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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遇到家暴性侵，該找誰求助？？ 

 面臨家暴或性侵問題 

1. 鼓勵您做自己身體的守護者，勇敢保護自己。 

2. 如果施暴者已非第一次傷害您，請您幫自己準備一個簡易隨身

包(備妥證件、金錢或手機等貴重物品)、並預先想好逃生路線

或求助之管道，當發現施暴者不對勁時，立刻攜帶隨身包離

開。 

3. 請務必驗傷、拍照備存，並取得乙種驗傷單，尤其性侵案件切

記勿沐浴、盥洗、更換衣服或自行醫護，且勿破壞現場任何物

品，盡快前往各大醫院急診室接受診療。 

 

 

 

 

 遭遇家暴性侵的諮詢管道 

通報方式 服務內容 聯絡方式 

113 婦幼保護專

線 

由專業社工人員於線上受理全國

家庭暴力、老人保護、身心障礙者

保護、兒童少年保護及性侵害、性

騷擾事件通報或求助諮詢 

市話、公共電話或

手機皆可撥打 113 

(24 小時免付費專

線) 

 

請注意！遭遇暴力的當下請立即逃離或撥打 110，請警

方介入保護人身安全，後續才由社政資源介入處遇。 



 

 5 

線上通報關懷 e

起來 

提供線上保護性案件通報及福利

服務案件轉介功能。 

網址：

https://ecare.mo

hw.gov.tw/ 

 

高雄市社會局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提供電話諮詢、緊急救援、安置服

務、協助申請保護令、法律諮詢、

陪同服務、被害人醫療訴訟等補助 

網址：

http://safesex.k

cg.gov.tw/ 

(07)535-5920 

(周一至周五，例假

日休) 

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婦幼警察隊 

專業服務：提供被害人 24小時電話

專線服務及緊急救援；協助被害人

就醫診療、驗傷等。 

經濟扶助：醫療費用及心理復健費

用；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緊急生

活費用及緊急庇護費用。 

(07) 271-6658 

高雄市家庭關懷

諮詢專線 

由家防中心專業社工員提供線上

諮詢協助面對處理家庭內緊張關

係與家庭困擾 

07-5350885 

(週一至週五 

09：00-11：30;14：

00-17：00) 
  

https://ecare.mohw.gov.tw/
https://ecare.mohw.gov.tw/
http://safesex.kcg.gov.tw/
http://safesex.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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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遇到突發事故，手頭沒錢、甚至連吃飯都有困難，該

怎麼辦？？ 

 急難救助(因傷病死亡等事故致生活陷困) 

1. 民眾急難救助、或馬上關懷急難救助金 

設籍高雄市市民，最近 3 個月內遭急難事由致生活陷困者，請

聯繫戶籍地區公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07-3368333

轉 2443。 

2. 更生保護會急難救助金 

更生人本人、配偶或本人之直系血親遭受突發重大事故或災

害，因家境貧困自身經濟無法解決時，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

請急難救助，詳情請洽所在縣市之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請撥

電話 07-2010925、橋頭分會請撥電話 07-6128177。 

3. 全聯急難救助專案(民間資源) 

以「緊急生活扶助」、「醫療補助」、「喪葬補助」三類為扶助原

則，同一事件每年限申請一類，且以一次為限(以申請書之收

件日期起算)，申請書請向全聯門市索取。 

 幸福分享中心-高雄市實物銀行  

     網址：https://reurl.cc/z8WVRQ  

1. 主要提供短期生活物資與民生用品或食物券至高雄市政府社會

https://reurl.cc/z8WV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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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作之賣場領取熱食、生鮮食材等生活必需品(不得購買

