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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中心網絡聯結暨人才培力工作坊 

初階-第 2 梯次議程 

年度主軸：「照顧」x「就業」 

台灣國家婦女館作為各地婦女中心之交流及資訊共享平臺，近年來持

續連結各縣市婦女中心/館，並為創造共同工作圈而努力。因此，除了透過

聯繫會議，強化彼此聯結密度與創造資源互惠外，亦定期辦理婦女中心人才

培力工作坊，協助各縣市婦女福利業務及婦女中心的工作伙伴，強化性別意

識及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能，增進議題轉化並提升婦女權益推展及性別觀點

融入福利服務之能力。 

本年度賡續以初、進階工作坊模式辦理，並以「照顧」x「就業」為主

軸，於 8 月 5 日、8 月 13 日辦理 2 梯次對象分流之初階課程，著重於性別

意識及敏感度提升，並從女性生命歷程中的照顧議題導入，加強服務對象的

需求思考，使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強化對婦女業務及權益推動的熱情。

另為延續初階，定於 9 月辦理 1 場次進階課程，將從就業主軸與成效評估

方法切入，培養業務執行上的實作能力；本次為初階培力，詳細課程如後。 

一、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二、目標 

（一）提升性別意識、增進性別觀點融入服務能力，提升婦女福利業務 

      專業知能。 

（二）建立夥伴關係，促進資訊共享及資源使用效益。 

三、時間地點 

（一）時間：108 年 8 月 13（星期二）10:00~17:00 

（二）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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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對象 

各縣市政府婦女福利業務之主管及承辦人員、各縣市政府公辦公營、

公辦民營婦女中心/婦幼館之主管及承辦人員。全程參與者可登記公務

人員進修學習時數 6 小時。本梯次為各縣市政府婦女福利業務之主管及

承辦人員、各縣市公辦公營婦女中心/婦幼館之主管及承辦人員為主。 

五、課程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9:40-10:00 報到 

10:00-10:15 開場/夥伴介紹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 

10:15-12:15 「福利」x「性別」觀點的重要性
-從婦女福利業務指標理解 

伍維婷（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助理教
授） 

12:15-13:10 午餐/休息 

13:10-14:00 性別意識培力短講-年齡歧視與
逆女們的抗爭之路 

蔡宜文（姝文創/創
辦人） 

14:10-16:30 
【專題/討論】 

女性生命歷程中面臨的「照顧」議
題與處境 

王舒芸（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授） 

16:30-17:00 
‧婦女團體串聯議題平臺介紹 

‧交流座談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 

17:00~ 賦歸 

六、進階內容預告 

課程主軸：女性就業議題探討、成效評估專題等方向。 
梯次時間：擬辦理 2 天 1 夜課程共 1 梯次，預計 9 月 18-19 日辦理。 
參加對象：以參加過初階者、或去年度初進階課程者為主。 
報名資訊：8 月中後於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最新消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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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婦女福利及家庭支持服務組 

108年度社福考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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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一、經費編列情

形 

婦女福利及家庭支

持服務經費占社會

局(處)總經費之比率 

4 婦女福利及家庭支持服務經費占社會局(處)總經費比率= X 

X≧1.2%：4 分 

1%≦X＜1.2%：3 分 

0.8%≦X＜1%：2 分 

0.6%≦X＜0.8%：1 分 

X＜0.6%：0 分 

★備註：1.以上經費範圍係以考核項目第二項至第九項之相關業務，

惟不含婦女生育津貼等非法定現金給付、單親福利服務中心及社會(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之預算 2.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二、辦理婦女福利

服務 

(一)運用近 5 年度婦

女生活/需求狀況調

查之研究結果與建

議規劃及落實婦女

福利政策 

3 1.辦理調查、統計 

(1)善用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研究結果與建議進行政策之規劃：3 分 

(2)部分善用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研究結果與建議：2 分 

(3)未善用婦女生活需求調查研究結果與建議：1 分 

(4)無辦理婦女生活需求調查：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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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備註：1.調查統計辦理時間為 103 年 1 月至 107 年 12 月底止 2.調查

對象係以轄內 1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全體婦女，如屬部分族群婦女

或部分區域婦女，將不計分) 

2 2.年度施政計畫經婦權會(性平會)討論 

(1)當年度 1 月 31 日前經婦權會(性平會)討論通過：2 分 

(2)當年度 2 月 1 日以後經婦權會(性平會)討論通過：1 分 

(3)未經婦權會(性平會)討論通過：0 分 

★備註：1.婦權會/性平會係含分層級會議機制，例如：會前協商會議、

分工小組會議或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等 2.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

給分)/2 

(二)運用婦女團體盤

點及資料分析結果，

培力婦女團體提升

能量，辦理婦女福利

服務/方案 

3 1.就婦女團體發展概況、區域分布、服務屬性、運作情形、接受縣市

政府補助及委辦情形等面向進行資源盤點 

(1)資源盤點 5 項內容完整：3 分 

(2)資源盤點 3-4 項內容完整：2 分 

(3)資源盤點 1-2 項內容完整：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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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4)未進行資源盤點：0 分 

