
社會資源網絡參考資料連絡方式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內容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市話4128185、手機02-4128185

行政專線22298885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70號

辦理親職教育、子職教育、婚

姻教育、性別教育、失親教

育、家庭倫理教育、家庭資源

與管理教育活動與諮詢輔導。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22289111轉54204、

54208、54209
豐原區陽明大樓

二股訓輔、技藝教育、生涯發

展教育業務。

教育局小教科 22289111轉54307 豐原區陽明大樓 訓輔業務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牽牛花專線25200870

行政專線22289111轉54221、

54222

豐原區陽明大樓
學生輔導諮商工作、適性輔

導、性平案件審查、校安案件

社會局社工科 22289111轉54307 西屯區市政大樓 高風險家庭評估通報窗口

社會局社工科 22289111轉37703 西屯區市政大樓
有關違反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

問題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2289111轉38841~38845 豐原區陽明大樓
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

案件

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 25155148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43號 自殺防治業務、社區心理衛生

警察局少年隊偵查組 22583091、22583092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2號
少年犯罪預防、中輟犯罪之協

尋

警察局少年隊少年輔導委員會 22583709轉10~12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3號 虞犯少年外展輔導工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少年觀護人室 22232311轉3852 犯罪少年調查、保護工作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內容

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
04-2298-4774 兒少生輔班:04-

2292-8891

臺中市北區大雅路337號8樓(2

樓為兒少生輔班)

諮詢服務、諮商輔導、權益倡

導、安親課輔、犯罪預防、心

理衛生、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生命教育、關懷訪視、法

令宣導、高風險關懷、志願服

務、團體輔導、體驗教育、康

樂休閒、社區工作、親職座

談、物資供給等。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04-22222294轉121 臺中市西區大明街27號

諮詢服務、收容安置、志願服

務等

服務範圍：臺中市全區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關懷中心 04-2486-5495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4F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關懷訪

視、團體輔導、社區工作、校

園宣導等

臺中市東光關懷協會 04-2436-8382 臺中市北屯區南興一路109號

情緒輔導、個案輔導、團體輔

導、中輟輔導、助學金、諮商

輔導、生命教育、體驗教育、

親職座談、課輔、認輔志工及

學校輔導老師訓練

市府資源網絡單位

臺中市青少年服務機構



臺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04-2229-5685 臺中市南區合作街6號2樓
教育宣導、多元服務、親職教

育、諮詢服務、志願服務、

臺中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04-24920677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368巷11

號

社區工作、中輟輔導、生命教

育、

服務範圍：臺中市全區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觀護人室 04-2223-2311轉3852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1號

非行少年審理前調查、保護處

分執行、預防青少年、兒童犯

罪宣導。

台灣省兒童少年成長協會 04-2305-8005 臺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35號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免費課

輔、經濟轉介、諮商輔導等。

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 04-22265905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98之1號

2樓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親職座談、校園宣導。

弘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4-2636-5175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8號4樓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團體輔導、社區工作、親

職教育、親職講座、校園宣

導、關懷訪視、經濟扶助、法

律扶助、志願服務等。

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04-2229-4411#6278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兩性交往諮詢、各種避孕方法

及諮詢、事後緊急避孕服務及

諮詢、終止初期懷孕服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

會
04-2421-3713 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387巷51號

團體輔導、生命教育、親職座

談、校園宣導、犯罪預防。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優質家庭教育

發展促進會
04-2568-4838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號

諮詢服務、諮商輔導、志願服

務、助學金、安親課輔、心理

衛生、情緒輔導、個案輔導、

生命教育、關懷訪視、體驗教

育、社區工作、親職座談、物

資供給、就業服務、康樂休

閒、法律諮詢、校園宣導等。

社團法人中華好家庭關懷協會 04-2482-2531 臺中市大里區東明路139號

課後輔導、駐監輔導、社區生

活營、團體工作、校園宣導、

關懷訪視。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

協會-中區工作站
04-2229-1857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6

樓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團體輔導、諮商輔導、權

益倡導、關懷訪視、經濟扶

助、物資供給、就業服務、志

願服務、助學金。

社團法人臺中市基督教青年會（

YMCA)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5

樓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團體輔

導、社區工作、諮商輔導、親

職座談、權益倡導、安親課

輔、關懷訪視、志願服務。

社團法人台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

會
04-23936121

臺中市太平區大興里大興路292

號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權益倡導、安親課輔、關

懷訪視、法律諮詢、就業服

務、志願服務。



社團法人台灣省大專青年服務協

會
04-2215-4033 臺中市東區育英路19號

諮詢服務、團體輔導、體驗教

育、校園宣導、安親課輔、康

樂休閒、志願服務、營隊活動

器材租借、康輔講師、支援各

民間團體，學校社團所籌劃活

動等。

社團法人台灣家庭關懷協會-台中

家庭協談中心
04-22319915(行政)04-22339009(協談)臺中市北屯區衛道路112號

個案輔導、諮商輔導、生命教

育。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內容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好牧人全人

關顧協會
04-2483-1757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100號

個案輔導、團體輔導、社區工

作、生命教育、安親課輔、關

懷訪視、志願服務。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彩虹天堂-

中區同志健康文化中心
04-2226-6910 臺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9號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團體輔

導、社區工作、中輟輔導、諮

商輔導、校園宣導、權益倡

導、志願服務。

社團法人臺灣圓愛全人關懷協會 04-2205-6797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499號3樓

課業輔導、人際關係諮商、才

藝課程、生命教育、潛能開

發、戶外休閒活動、承辦創路

學園。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中

分事務所
04-2203-3050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96號7樓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諮詢輔導、心理衛生、志