菸、酒等非生活必需品)，並受理各方善心物資與生活用品捐

贈。 

2. 聯絡方式 

(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07-3368333 轉 3372 

(2) 社團法人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電話 07-3224315 

網址：http://www.3226666.org.tw/  

(3)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電話 07-7423617 

    網址： http://kswu.org.tw/ 

(4) 高雄市實物銀行 

分店 住址 聯絡電話 服務時間 

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三
民街 222 號 

07-2610125 
週二至週六 

09：00-17：30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

華路 69號 
07-7481756 

週二至週六 

09：00-17：30 

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福
美路 73巷 10-1號 

07-7481756 
每週三、六 

09：00-12：00 

甲仙店 
高雄市甲仙區新

興路 49-1 號 2樓 
07-2610125 

每週一、三、五 

09：00-14：00 

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
賢南路 105巷 1之

5 號 

07-7481756 
每週三、五 

09：00-12：00 

(5) 高雄市阿福食物銀行，電話 07-3926625，3925590 

網址：https://reurl.cc/9E5lkn  

http://www.3226666.org.tw/
http://kswu.org.tw/
https://reurl.cc/9E5l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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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厝邊的好資源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成立 16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如果您需要個人

的、就近性的討論資源，請向各社福中心接洽，各中心經評估及

視現場資源亦能提供乾糧、日常生活用品等，亦或協助轉介各民

間或慈善資源。 

旗山社福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199 號 

(旗山、美濃、內門、杉林) 
6617464 

六龜社福中心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 102 號 

(六龜、桃源、茂林) 
6891031-2 

甲仙社福中心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 65之 1 號 

(甲仙、那瑪夏) 
6751920-1 

左營社福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 4號 

(左營、楠梓) 
5852250 

三民社福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468號 7樓 
3962334、

3962340 

鳳山社福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號 7427247 

大寮社福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29 巷 2-1號

3 樓   (大寮、林園) 
781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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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社福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三段 776號 

(仁武、大社、大樹、鳥松) 
3759595 

岡山社福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南街 99號 

(岡山、路竹、橋頭、田寮、燕巢、阿

蓮) 

6220733 

彌陀社福中心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1 巷 5弄 2號 

(永安、湖內、梓官、彌陀、茄萣) 
6108805 

前鎮社福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 115 號 8121462 

小港社福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博學路 369 號 5樓 8016920 

鹽埕社福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79 號 4樓 

(鹽埕、鼓山) 
5210235 

旗津社福中心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 2 號 4樓 5711885 

苓雅社福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5 號 7111915 

新興社福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6號 

(新興、前金) 
236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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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我沒有地方住，該去哪裡？？ 

真的很不希望你走到這一步才求救，基本上建議您先找親友協助、

或者供食宿的就業機會，真的還是走投無路，建議可以撥打下面的

電話詢問看看： 

 街友資源 

網址：https://ppt.cc/fqFOBx 

如果您曾露宿街頭過、成為街友，現在需要安置服務，請洽詢： 

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電話：07-3368333 轉 3373（街友業務承辦人） 

2. 三民街友服務中心－惜緣居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二路 31號 

電話：07-3432263 

3. 鳳山街友服務中心－慈心園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477巷 18 號 

電話：07-7190895 

 更生人資源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結合宗教團體、社會福利等機構辦理安置處

所，提供無家可歸、暫時不適宜回家的更生朋友短暫性收容居

住，請聯繫所在縣市之更生保護會。各地更保會安置資源網址：

https://is.gd/duSStH 。高雄分會 2010925，橋頭分會 6128177 

https://ppt.cc/fqFOBx
https://is.gd/duS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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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單親的我，誰可以給我幫助？？ 

 單親家庭服務據點 

      1.服務對象：設籍居住高雄市，獨力扶養未滿 18歲子女單親家

庭，具住屋、經濟、就業、情感、親子教養、居住、醫

療、子女托育、婚姻家庭等問題需求者 

      2.服務內容：個案管理服務、社會福利及法律諮詢、親職教

育及生活輔導等課程、協助經濟、居住、就業等資源轉介

連結。 

3服務據點 

名稱 服務區域 承辦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小港單親家庭服 

務據點 

（含山明家園） 

前鎮、旗津、苓雅、

小港、鹽埕、鼓山等

6 區 財團法人聖功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803-7227 

803-7228 

小港區宏偉街

2 號 

左營單親家庭服 

務據點 

（含翠華家園） 

左營、楠梓、三民、

新興、前金等 5 區 
588-0013 

左營區翠華路

601巷 79號 3 

樓 

鳳山單親家庭服 

務據點 

（含向陽家園） 

鳳山、鳥松、仁武、

大社、大樹、大寮、

林園等 7 區 

財團法人天主

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719-1450 
鳳山區大東二

路 100 號 

旗山單親家庭服 

務據點 

旗山、美濃、杉 

林、內門等 4 區 

財團法人台灣

世界展望會 
6626108#216 

旗山區中學路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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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六龜社會福 

