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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好「孕」坐月子到宅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全國首創「坐月子到宅服
務」，本市新生兒家庭，福利二擇一，未請領生育
津貼，可選擇坐月子到宅服務，由受過專業訓練
的服務員到府為產婦提供客製化服務，讓產婦能
在熟悉的環境充分休養。 
一、服務內容： 

1.產婦照顧。
2.協助新生兒照顧。
3.製作月子餐。
4.簡易家務清潔。
5.市立中醫醫院3次免掛號費看診。

二、申請資格及收費標準： 
1.自費申請者：

居住本市之產婦皆可提出申請，每小時250
元計，申請達240小時以上，每小時200元。 

2.公費申請者，需符合以下條件：
　　(1)父或母設籍且居住本市1年以上。 
　　(2)新生兒於本市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 
　　(3)未領取本市生育津貼。 
　　(4)最晚於新生兒出生日起2個月內提出申請。 
三、公費補助時數： 
生育第一名新生兒者，補助80小時(價值2萬元) 
生育第二名新生兒者，補助160小時(價值4萬元) 
生育第三名以上新生兒者，補助240小時(價值6萬元) 
四、服務專線： 
第一區孕媽咪資源中心暨坐月子到宅服務 
媒合平台專線：07-3909861 
第二區孕媽咪資源中心暨坐月子到宅服務 
媒合平台專線：07-236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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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哺育、嬰幼兒健康、兒童如何安全用藥、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欲瞭解相關母乳哺育、疫苗接種、兒
童如何安全用藥、兒童預防保健服務
、聽力篩檢、幼兒視力保健等資訊請
至雄愛生囝仔．FUN心育兒資源網/ 
常見問答查詢
https://childcare.kcg.gov.tw 

＊母乳哺育問題請撥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哺乳諮詢專線 
：07-7230813或洽詢轄區衛生所 
＊欲瞭解提供免費篩檢之院所，請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網站查詢https://khd.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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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發展遲緩？ 
  寶寶在進入小學就讀前，身體不斷地成長，其神經、
智能也一直在發展中，在認知、語言、動作、社會適應行
為或情緒發展等各方面，也有一定的發展過程，比如：什
麼時候會爬或會走，什麼時候會對母親微笑、什麼時候會
開口叫「爸爸」，什麼時候開始會怕陌生人、喜歡玩躲貓
貓或辦家家酒等等。如果寶寶有某些發展步驟沒有跟上一
般的兒童，我們稱為發展遲緩。 
早期發現的重要性 
  過去家長多存有「大雞慢啼」的觀念，以為可以繼續
觀察，寶寶就會慢慢趕上。但現在認為，年幼的孩子神經
系統可塑性較大，因此有發展遲緩現象的幼兒應及早接受
早期療育，其黃金時間是在３歲之前，介入成效較好。這
些嬰幼兒如果不能提早給予協助，可能影響其後續之神經
智能發展，因此早期療育就像疾病治療一樣，對寶寶的身
心健康十分重要！ 
如何早期發現孩子有發展遲緩問題 

建議各位家長，平日在家中應多加觀察寶寶的發展步
驟，並定期帶孩子接受健康檢查。家長應定期觀察及填寫
兒童健康手冊中各年齡層之「家長紀錄事項」及寶寶成熟
的發展步驟，並在每次健檢時，提供寶寶的狀況供醫師參
考。

兒童發展遲緩的原因 
造成兒童發展遲緩的原因很多，專業團隊在評估時會

給予仔細的評量。如果寶寶是早產兒、出生低體重、有先
天性異常、腦部疾病或受傷、母親懷孕期間曾接觸過菸酒
藥品，或家族近親有視聽障礙、智能不足或精神異常等者
，較容易出現發展遲緩，家長應特別留意觀察。如果有疑
似發展遲緩的症狀，可以隨時就醫以儘速確診及轉介早期
療育。 
若有任何關於幼兒發展的問題需要諮詢，可以： 
1.直接詢問兒科或家醫科醫師，請他協助您作適當的轉介