★備註：1.婦女團體係指以婦女為主體服務對象，或投入婦女福利服

務工作、促進婦女權益倡議者 2.資源盤點項目應包含婦女團體發展概

況、區域分布、服務屬性、運作量能分析、接受縣市政府補助及委辦

情形 

3 2.就婦女福利之區域性供需落差、婦女團體服務量能及團體專業屬性

等資料進行資料分析 

(1)資源盤點資料分析完整：3 分 

(2)資源盤點資料分析不完整：1.5 分 

(3)未進行資源盤點資料分析：0 分 

★備註：1.資源盤點內容應包含區域性供需落差、服務量能及團體專

業屬性等深度資料分析 2.上述資料有缺漏 1 項即視為不完整 

3 3.新增培力婦女團體的數量 

培力婦女團體辦理婦女福利服務或方案，每培力 1 個婦女團體給 1 分，

最高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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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備註：1.針對業務進行規劃，有計畫培力民間團體推動較缺乏婦女

福利服務業務項目，例如設置婦女福利機構、單親家庭、外籍配偶福

利服務、性別平權及 CEDAW 業務推動 2.新增培力婦女團體的數量，

係以該團體經地方政府培力後於轄內辦理婦女福利服務或方案，提供

培力團體之書面佐證資料 

(三 )依不同宣導對

象，辦理多元性的婦

女福利及權益維護

相關觀念宣導 

3 1.宣導內容多元性 

對於同一個宣導主題依不同對象的生命需求(可依性別、年齡、族群等

人口特性區分，一般民眾不列計分數)，規劃差異性宣導內容，每 1 類

宣導內容給 0.5 分，最高 3 分 

★備註：1.宣導內容係以婦女福利及權益為主，例如打破傳統家庭性

別分工、身心障礙者婦女權益、新住民婦女權益、原住民婦女權益、

中高齡婦女權益、懷孕婦女權益等 2.本案若屬跨局處共同推展之宣

導，其內容應涵蓋社會局處之業務內容。特殊境遇家庭及單親家庭福

利服務不列入計分 3.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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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3 2.宣導方式多元性 

透過印製 DM(單張宣導品)、設置網頁專區、影展、記者會、拍攝宣導

片等方式宣導，每 1 類宣導方式給 0.5 分，最高 3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三、強化婦女福

利服務中心功能 

(一)服務對象及服

務形式之多元性 

3 1.服務方案針對不同類別婦女特殊需求  

每 1 種類別婦女給 0.6 分，最高 3 分 

★備註：不同類別婦女如原住民婦女、農漁村婦女、單身女性、職業

婦女、全職媽媽、中高齡婦女及身心障礙婦女等 

3 2.依據不同類別婦女設計方案(服務形式)多元性 

每 1 種方案形式給 0.6 分，最高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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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二)建立專業的外

部督導 

3 每年各中心平均外聘督導頻率=X 

X≧4：3 分 

3≦X<4：2 分 

2≦X<3：1 分 

X<2：0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四、性別意識培

力與性別分析 

(一)依據對象需求

規劃性別意識培力

課程及進行方案成

效評估 

2 1.對象類別 

每 1 種對象給 0.5 分，最高 2 分 

★備註：對象類別包含一般民眾、專業人員、民間團體、主管級人員

等，每 1 項課程僅能計算 1 種對象 

3 2.方案成效評估 

(1)縣市政府將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之方案成效評估納入方案結案之必

要文件：3 分 

(2)活動辦理單位自行進行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之方案成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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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1.5 分 

(3)無法提供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之方案成效評估報告：0 分 

(二)重要婦女福利

政策或服務方案運

用性別統計分析結

果 

6 1.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執行前，進行完整的性別統計及分析，

並將分析結果融入規劃內容中：6 分 

2.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執行前，所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內容

不足，僅有部分結果融入規劃內容中：4 分 

3.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執行前，僅有進行性別統計，並無統

計分析融入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2 分 

4.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未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且無性別觀

點：0 分 

★備註：重要婦女福利政策或服務方案係指以社會局(處)所提婦女為

主體，且須於規劃前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 

五、建構婦女福

利業務人才資料

及督導機制 

(一)建立在地性別人

才資料庫，並針對婦

女福利業務外聘專

3 1.運用在地性別人才資料庫，聘任專家輔導進行業務督導，且有督導

機制及紀錄：3 分 

2.運用在地性別人才資料庫，聘任專家輔導進行業務督導，但無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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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家學者進行業務督

導 

機制或紀錄：1.5 分 

3.未訂有業務督導機制：0 分 

★備註：業務督導範疇係就推動婦女業務的困難與問題為主，協助同

仁業務規劃能力，擬定工作目標與解決問題策略。業務督導內容如以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工作為主或未建立督導機制者，則不計分。 