利服務中心 

六龜、茂林、桃源等

3 區 
 無 689-1031 

六龜區光復路

102 號 

本局甲仙社會福 

利服務中心 
甲仙、那瑪夏等 2 區  無 675-1920 

甲仙區中正路

65-1 號 

路竹新住民及婦 

女家庭服務中心 

路竹、阿蓮、湖內、

茄萣、永安、岡山、

橋頭、田寮、燕巢、

彌陀、梓官等 11 區 

財團法人高雄

市林柔蘭社會

福利基金會 

696-2779 

696-1554 

路竹區中正路

51 號 

 

 單親家園 

高雄市共設置小港山明、左營翠華、鳳山向陽等單親家園，提供單親

家庭之居住及輔導服務。依坪數大小及地段，每戶每月租金定為 3500

元、4000 元及 4500 元三種承租金額。有興趣者歡迎洽詢社會局婦女

及保護服務科 07-3303353或小港、左營、鳳山之單親服務據點。 

     左營單親家庭服務據點-翠華家園 5880013 

     小港單親家庭服務據點-山明家園 8037227 

     鳳山單親家庭服務據點-向陽家園 7191450 

 子女托育補助 

     網址：https://reurl.cc/MvkeEp  

 子女教育補助 

     請向戶籍地各區公所申請辦理。 

https://reurl.cc/Mv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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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要上班，小孩要託誰照顧？？ 

 居家托育(保母)  

有時因新聞事件影響、或者不知道從何找保母的資訊、或者工作

排班不固定，怕保母無法配合時間等等，總之要把小孩托給誰照

顧還真是傷腦筋的議題，高雄市設有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就提供

了這樣一個諮詢管道，歡迎依您希望托育的行政區域撥打電話： 

承辦單位 區域 聯繫電話 服務據點地址 

社團法人高雄

市第一褓姆協

會(第一區) 

鳳山區 
07-7199027 

07- 7196364 

高雄市鳳山區黃

埔新村國校巷 78

號(誠正國小) 

輔英科技大學 

(第二區) 

三民西區、鼓山、旗

津區、前金、鹽埕、

大寮、大樹、大社、

仁武、林園、鳥松區 

07-2817590 

07- 2817507 

高雄市三民區三

民街 222 號 3樓 

07-7836006 

高雄市大寮區山

頂路 211 號(山頂

國小 1樓) 

正修學校財團

法人正修科技

大學 

(第三區) 

美濃、旗山、內門、

六龜、甲仙、杉林、

茂林、桃源、那瑪夏

區 

07-6614370 

高雄市旗山區文

中路 199 號(旗山

社福中心) 

樹德科技大學 

(第四區) 
三民東區、苓雅區 

07-7137686 

07-7137612 

高雄市苓雅區和

平二路 433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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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850257 

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 468號 7

樓 

樹德科技大學 

(第四區) 

茄萣、路竹、燕巢、

永安、彌陀、湖內、

阿蓮、岡山、田寮區 

07-6158185 

高雄市燕巢區橫

山路 59號(圖資大

樓 5 樓) 

樹德科技大學 

(第五區) 

楠梓、左營、橋頭、

梓官區 

07-5882855 高雄市左營區左

營大路 479號 1

樓 

崑山科技大學 

(第六區) 

小港、前鎮、新興

區 
07-2373487 

07-2368974 

高雄市新興區中

正三路 36 號 2樓

(新興社福中心) 

 

 托育機構(托嬰中心) 

高雄市除了多所私立托嬰中心外，高雄市政府運用閒置公共空間，

陸續籌劃設立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貼心為家長設立專屬

0~2歲嬰幼兒的托育空間及 0~6歲幼兒遊戲空間，有需求者或想了

解相關托育補助的朋友們，歡迎洽詢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

福利科、3315910 分機：2451-2454。 

 衛福部未滿 2歲育兒津貼及托育準公共化專區 

1.衛福部專區，網址: https://reurl.cc/E7ZA90  

2.社家署育兒津貼及托育準公共化專區， 

  網址：https://reurl.cc/ZOjmmW  

https://reurl.cc/E7ZA90
https://reurl.cc/ZOjm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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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好累啊~~家裡有老人、身心障礙者需要照顧… 