2.撥打本市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聯絡電話(如下表)。 
疑似發展遲緩為很多疾病的表現，建議父母親可帶寶寶至
聯合評估中心經各專科醫師評估診斷後較為妥適。 

醫院名稱  地址     電話 

高雄長庚附設兒童
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 
大埤路123號 

7317123 
轉8167 

高醫附設兒童發展
聯合評估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路100號 

3121101 
轉6468或7830 

高雄榮總附設兒童
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 

大中一路386號 

3422121 

轉5017 

義大附設兒童發展
聯合評估中心 

高雄市燕巢區 
義大路1號 

6150011 
轉5751 

欲瞭解相關訊息可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地址：80276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1號 電話：07-7134000轉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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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療育服務 
根據國內外相關數據指出，每100名學齡前兒童就有6至8名可能
是遲緩兒童。0至6歲嬰幼兒若有功能受損或遲緩現象，越早在治
療的黃金期給予專業療育訓練，可讓發展遲緩兒童減少未來形成

障礙的可能性或是減輕未來障礙的程度。高雄市政府為本市0至6歲
的寶貝及其家庭提供各項專業與多元化的早期療育服務，讓家長能安

心陪伴孩子成長。 
 

早期療育服務內容 
篩檢評估： 

1. 醫療院所７次免費健檢，歡迎多加運用，如發現孩子的發展可能比較慢時，可至衛生所、醫療單位進行初步篩檢，或
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進行專業的評估，或與早療通報轉介中心聯絡。 

2. 結合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心、幼兒園定期辦理篩檢活動，並有專業人員透過遊戲方式或是教具操作來進行篩檢
，觀察孩子的反應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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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與個案管理：

1. 如發現經通報有發展遲緩情形的孩子，早療專業人員將主動聯繫關懷家長，提供早期療育資訊，讓家長進一步瞭解
2. 整合醫療與教育資源，協助有需求的兒童連結聯合評估中心、復健資源、幼兒園、學前特教班等轉銜服務，並持續追

蹤與關懷。
高雄市早期療育服務通報轉介及個案管理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地址／電話 負責區域 

高雄市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
發展中心辦理） 

通報轉介 
個案管理 

三民區九如一路775
號 
3985011 

通報服務：三民、苓雅、左營、楠梓、新興
、前金、鹽埕、鼓山、前鎮、小港、旗津 
個管服務：三民、苓雅、左營、楠梓 

高雄市鳳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通報轉介 
個案管理 

鳳山區新富路630號(
忠孝國小) 
7630369 

通報及個管服務：鳳山、大寮、仁武、大社
、鳥松、林園、大樹 

高雄市旗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通報轉介 
個案管理 

旗山區文中路7號 
6618106 

通報及個管服務：旗山、美濃、內門、杉林
、六龜、甲仙、茂林、桃源、那瑪夏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辦理） 

通報轉介 
個案管理 

岡山區公園東路131
號 
6226730 

通報及個管服務：岡山、彌陀、茄萣、燕巢
、橋頭、路竹、永安、湖內、阿蓮、梓官、
田寮 

高雄市鹽埕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
發展中心辦理） 

個案管理 
鹽埕區大仁路179號4
樓 
5335011 

個管服務：新興、前金、鹽埕、鼓山、前鎮
、小港 

高雄市旗津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個案管理 
旗津區中洲三路623
號(旗津國小) 
5710885 

個管服務：旗津 

有相關問題可洽：早期療育諮詢專線:07-3985011 
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網：https://cwsc.kcg.gov.tw/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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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育服務： 

有社福、教育、醫療等三大類資源，依據孩子、家長需求及專業人員評估，提供適切療育資源供使用。 
社福資源： 
1. 日間托育服務：提供日間的教學服務，包括生活自理、認知學習及肢體運動訓練等，教保老師根據每個小朋友的發展