願服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

省臺中市支會
04-2222-2411 臺中市民權路100號7樓

社區工作、經濟扶助、生命教

育、校園宣導、關懷訪視、物

質供給、志願服務。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04-2227-7826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3巷3號3F之4
諮詢服務、社區工作、中輟輔

導、校園宣導、志願服務。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林業生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4-2301-3610 臺中市西區向上北路123巷6號

諮詢服務、諮商輔導、志願服

務、助學金、犯罪預防、情緒

輔導、個案輔導、 安親課輔、

輔導教育、法令宣導、高風險

關懷、體驗教育、團體輔導、

社區工作、親職座談、就業服

務、康樂休閒、 校園宣導、關

懷訪視、生命教育。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4-2572-4514 臺中市石岡區明德路132號

團體輔導、體驗教育、校園宣

導、就業服務、收容安置。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慈光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

立慈馨兒少之家

04-22133300轉101 臺中市東區東英路303號 諮詢服務、收容安置。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台中南區分事務所
04-2313-1234

臺中市西屯區407甘肅路一段67

號

體驗教育、諮商輔導、權益倡

導、收容安置、志願服務、助

學金、情緒輔導、個案輔導、

關懷訪視、法令宣導、高風險

關懷、經濟扶助、諮詢服務、

團體輔導、社區工作、親職座

談、物資供給、就業服務、康

樂休閒、校園宣導。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向上社會福

利基金會
04-2372-7170 臺中市西區樂群街134號

諮詢服務、生命教育、收容安

置、志願服務。

財團法人幸福福利基金會 04-2201-0269 臺中市北區福富街109號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團體輔

導、中輟輔導、諮商輔導、校

園宣導、安親課輔、關懷訪

視、犯罪預防、法令宣導、志

願服務。

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 04-23146185 臺中市西屯區四川東街67號1F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社區工

作、生命教育、校園宣導、安

親課輔、關懷訪視。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04-2653-0033 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200號 安親課輔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臺中市服務中心
04-2223-9595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11

樓

詢服務、團體輔導、諮商輔

導、校園宣導、個案輔導。

國際青少年人權協會 04-2329-6779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73號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社區工

作、諮商輔導、生命教育、親

職座談、校園宣導、權益倡

導、犯罪預防、志願服務、人

權宣導。

童綜合醫院 04- 2658-1919轉4207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699號

兩性交往諮詢、各種避孕方法

及諮詢、事後緊急避孕服務及

諮詢、終止初期懷孕服務

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04-2220-7989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268號

青少年輔導工作、青少年成長

團體、教育宣導、多元性服務

方案、志願服務、親職教育、

承辦臺中市青少年戲劇工作

坊。

臺中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04-2327-0059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
諮詢服務、個案輔導、中輟輔

導、親職座談、高風險關懷。

臺中市向晴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202-2210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400號3樓

諮詢服務、諮商輔導、權益倡

導、志願服務、情緒輔導、個

案輔導、關懷訪視、經濟扶

助、團體輔導、社區工作、物

資供給、法律諮詢、康樂休

閒、校園宣導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

利科
04-2217-7240 臺中市臺灣大道3段99號

1.確保兒童、少年基本與特殊

人權及各項福祉。2.結合民間

力量共同促進各項婦女權益。

3.健全本市托育與社區照護體

制。4.落實兒童福利專業人員

體制。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04-2328-2350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號 犯罪預防、法令宣導



優利卡社區服務協會 04-22248341 04-22296968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3

樓

諮詢服務、情緒輔導、個案輔

導、團體輔導、社區工作、生

命教育、親職座談、 志願服

務、高風險關懷、課後照顧。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臺中市山線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04-25150905 42080臺中市豐原區明義街46號

臺中市海線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04-26801947
43742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169

號2樓

臺中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04-24365842、04-24365740
40647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

段260號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大雅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5684838 428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號

太平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3936121
41152臺中市太平區大興路232

號

北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2012571
40458臺中市北區大雅路58號B

棟18樓

西屯區外配服務據點 04-35080168
40756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

208巷3號

西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3201595 臺中市西區精誠12街30號1樓

東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280-1179
401臺中市東區建成路700號11

樓之2

東勢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5875041
42345臺中市東勢區南平里本街

191號

南屯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4731639
40855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3路

126號

潭子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5390566 42753臺中市潭子區合作街29號

豐原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5271292
42080臺中市豐原區明義街11巷

11號

霧峰區外配服務據點 04-23310995
41352臺中市霧峰區林森路832

號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服務內容

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4837343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6樓

服務對象：太平區、霧峰區、

大里區

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4372339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260

號3樓
服務對象：東區、北屯區

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2062790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400號4樓

服務對象：北區、中區、西屯

區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4372339

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三段260

號3樓

服務對象：西區、南區、南屯

區

沙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2289111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8號4樓

服務對象：大肚區、龍井區、

沙鹿區、梧棲區、烏日區

東勢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5771785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4附1號1

樓

服務對象：新社區、石岡區、

東勢區、和平區

東勢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04-25771785

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4附1號1

樓

服務對象：新社區、石岡區、

東勢區、和平區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新移民服務據點

 家庭福利中心

協助新移民及其家庭解決生活

困境及提供個案管理、資源連

結 。

外配支持性服務、各類方案、

休閒聯誼。



臺中市老人福利服務中心
04-25882142

42341臺中市東勢區東蘭路1之4

附1號

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

心
04-25329369

42755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

241巷7號

臺中市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04-24827405 41241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32號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04-26352551 43354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8號

臺中市長青服務中心

04-22914536
40460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一段6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