 長照 2.0專區 

舉凡家中有
1.
失能身心障礙者、

2.
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3.
50 歲以

上失智症患者、
4.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5.
65歲以上失能老人，都可以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高雄

市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07-7134000)」或「長照服務專線：

1966」提出申請，後續將會有照管專員到府評估長照需求，擬定

專屬的照顧計畫，提供的服務包含: 

1. 照顧及專業服務：居家照顧、社區照顧及專業服務等 

2. 交通接送服務：協助往返醫療院所就醫或復健 

3. 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居家生活用輔具購置或

租借、居家 無障礙設施改善 

4. 喘息服務：提供家庭照顧者休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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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照顧者專區 

家庭照顧者通常面臨照顧所帶來的壓力與負荷，未免家庭悲劇的

發生，實際居住於高雄市，照顧家中失能長輩(因疾病、意外、自

然老化)之家庭照顧者，歡迎聯繫下列關懷專線，取得支持團體、

舒壓課程、喘息服務等資源： 

1. 社會局老人福利科，電話：337-3376～8、337-3370 

2. 家庭照顧者資源整合中心(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

協會) ，電話：(07)322-5005 

3. 長照諮詢專線 1966 

4.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電話：0800-50-7272（有你，

真好真好） 

 身障者專區 

高雄市身心障礙福利措施 

https://reurl.cc/QDrjZ 

 

 

  

https://reurl.cc/QDrjZ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b_id=5&pro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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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又遇上毒癮問題，怎麼辦? 

 諮詢專線 

 

 

 

 

 

 

 

1. 為幫助民眾解決跟毒品有關的問題，各直轄縣（市）政府於民

國 95 年全面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整合社政、教育、醫

療、勞政、警政及司法保護等各單位的力量，為有毒品困擾的

民眾提供協助。 

2. 目前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提供的服務為：認識毒品的危

害、電話諮詢、心理支持與協助、法律諮詢、轉介醫療院所或

民間團體戒毒、協助就業、職業訓練、社會福利補助、提供愛

滋病篩檢、參與毒品減害計畫、預防犯罪宣導、家庭支持功能

重建服務等等。不論您人在哪個縣市，請直撥戒毒成功專線或

者下列各毒防中心電話，即有專人為您服務。 

臺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00號 4樓 02-23754068 

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02-29603456 

桃園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號 03-3341066 

新竹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竹市中央路 241號 10-12樓 03-5355361 

新竹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號 03-5536336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 

全年無休 24小時不打烊免付費求助專線 

https://nodrug.gov.taipei/
http://drugfree.ntpc.gov.tw/
http://dph.tycg.gov.tw/nodrugs/
http://www.hccg.gov.tw/hcchb/ch/home.jsp?id=7&parentpath=0,1,2
https://www.facebook.com/hchg.no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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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

生中心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 21 鄰光華路

373號 
037-558220 

臺中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 136號 04-25265394 

南投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6號 049-2222473 

彰化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段 162號 04-7115141 

雲林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4號 05-5373488 

嘉義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嘉義市德明路 1號 05-2810995 

嘉義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3號 05-3625680 

臺南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號 06-6357716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號 4樓 07-2111311 

屏東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272號 08-7351595 

臺東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 336號 089-325995 

花蓮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 391號 03-8311486 

宜蘭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 2 段 287 號 4

樓 
03-9313995 

基隆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 169號 02-24565988 

澎湖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15號 06-9261025 

金門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1-12

號 
082-333607 

連江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6號 083-622095 

  