狀況訂定個別的教學計畫。 

2. 時段療育服務：因應兒童的需求及發展設計個別化的教學課程，並指導與協助家長學習將療育技巧運用在日常生活，
每次課程約１個小時，每周上課1至2次。 

3. 到宅療育服務：由專業人員直接到家教學並示範教養照顧的技巧，協助因特殊狀況無法外出接受療育的發展遲緩兒童
能夠及時銜接療育服務。 

教育資源： 
  依學生不同學習需求除設置學前特教班，另有幼兒園融合教育、巡迴輔導等服務，讓特殊生適時的與一般學生一起
接受教育；或由巡迴輔導教師到幼兒園提供幼兒及教師特殊教育及相關諮詢服務。 
醫療資源： 
  包含運用物理、職能、語言治療等醫療復健資源，改善孩子在骨骼與肌肉發展、平衡力與協調度落後或語言發展緩
慢、構音異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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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設民營早期療育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地址 電話 

高雄市三民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三民區九如一路775號 3928043 

高雄市鳳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鳳山區新富路630號(忠孝國小) 7630369 

高雄市旗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旗山區文中路7號 6618106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岡山區公園東路131號 6226730 

高雄市鹽埕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辦理） 時段療育 鹽埕區大仁路179號4樓 5335011 

高雄市旗津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旗津區中洲三路623號(旗津國小) 5710885 

高雄市小港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辦理） 時段療育 小港區博學路369號5樓 8010463 

高雄市阿蓮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阿蓮區成功街66號 6311231 

高雄市大社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大社區金龍路65號4樓 3527465 

高雄市六龜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六龜區中興里中庄193號(龍興國

小) 6894164 

高雄市林園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林園區中芸路3之100號(中芸國中) 6433361 

高雄市甲仙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時段療育 甲仙區林森路15號 6751785 

高雄市北區兒童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楠梓區德賢路220巷19號 3684493 

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辦理）

日間托育
時段療育 前鎮區翠亨北路392號2樓 8151500 轉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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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早期療育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 服務項目 地址 電話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日間托育、時段療育 左營區修明街69號2、3樓 5586331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愛森兒童發展中心 日間托育、時段療育 左營區翠華路611號 5812946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淵啟仁中心 日間托育、時段療育 苓雅區義勇路149號 7497717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南區中心 

聽覺口語教學、聽能管理、聽力
檢查 前金區中正四路148號7樓 286062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附設高雄市私立至德聽語中心 

聽損者半日間托育、聽損者時段
療育、助聽輔具服務 前鎮區二聖一路288號3樓 7279468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早期療
育服務南區教室 視覺損傷、嬰幼兒復健服務 左營區文自路526-1號16樓-5 3504360 

社團法人高雄市兒童發展協會 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家庭親子共
學課程 三民區博愛一路27號7樓 3231895 

家庭支持服務： 

辦理親職講座、親子活動、喘息服務等，藉由活動的參與增加家長對兒童發展的認識及增進親子互動與照顧的技巧。 
早療補助： 
設籍本市且經通報主管機關且未達就學年齡之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兒童，若已達就學年齡，需經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同意暫緩入學之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兒童，有就讀本市早療中心或據點或至地方政府認可之早期療育訓練
單位接受時段療育之事實，得申請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早期療育訓練費及交通費補助金額應合併計算，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非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3,000元。 

1. 療育訓練費用：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5,000元；非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3,000元。
2. 療育交通費用：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1,000元；非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500元。

同一早期療育訓練單位每日以100元為限。 

欲瞭解相關資訊請至首頁＞早期療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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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至２歲兒童親職教育 
  為提升父母親職知能，強化家庭照顧功能，本市配合中央政策結合民間團體、大專院校辦理「0-2歲兒童親職教育課
程」，共規劃有「兒童發展」、「生活安全」、「親子互動」、「生活照顧」4個主題課程，為方便市民參與，市府普及於各區
開班，並依需要提供免費臨托服務。 

