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網絡資源一覽表 111.6.17
一、教育單位
單位名稱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

02-77365129
https://www.yda.gov.tw/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學生生涯輔導網

http://35.236.185.223/index
.php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相關業
務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學輔校安科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06-2521083 分機 14

中輟、中離相關業務

06-2991111 分機 1243

生涯、技職教育相關業務

06-2991111 分機 8440

親職教育、家庭教育、婚前教育

諮詢專線 4128185
06-3129926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二、勞政單位
單位名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台灣就業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臺南就業中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職訓就服中心

職涯線上諮詢、產業趨勢、求
職攻略、就業訊息、勞動法
規、補助資訊等
個別化一案到底就業服務、職
涯諮詢服務、職業心理測驗、
職業訓練課程諮詢、履歷面試
技巧、就業促進研習課程、僱
用獎助、職場學習暨再適應計
畫等就促工具補助申請
15-29 歲青年一對一職涯諮
詢、適性測驗、履歷健檢、模
擬面試、職涯講座、團體課
程、職場參訪、提供就業服務
及職業訓練相關資訊
1.適用對象：年滿16歲以上之
失業者、欲轉職者之青少
年。
2.服務內容：
(1)辦理求職登記。
(2)推介適性工作。

0800-777-888
https://www.taiwanjobs.gov.
tw/home109/index.aspx

06-2371218 分機 230

06-3020036
https://zhtw.facebook.com/ystainan/

就業服務
06-2991111分機6319

(3)提供求才、徵才活動訊
息。
(4)提供台南工作好找 APP 數
位求職。
1.適用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
之失業者、具工作意願且工
作技能不足之青少年。
2.服務內容：提升失業者專業
技能，促進其就業。
1.適用對象：年滿16歲以上之
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之
青少年。
2.服務內容：
鼓勵失業、待業勞工參加照
顧服務員職業訓練，充實照
顧服務人力。
1.適用對象：年滿15歲以上尋
職能力薄弱之特定對象、就
業弱勢之一般求職者、企業
轉職者或有需求之青少年。
2.服務內容：
依職業適性診斷評量結果分
析，轉介輔導經驗豐富的專
業諮詢師，依個案需求進行
深度諮商，協助瞭解興趣、
職能及產業發展等三者關連
性，協助就業服務正確聚焦
推介，增強求職者職場生態
適應力及穩定性。

失業者職業訓練
06-2991111分機6320

照顧服務員訓練
06-2991111分機1810

職業適性診斷計畫
06-2991111分機6318

三、社政單位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

兒童及少年脆弱家庭多元服務
、家庭諮詢服務、各式宣導及
預防課程

06-2991111 分機 8498
https://sab.tainan.gov.tw/N
ews.aspx?n=26622&sms=21514
各區聯絡資料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救助科

低收入、中低收入戶、喪葬補
助、生活救助、傷病救助、行
旅川資補助、實物愛心銀行

06-2995686
06-633494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醫療補助、單親及新移民
家庭服務

06-2985085
06-2985885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臺南市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長期照顧業務
家庭暴力、目睹家暴、性侵害
兒少保護

手機或市話皆可直撥長照服務
專線「1966」，前 5 分鐘免費
06-2988995

四、警政單位
單位名稱
臺南市政府
少年輔導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少年警察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婦幼警察隊

服務內容
曝險少年輔導相關工作、毒防
基金(提供涉毒、高關懷少年就
學、就業、生活急難救助等補
助申請)
中輟學生、失蹤少年協尋、少
年觸法行為偵處、預防少年犯
罪宣導
兒少保護相關工作

聯繫方式

06-6322210 分機 3036

06-2022800

06-2043628

五、衛政單位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
免付費安心專線
健康九九網站之青少年好漾館
青少年性健康或身心保健資訊

衛生福利部

嘉南療養院

全國統一整合性未成年懷孕服
務，未成年懷孕者及其重要他
人經濟扶助、安置服務、就業
諮詢、醫療保健、法律諮詢、
收出養服務等
18 歲以下之兒童青少年：分
心、過動、衝動、學習問題、
情緒困擾、焦慮、恐懼、人際
互動問題、親子溝通問題，社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會適應問題及自閉症、妥瑞氏
症、強迫症、躁鬱症、憂鬱
症、急性精神症狀、兒童創傷
等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心理健康檢測、諮詢、心理衛
生宣導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聯繫方式
求助電話：1925
https://health99.hpa.gov.tw
/theme/256

0800-257085

06-2795019 分機 1093/1094

心理諮商預約 06-3352982
06-2679751 分機 166

六、其他(含民間單位)
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服務內容

聯繫方式

逆風教育助學計畫
青春不輟返校就學金

0800-329580

社團法人台南市
教育及兒童青少年發展協會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06-2263339

社團法人台南市
基督教青年會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06-2207302 分機 308

社團法人道德重整協會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06-2820320

基督教芥菜種會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06-3127605 分機 6604

社團法人以恩關懷協會

青少年生涯探索、就業培力

06-2881280

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

06-5908593

司法少年輔導服務

06-2717271

青少女懷孕暨青少年父母支持
服務、家庭暴力被害人復原服
務、弱勢婦女就業服務

06-3582995

社團法人台南市
陽光真愛青少年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
容愛關懷服務協會
勵馨基金會
台南分事務所

06-6324560

家扶基金會

貧困兒童少年家庭服務

世界展望會

貧困兒童少年家庭服務

06-2215800

貧弱兒生活津貼、獎學金

0800-828580

台南市樂扶社福基金會

06-2506782

希望之家社福中心

弱勢家庭支持性服務、親子活
動

06-5743941

社團法人台南市
家庭情緒智商發展協會

心靈課程、免費諮商、優質講
座

06-3500310

生命線

一般民眾心理困擾線上會談

求助電話：1995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臺南分事務所

一般民眾心理困擾線上會談

行政電話 06-2909143
輔導專線 1980 分機 42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南分會

法律諮詢

06-2285550
http://www.laf.org.tw/tw/in
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