https://mcp.mlshb.gov.tw/dmc/
https://mcp.mlshb.gov.tw/dmc/
http://tdapc.hbtc.gov.tw/
https://www.ntshb.gov.tw/information/index.aspx?aid=19&infoid=46
http://drug.nccu.idv.tw/about.asp
http://www.ylshb.gov.tw/emphasis/index-1.php?m=99&m1=9&m2=29&sid=1&id=13
http://antidrug.cichb.gov.tw/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wrtFSTjc3Be51AADD5r1gt.;_ylu=X3oDMTEydjBnbGRt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Qjk0MTZfMQRzZWMDc3I-/RV=2/RE=1584456804/RO=10/RU=https%3a%2f%2fcyshb.cyhg.gov.tw%2fantidrug%2f/RK=2/RS=QEbzfx3dKgqVTnxthDl9chMG0cU-
https://health.tainan.gov.tw/list.asp?nsub=A1A6A0
https://dsacp.kcg.gov.tw/Default.aspx
http://www.ptshb.gov.tw/cp.aspx?n=C74FAAB548C97B21
http://drugfree.ttshb.gov.tw/index.php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wrtFGPOdXBeOSsA8Chr1gt.;_ylu=X3oDMTEya2gyN3Q1BGNvbG8DdHcxBHBvcwM0BHZ0aWQDQjk0MTZfMQRzZWMDc3I-/RV=2/RE=1584457295/RO=10/RU=https%3a%2f%2fzh-tw.facebook.com%2fhualiendapc%2f/RK=2/RS=wQMo6T7owCCQDA.adp4O3hzhpkY-
http://www.ilshb.gov.tw/index.php?catid=14&fieldid=10
http://www.klchb.gov.tw/KLCHBW/Ct_Drug/index.aspx
https://www.phchb.gov.tw/home.jsp?id=143
http://phb.kinmen.gov.tw/Default.aspx
http://www.matsu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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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癮醫療 

一次染毒、終身戒毒，不論是自己再次用毒或者發現親人淪陷毒海，

戒除毒癮之醫療資源為： 

1. 109 年高雄市藥癮者住院治療費用補助計畫 

網址：https://reurl.cc/pdxGl8  

2. 替代治療：對於使用鴉片類成癮物質(含海洛因、嗎啡…等)之

個案，經醫師評估後使用美沙冬口服液或「丁基原啡因」舌下

錠，來減緩注射毒品對身心的傷害。 

3. 109 年高雄市女性藥癮者醫療支持補助計畫 

網址：https://reurl.cc/4R3xK2  

4. 109 年高雄市藥癮者心理諮商輔導補助計畫 

網址：https://reurl.cc/NjZWkp  

 檢舉專線 

我們都同意毒品對人的危害非常大，如果發現藥頭賣毒給我們的

親友，歡迎使用檢舉專線，以協助檢調的查緝工作。 

  

藥頭檢舉專線 0800-002-4099接通後按 2 

https://reurl.cc/pdxGl8
https://reurl.cc/4R3xK2
https://reurl.cc/NjZW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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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我要找工作，工作在哪裡呢? 

一份穩定的工作對於更生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對於即將出監的

收容人，監內均有安排「就業促進轉銜之一案到底」的服務，但

不論是監內監外的就業服務，都請求職者先檢視自身的狀況：「我

是真的想要認真工作或者隨便找一份缺工來餬口？」、「我需要培

養一技之長、接受職業訓練嗎？」、「我知道我要做甚麼工作，但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工作?」、「天哪！工作突然沒了」等，這樣你才

會比較清楚自己需要的到底是找工作、職業訓練或者就業保險給

付。 

 就業好鄰居-就業服務站(台)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設有 6個就業服務站，28個就業

服務台，請您留意，不論「站」或「台」均有提供求職求才服務，

但如果您需要的是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等，請務必前往「站」：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