　　「兒童發展」課程包括有嬰幼兒發展歷程介紹、嬰幼兒語言發展、0-2歲發展特徵等內容；「生活安全」課程有嬰
幼兒居家環境安全、常見意外與傷害處理、戶外環境安全、各年齡層生活及遊戲安全等內容； 「親子互動」課程有陪孩
子玩遊戲、音樂與體能律動遊戲、各年齡層親子遊戲、親子互動技巧、可增進親子互動之音樂或藝術等內容； 「生活照
顧」課程有新世代育兒觀、嬰幼兒保健與照護、嬰幼兒照顧技巧、嬰幼兒生活習慣養成、健康副食品製作等內容。 

詳細課程時間請至首頁＞育兒服務＞育兒親職教育 

或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育兒親職網數位學習 

網址http://www.sfaa.gov.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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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訊服務 
  高雄市一直以來支持家庭育兒並與家庭共同分擔照顧責任，逐步建構友善托育環境。對於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提供
多樣化、近便性的服務，讓家長可以放心工作或活動。 
  托育服務諮詢專線 07-3943322（就是深深愛兒），如果您有任何托育資源問題，歡迎來電。服務時間：每週星期二
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非上班時間可電洽1999，提供基本資訊。 
  因應數位時代來臨，為使民眾更容易搜尋到所需之育兒資訊，高雄市設置「雄愛生囝仔‧FUN心育兒資源網」網站及
「好神托2.0」APP，提供家長最新、最及時且全面的育兒資訊。 

好神托2.0 
提供以下功能，讓爸比媽咪們「一機在手，資訊無窮」 

    
★活動佈告欄：提供高雄市育兒資源中心等單位所舉辦活動的訊息，讓全家

一起享受快樂親子時光。 

★孕婦親善停車位：提供停車位資訊，讓辛苦懷孕的媽媽們可以搜尋使用。 

★友善懷孕商店：提供商店店家相關資訊，例如贈品優惠、提重物服務、懷
孕親善櫃檯、用餐憑媽媽手冊孕婦本人享九折等優惠或貼心措施。 

★公共哺(集)乳室：提供位置、開放時間及注意事項，使媽媽們可以快速找
到舒適場所解決哺(集)乳的需求。 

★育兒資源中心：提供給0-6歲小朋友開心活動的空間，內部採分齡之遊戲空
間及遊戲教具、玩具、圖書繪本等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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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嬰中心：屬於未滿2歲幼兒的托育服務機構，不管是政府委託辦理或是私人團體設立，只要是合法立案皆提供相關
資訊查詢。 

★親善地圖：以使用者位置為中心，可自訂範圍及選擇托育資源種類，快速搜尋周圍托育相關資訊。 

★補助資源：提供各階段小朋友可以申請的各項補助資訊。 

★貼心鬧鈴：輸入小朋友生日或預產期，並開啟推播通知，將能收到申請小朋友的相關補助或是預防針施打時間的提
醒喔! 

雄愛生囝仔‧FUN心育兒資源網 
  除公告高雄市最新與兒童相關訊息，更提供家長最關心的托育服務、津貼補助、育兒服務、課程活動、居家安全、
早期療育、母嬰服務、臨時托育等資訊，提供家長便利、實用且全面的育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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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托育服務 
  從事居家托育服務人員（保母）須辦理登記，家長送托孩子記得檢查托育人員（保母）是否領有社會局核發的「居
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居家收費照顧三親等外兒童的托育人員（保母），依法應向社會局申請許可並領有「居家式托
育服務登記證書」，始得收托兒童，未完成登記私自收托者，將處以罰鍰。 

登記資格 

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人員，需年滿20歲，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

所畢業。
3.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

找居家托育人員（找保母），請注意： 

1.領有「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
2..收托人數符合規定。 
3.托育環境符合清潔、衛生、安全。
4.收費金額及項目符合本市托育費用收退費項目及基準規定。
5.務必與托育人員（保母）簽定書面契約。

找居家托育人員（保母）有哪些管道 

1.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制相關規定、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聯絡方式 
、托育人員（保母）專業訓練課程：可至社會局網站首頁>托
育福利(https://socbu.kcg.gov.tw/ )查詢。

2.洽詢電話:托育服務諮詢專線：07-3943322或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07-337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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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名稱 承辦單位 區域 服務時間 聯絡電話 據點地址 

第一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
第一褓姆協會 鳳山區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00-17:30 

07-7657367 
07-7657368 
傳真: 
07-7657362 

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一路328巷6弄
24號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00-17:30 

07-2817590 
傳真: 
07-2817507 

高雄市三民區三
民街222號3樓 第二區 美和科技大學 

鼓山區、前金區 鹽埕區、
旗津區 仁武區、大樹區 
大社區、大寮區 林園區、
鳥松區、 三民西區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7:00 07-7836006 高雄市大寮區山
頂路211號1樓 

第三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 

美濃區、旗山區 內門區、
六龜區 甲仙區、杉林區 
茂林區、桃源區 那瑪夏區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7:00 

07-6614370 
傳真: 
07-6618107 

高雄市旗山區文
中路7號 

據點A：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00-17:30 

07-7137686 
07-7137612 

高雄市苓雅區和
平二路433號3樓 

苓雅區、 三民東區 據點B： 
星期二至五 

09:00-12:00 13:00-18:00 
每月第二、四週週六 

09:00-12:00 13:00-17:00 

07-3850257 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468號7樓 

第四區 樹德科技大學 

茄萣區、路竹區 燕巢區、
永安區 彌陀區、湖內區 
阿蓮區、田寮區 岡山區 

據點C： 
星期一至五 

08:00-12:00 13:00-17:00 
07-6158185 高雄市燕巢區橫

山路59號 

第五區 樹德科技大學 楠梓區、左營區、橋頭區
、梓官區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00-17:30 

07-5882855 
07-5882517 

高雄市左營區左
營大路479號1樓 

第六區 美和科技大學 小港區、前鎮區、新興區 星期一至五 
08:30-12:00 13:00-17:30 

07-2368974 
07-2373487 

高雄市新興區中
正三路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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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托育∼停、看、聽，如何選擇托嬰中心！ 
新手父母面對琳瑯滿目的托嬰資訊，卻不知如何抉擇？提供選擇托嬰中心的小秘訣，讓寶寶獲得完善的照顧。 

★取得政府核發之設立許可證書 
★收托人數是否符合政府核准的收托人數？ 
★專業人員配置及比例是否符合規定？（須設置1名專任主

任及依幼兒比例設置托育人員，即1名托育人員至多照
顧5名幼兒） 

★有明確的收退費標準，可參考各中心陳報社會局核定之
收退費基準，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網址：
http://socbu.kcg.gov.tw/托育福利/托育機構輔導與管
理/托嬰中心名冊(含收退費基準) 

★是否設置符合嬰兒使用之設備（如調奶台、沐浴糟、護
理台）？ 

★托育環境是否安全（接送安全、照顧安全、消防設備、
教學遊戲區及器材等）？ 

★托育環境講究衛生保健（衛生安全的廚房、廁所，托藥
制度健全及意外事件處理流程健全）。 

★提供幼兒使用的教遊具是否豐富適齡（0~2歲）。 
★參考政府公布之評鑑成績。 

高雄市公共托嬰中心 
  為支持家庭育兒，照顧弱勢家庭幼兒，本市設立17家公共托嬰中心提供優質示範性日間托育服務，委託非營利團體
經營管理。本市公共托嬰中心空間寬敞明亮，並聘請專業護理人員及托育人員，用心呵護每位收托幼兒。收托對象為設
籍本市未滿2歲嬰幼兒，平價收費，並提供弱勢家庭優先收托服務。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為支持育兒家庭，本市於107年起規劃籌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係結合現行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優勢，提供在地化、
小規模、類家庭的微型照顧模式，以4名托育人員照顧12名未滿2歲嬰幼兒，期提升並保障托育服務品質，讓家長安心生
養。 