業中心大寮場域 

07-7835011 
大寮區捷西路 300號 

前鎮站 07-8220790 
前鎮區鎮中路 6 號 1樓 

三民站 07-3837191 
三民區大順二路 468 號 10 樓 

左營站 07-5509848 
左營區忠言路 189號 1 樓 

楠梓站 07-3609521 
楠梓區學專路 777號 2 樓 

鳳山站 07-7410243 
鳳山區中山西路 235號 

岡山站 07-6228321 
岡山區民有路 27號 

楠梓台 07-3640508 
楠梓加工出口區經二路 15

號 

前鎮台 07-8418227 
前鎮加工區中六路與環區一路口 

鳥松台 07-7331824 
鳥松區大埤路 117 號 1 樓 

仁武台 07-3749554
仁武區工業二路 3號 

大寮台 07-7825009 
大寮區捷西路 300號 

燕巢台 07-6162801 
燕巢區中安路 1 號 

路竹台 07-6071047 
路竹區國昌路 76號 

旗山台 07-6623656 
旗山區延平一路 495 號 2 樓 

永安台 07-6245031 
永安區永工二路 1號 

本州台 07-6246155 
岡山區本工路 17號 

旗津台 07-5714116 
旗津區旗津三路 2號 

林園台 07-6466185 
林園區王公路 1 號 1樓 

大社台 07-3539044 
大社區自強街 1 號 

大樹台 07-6529406
大樹區龍目 158 號 2樓 

美濃台 07-6820711 
美濃美中路 260 號 

六龜台 07-6892488 
六龜區民治路 18號 

甲仙台 07-6751744 
甲仙區中山路 50號 

http://www.ktec.gov.tw/
http://exam.ktec.gov.tw/front/
http://exam.ktec.gov.tw/front/
http://kcj.ktec.gov.tw/
http://ksm.ktec.gov.tw/
http://kzy.ktec.gov.tw/
http://nanzi.ktec.gov.tw/
http://kfs.ktec.gov.tw/
http://kks.kt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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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台 07-6861336 
桃源區北進巷 1 號 

茂林台 07-6529406 
茂林區茂林里 8-3號 

那瑪夏台 07-6701275 
那瑪夏區大光巷 230號 

梓官台 07-6194849 
梓官區梓官路 258號 

阿蓮台 07-6315428 
阿蓮區民生路 94號 

湖內台 07-6992271 
湖內區鎮中正路二段 77號 

茄萣台 07-6909738 
茄萣區濱海路四段 27號 

橋頭台 07-6126883 
橋頭區隆豐路 1 號 

彌陀台 07-6194850 
彌陀區中華路 4 號 

內門台 07-6674851 
內門區內門 20號 

杉林台 07-6774420 
杉林區山仙路 6 號 

 

 

 求職管道 

1. 求職管道目前相當多元化，除了運用上述就業服務站台外，可

連結高雄人力銀行，勞工局亦不定期辦理現場徵才(電話：07-

7332810)、行動就服車(07-7330823*323-324)、ibon 找工作

等活動，歡迎洽詢。 

2. 網路找職缺 

 

 

 

 

https://reurl.cc/AXL8j 

 

 

 
https://reurl.cc/1xo9DQ 

 

 

 
 

https://reurl.cc/dOl0z 

 

 

 

 

https://reurl.cc/EYL7v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s://www.104.com.tw/jobs/main/
https://www.1111.com.tw/
https://app.ktec.gov.tw/
https://app.ktec.gov.tw/
https://reurl.cc/AXL8j
https://reurl.cc/1xo9DQ
https://reurl.cc/dOl0z
https://reurl.cc/EYL7v
https://reurl.cc/AXL8j
https://www.104.com.tw/jobs/main/
https://www.1111.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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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OQLbR 
 

 

 

https://reurl.cc/6XYgy 
 

3. 找工作不要受騙上當的口訣: 

 

 

 

3必問

•問找工作或找事業

•問薪資、勞健保、出缺勤等勞動條件

•問工作性質及職務內容

5必看

•必看是否合法正派經營公司

•必看是否正常運作非虛擬無辦公處所公司

•必看是否潛在人身安全危險或暗藏求職陷阱

•必看是否面試草率輕易錄取

•必看是否待遇優厚不合常理

7不為

•不繳錢：不繳不知用途費用

•不購買：不購買公司任何名目有無形產品

•不辦卡：不應公司要求當場辦理信用卡

•不簽約：不簽任何不明文件契約

•不離身：證件信用卡自行保管

•不飲用：不飲酒類或不明飲料食物

•不非法工作

求職防詐騙 357原則：三必問，五必看，七不為 

https://www.518.com.tw/
https://www.yes123.com.tw/admin/index.asp
https://www.yes123.com.tw/admin/index.asp
https://www.518.com.tw/
https://reurl.cc/OQLbR
https://reurl.cc/6XY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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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保險給付 

就業保險給付是針對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在遭遇非自願離職時，

透過社會保險制度維持失業求職期間的生活，避免因為失去工資

而導致生活困頓。給付內容包含 4 大項目：
1
失業給付、

2
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
3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及

4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如

果您遭遇失業問題而有上述申請問題，請聯繫就業服務「站」諮

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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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業保險給付圖文說明出自 Job好康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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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 

前往就業服務「站」或運用「台灣就業通」、「高雄人力銀行」網

站，就可以找到職業訓練的訊息，請特別留意：若您本身或家人

具有更生人身分，可持出監證明及身分證前往各地更保會出具

「更生人證明」，持更生人證明報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心的職訓活動，會有費用的優惠減免喔~~ 

 

 

 

 

  



 

 26 

九、 我的心內話要找誰說? 
 

 1980張老師專線(依舊幫您) 

民間團體專線，中華電信撥打免費，其他電信業者以市話計費，

提供情緒困擾、生活適應問題之協助。 

 

 

 

 

 1995生命線(要救救我) 

民間團體專線，中華電信撥打免費，其他電信，電信業者以市話

計費，提供全日 24 小時電話輔導，對於各種心理困擾的問題，均

提供服務：包括自殺防治、危機處理、婚姻家庭協談、男女感情

協談、法律或健康協談、人際關係協談、精神心理協談等。 

 

 

 

 

 

 

http://www.1980.org.tw/web3-20101110/main.php?customer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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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衛福部安心專線(依舊愛我) 

 

以市話或手機撥打 1925，提供全年無休 24小時政府安心專線，免

付費，主要提供自殺危機即時介入、評估、轉介及第三者通報等

自殺防治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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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是新住民，我想要融入台灣… 

 高雄市新住民家庭服務 

 高雄市服務據點 

高雄市社會局於全市設置 5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 22處社區服

務據點，以在地、個別化福利服務，提供有需要的新住民家庭初

級關懷、家庭支持方案活動，成為新住民姊妹的娘家，並領先全

國首創新住民事務專案辦公室設置母語諮詢專線（07-3319992）

及通譯人才服務，提供新住民無障礙語言環境，歡迎多加使用: 

高雄市新住民

事務專案辦公

室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9 樓 3319992 

高雄市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6號 

(三民、小港、苓雅、鼓山、旗津、

前鎮服務據點) 

2353500 

鳳山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 100號 

(鳳山、仁武、林園服務據點) 
7191450 

左營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 4號 

(左營、楠梓服務據點) 
5828981 

路竹新住民及

婦女家庭服務

中心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 51號 3 樓 

(橋頭、岡山、梓官、湖內服務據點) 
6962779 

旗山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199 號 

(旗山、內門、美濃、甲仙、六龜服

務據點) 

6627984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1&b_id=8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8&m_id=41&s_id=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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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的好朋友 

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https://reurl.cc/mX809 

高市民政局新住民 7 國語言專網 

https://fr6c.kcg.gov.tw/ 

 

 

https://reurl.cc/WdX6GD 

 

 

https://reurl.cc/R4b5We 

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照顧服務專區 

https://reurl.cc/X6l1me 

 

 

  

https://reurl.cc/mX809
https://fr6c.kcg.gov.tw/
https://reurl.cc/WdX6GD
https://reurl.cc/R4b5We
https://reurl.cc/X6l1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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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資源 

(高雄 1999萬事通、1957福利諮詢專線、衛生福利 e寶

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福利專家諮詢系統、高

雄市福利地圖、更保會、高雄市毒防局) 

高雄 1999萬事通 24hr熱線 

24小時免付費全方位單一窗口 

 

福利諮詢專線 1957 (免付費電話) 

 

8:00-22:00 均可撥打(含國定例

假日，含各類社會福利問題) 

衛生福利 e寶箱 

https://reurl.cc/Kq5rn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https://reurl.cc/xX5v4 

 

高雄市福利專家諮詢系統 

http://kssa.ks.gov.tw/appkssaplay/ 

        

https://reurl.cc/Kq5rn
https://reurl.cc/xX5v4
http://kssa.ks.gov.tw/appkssa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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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系統 APP)     (安卓系統 APP)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福利地圖系統 

http://kssa.ks.gov.tw/app32/ 

       
(IOS系統 APP)     (安卓系統 APP)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https://reurl.cc/d8N16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https://dsacp.kcg.gov.tw/ 

 

 

 

http://kssa.ks.gov.tw/app32/
https://reurl.cc/d8N16
https://dsacp.kc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