為協助家長瞭解公私立托嬰中心相關資訊，請至首頁＞托育服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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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2歲至學齡前兒童教育服務 
  為提供家長多元教育選擇，鼓勵幼兒及早入園，本市提供多元型態（含公立、私立、準公共及非營
利4類）幼兒園，4種型態幼兒園比較情形如下表： 
 

項目 公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準公共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經營
單位 

政府 
財團法人或公益法

人 
私人 私人 

收費 

1.一般生：免學費（
代 辦 費 不 超 過
2,500元/月）。 

2.低收入、中低收入
戶：免繳費用。 

1.一般家庭：不超過
3,500元/月。 

2.第3名以上子女：
不 超 過 2,500 元 /
月。 

3.低收入、中低收入
戶：免繳費用。 

1. 一 般 生 ： 不 超 過
4,500元/月。 

2.第3名以上子女：
不 超 過 3,500 元 /
月。 

3.低收入、中低收入
戶：免繳費用。 

4,000-19,100元/月

8:00-16:00 
有寒暑假 

8:00-17:00 
無寒暑假 

每學期停托3日 

8:00-17:00 
無寒暑假 

8:00-17:00 
無寒暑假 

收托
時間 

可視需求提供課後留園或課後延托服務 

品質
管理 

每5年基礎評鑑 
每學期到園檢查2次 

每學年績效評鑑 
每5年基礎評鑑 

每5年基礎評鑑 每5年基礎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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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貝上學趣！選擇幼兒園的小秘訣！ 
  面對各式各樣的幼兒園，您該如何選擇呢？孩子就像一塊陶土，可塑性極高，我們如何教導，將影
響他成為怎樣的人，因此正確的托育觀念和態度，以及良好的成長環境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極關鍵的要素
。在此提醒家長選擇幼兒園應注意重點： 
★是否為合法立案的幼兒園？ 
★所有師資是否合格且師生比例符合規定？（收托2歲、師生比1:8；收托3~5歲、師生比1:15） 
★是否進用不合格外籍教師進行外語教學？ 
★有無超收？招生人數是否符合設立許可核定招收總人數規定？ 
★收退費是否合理？ 
★是否重視幼兒安全（包括園舍安全、消防設備、幼童專用車、遊戲器材、戶外場地安全）？ 
★是否重視衛生保健安全（餐點營養衛生、廚房、廁所衛生、完善的托藥制度、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設備是否完善（幼兒活動空間、教具設備、廁所、廚房）？ 

 

 

 
各立案幼兒園名單及聯絡電話、地址一覽表，可至
教育局局網http://www.kh.edu.tw/各式表單/幼
兒教育科/立案幼兒園名冊下載查詢。 
 
 
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經教育局依法裁罰之教保
服務機構名冊，可至教育局局網
http://www.kh.edu.tw/各式表單/幼兒教育科/裁
罰名冊下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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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中心開放時間：每週二∼週日08:00~ 12:00．13:30~17:3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遊戲室開放時間：週二～週日08:50- 11:50．13:50- 16:50  
電話：07-385053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75號 
空間介紹：0-未滿7歲親子遊戲室、親子圖書室、 
     0-未滿2歲探索遊戲室、玩具資源室、 
     教玩具操作室、3D童樂室、7~12歲育樂室、 
     感統室、戶外兒童遊戲設施。 
依據兒童年齡，規劃服務空間及設施，免費提供親子使用， 
讓幼兒體驗不同樂趣，增進發展，規劃辦理多元親子活動、 
二手玩具外借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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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親子空間服務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2:00  

13:30～17:0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電話：07-7466900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0號 

空間介紹：萬象屋、0~6歲親子遊戲室、 
     兒童科學遊戲室、親子共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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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源中心 
  高雄市政府為支持家庭育兒，自101年起運用閒置公
共空間，陸續籌設「育兒資源中心」，設置兒童遊戲空間 
，依不同年齡嬰幼兒規劃活動區域，提供適齡玩具圖書及
教材教具，及辦理多元活動，另以2輛育兒資源車至偏鄉
行動服務，提供育兒家庭服務資源，減輕照顧壓力。 
服務對象：0~6歲兒童及其照顧者 
服務理念：放心育兒，用心陪伴 
服務項目：開放式幼兒設施、托育諮詢服務、嬰幼兒課程
及親子活動、親職教育課程、育兒指導及諮詢、兒童發展
篩檢、社區宣導、福利諮詢及通報轉介服務、兒童居家安
全檢測。 

諮詢服務時間： 
8:30-12:00，13:30-17:30。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左營富民、前鎮愛群、大樹為週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空間開放時間： 
9:30-12:00，13:30-16:30。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左營富民、前鎮愛群、大樹為週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空間使用規則：  
A.免費，成人請攜帶證件及著襪，幼兒憑健保卡辦理會員。 
B.需成人陪同0至6歲兒童共同入館使用。 
C.入館前請配合完成洗手、消毒及測量體溫，如體溫超過

37.5°C、患傳染病，謝絕入館。

育兒資源中心一覽表 

單位名稱 中心地址 電話 專屬網頁 單位名稱 中心地址 電話 專屬網頁 

三民兒福 
育兒資源中心 

三民區九如一路775
號2樓 

395-8366
小港育兒 
資源中心 

小港區康莊路80號2樓 805-5828

三民陽明 
育兒資源中心 

三民區陽明路300號
2樓 

380-1856
岡山育兒 
資源中心 

岡山區河堤路二段122
號 

629-8550

鳳山光復 
育兒資源中心 

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號1樓 

740-8616
林園育兒 
資源中心 

林園區林園北路191號
2樓 

642-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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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中心地址 電話 專屬網頁 單位名稱 中心地址 電話 專屬網頁 

左營實踐 
育兒資源中心 

左營區左營大路479
號1樓 

588-6717
前金育兒 
資源中心 

前金區中正四路261號
2樓 

215-3998

 

左營富民 
育兒資源中心 

左營區富民路435號
2樓 

556-6105
路竹育兒 
資源中心 

路竹區中正路51號1樓 607-1101

 

前鎮竹西 
育兒資源中心 

前鎮區廣東三街73號
2樓 

716-1625
旗山育兒 
資源中心 

旗山區中正路199號1
樓 

662-5016

 
前鎮草衙 

育兒資源中心 
幸福‧童愛館 

前鎮區同安路120號 812-7225
楠梓育兒 
資源中心 

楠梓區後昌路960巷19
號3樓 

364-0791

 
前鎮愛群社區 

自治育兒 
資源中心 

前鎮區二聖二路194
號愛群國小後門 

335-2873
彌陀育兒 
資源中心 

彌陀區中華路一巷五弄
2號  

617-1333

 

仁武育兒 
資源中心 

仁武區中正路94號3
樓 

372-1884
大樹育兒 
資源中心 

大樹區久堂路128號1
樓 

652-5569

 

大寮育兒 
資源中心 

大寮區鳳林三路315
之22號2樓 

782-8330
美濃育兒 
資源中心 

美濃區中正路二段351
號1樓 

 籌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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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源車 
  大高雄幅員遼闊，高雄市結合民間資源捐助2輛育兒資源車「青瘋俠1號」與「草莓妹1號」，以行動車巡迴服務的模
式將資源帶進偏鄉地區，提供「定點定時駐點」及團體預約之機動服務，帶著滿車有趣的教玩具及圖書給小朋友玩耍及
學習，並提供相關親子活動及親職教育、托育諮詢服務，媒合二手玩具捐助、辦理兒童發展篩檢及早療宣導服務、福利
服務資訊轉介等專業服務，提供偏鄉地區居民便利性且可近性的育兒資源服務，強化家長托育知識與技能、協助嬰幼兒
發展及提升育兒品質。 

  

青瘋俠1號 
服務大旗山9區－旗山區、美濃區、內門區、杉林區、 
甲仙區、那瑪夏區、六龜區、茂林區、桃源區 
洽詢電話：662-5016轉11 

草莓妹1號 
服務大岡山及沿海11區－岡山區、彌陀區、茄萣區、燕巢區、
橋頭區、路竹區、永安區、湖內區、阿蓮區、梓官區、田寮區 
洽詢電話：617-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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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懷孕婦女停車位 

為提供本市懷孕婦女便利安全之停車空間，設置兩種車位 

1.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中央於107年6月29日訂定「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
車位設置管理辦法」，規定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事業等6大場所，應設置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
停車位(以下簡稱孕婦兒童專用車位)，並印製孕婦兒童專用車位
識別證至地方各縣市協助發放。本市交通局規劃發放事宜如下
： 
1. 自107年8月1日(含)起領取孕婦或兒童健康手冊者，將由醫

療院所隨健康手冊發放。
2. 107年7月31日前已領取孕婦(預產期前)及兒童(年滿6歲前)

手冊者，以及遺失旨揭停車位識別證者，開放本市17處立體
公有停車場管理室、交通局1樓停車繳費櫃檯及7樓停車工程
科櫃台於108年度仍持續提供申領及補發（補發以1次為限
）該種停車位識別證服務，民眾只須持孕婦或兒童健康手冊
於上班日上午8:30至下午5:00時段即可就近領取。

3. 詳情可逕洽本市交通局07-229-9825。

2.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停車位

  本停車位由交通局及市府各機關共同辦理並獲
民間企業響應，於公共區域、機關、學校、醫療院所
、購物商場等場所規劃設置，提供懷孕婦女優先使用
，並採「博愛座」之理念設計，宣導民眾主動禮讓，
優先讓懷孕婦女停放。另因應「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
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上路，本市原懷孕親善
汽(機)車停車證發放措施調整如下： 
1. 懷孕婦女親善機車停車證隨社會局編製之「懷孕

婦女親善資源手冊」發放，經本市婦科醫療院所
診斷確認懷孕之婦女皆可向產檢醫療院所索取。「
懷孕婦女親善機車停車證」使用期限至預產期後1
年。

2. 懷孕婦女親善汽車停車證已停止發放，原已領取
懷孕婦女親善汽車停車證者，於有效期限(預產期
後2年)內，憑該證亦可停放孕婦兒童專用車位。

另孕婦兒童專用車位僅供乘載孕婦或六歲以下兒童之車輛使用，未具有相關停車之
識別證明者不得停放(違規占用者自108年6月29日起，將依停車場法第40條之1第2
項規定，處新臺幣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 

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停車位 
社會局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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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兒童美術館 
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330號  
電話：(07)555-0331 轉 300（服務台）  
服務內容請至http://ammpc.kmfa.gov.tw查詢

高雄市立圖書館（含各分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讀者服務專線：(07)5360238 
服務內容請至https://www.ksml.edu.tw查詢

高雄市壽山動物園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350號 
電話：(07)5215187  
服務內容請至https://zoo.kcg.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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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補助

市府24小時服務專線1999

托育服務諮詢專線07-394-3322

哺乳諮詢專線 07-723-0813

社會福利關懷專線07-334-4885

就是 深深愛兒

托育諮詢專線

雄愛生囝仔‧FUN心育兒資源網

https://childcare.kcg.gov.tw

07-394-3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