(二)辦理婦女福利業

務人員在職訓練課

程 

3 1.辦理在職訓練課程時數= X 

X≧20：2 分 

10≦X<20：1 分 

X<10：0 分 

2.訓練課程內容含性別意識培力：1 分 

★備註：訓練課程須與婦女福利服務業務相關，不含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資訊之人員訓練 

六、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 

(一)特殊境遇家庭申

請延長補助案件派

員訪視執行情形(子

3 1.派員訪視「子女生活津貼、兒童托育津貼」申請延長補助之家庭，

訪視率達= X 

X≧9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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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女生活津貼、兒童托

育津貼、緊急生活扶

助) 

75%≦X<95%：2 分 

55%≦X<75%：1 分 

X<55%：0 分 

★備註：1.(訪視戶數)/(申請延長補助戶數)×100％＝訪視率；採實地家

訪計分 2.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3 2.派員訪視申請「緊急生活扶助」之家庭，訪視率達= X 

X≧90%：3 分 

60%≦X<90%：1.5 分 

X<60%：0 分 

★備註：1.(訪視戶數)/(補助戶數)×100％＝訪視率；採實地家訪計分 2.

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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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二)審核作業 2 1.審核作業規定 

(1)已將審核作業時效(受理案件文件備齊日至完成審核作業天數)30

日內，納入地方政府審核作業規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訂

完成：2 分 

(2)未完成：0 分 

2 2.審核作業時效與達成率 

達成率=X 

X≧70％：2 分 

50%≦X<70%：1 分 

X<50%：0 分 

★備註：1.於審核作業時效(30 日)內完成審核件數)/(審核案件數)×100

％＝達成率 2.以 107 年 7 月至 12 月申請緊急生活扶助案件數計算，

不包括經審核不符資格之申復案件及審核未通過案件。107 年 7 月 1

日前未完成修訂法制作業程序者，申請案件仍應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

於 30 日內完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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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三)扶助資訊之宣導

與人員訓練 

3 扶助資訊宣導 

1.有設置網頁專區內容完整含扶助申請項目、方式、審核作業規定

(流程)、申辦窗口及男性可申請扶助之多元性：1.5 分 

2.多元宣導方式：1.5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2 辦理承辦人員訓練(106 年及 107 年合計) 

1.2 場以上，訓練內容含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助項目介紹、辦理流程、

作業方式及與業務相關之課程訓練，且有對第一線工作人員加強性別

敏感度：2 分 

2.2 場以上，至少 1 場內容完整： 1 分 

3.1 場：0.5 分 

4.未辦理：0 分 

★備註：性別敏感度之相關課程係指男性求助意願低原因、單親爸爸

角色處境等有助於工作人員瞭解受扶助對象之相關議題，性別主流

化、CEDAW 條文介紹課程不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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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七、單親家庭個案

服務 

單親家庭個案處遇

服務品質 

6 案件個案紀錄及處遇計畫內容品質 

1.全部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6 分 

2.5 份紀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5 分 

3.4 份紀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4 分 

4.3 份紀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3 分 

5.2 份紀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2 分 

6.1 份紀錄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詳實：1 分 

7.全部需求評估與處遇計畫闕漏或簡略：0 分 

八、社會(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辦理

家庭支持服務推

動成效 

(一)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服務對象與服務

形式之多元性 

4 1.家庭支持服務方案針對特殊需求(如單親、新住民、隔代教養、小爸

媽或在地需求等)服務對象多元性：每 1 種對象給 1 分，最高 4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4 2.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之方案設計(服務形式)多元性：每 1 種方案形式

給 1 分，最高 4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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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二)社會(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建置情形

與訪視服務涵蓋率 

6 1.107 年底前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達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推估設

置數比率=X 

X≧80％：6 分 

60%≦X<80%：5 分 

40%≦X<60%：4 分 

20%≦X<40%：3 分 

X<20%：0 分 

6 2.107 年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辦理脆弱家庭關懷訪視服務涵蓋率 

涵蓋率=X 

X≧35％：6 分 

30%≦X<35%：5 分 

25%≦X<30%：4 分 

20%≦X<25%：3 分 

15%≦X<20%：2 分 

10%≦X<1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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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X<10%：0 分 

★備註：訪視服務涵蓋率計算方式：(貧窮《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6 歲以

下兒少+急難抒困專案屬有通報自殺之虞、兒少高風險家庭、遭家暴、

性侵害通報或庇護安置於緊急生活扶助金尚未核發期間致家庭陷困、

申請福利尚未核准期間致家庭陷困+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有工作能力

未就業》)及中低風險家庭關懷訪視戶數／貧窮、中低風險家庭總戶數

×100％ 

九、辦理新住民

(外籍配偶)支持性

服務 

新住民(外籍配偶)社

區服務據點個案轉

介與資源網絡運用

情形 

3 1.轉介案次=X 

X≧20：3 分 

10≦X<20：2 分 

1≦X<10：1 分 

X<1：0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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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配分 給分標準 

2 2.新住民(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連結其他單位社區資源針對新住民

(外籍配偶)家庭辦理各項支持性服務，每連結 1 單位，給 0.2 分，最高

總分 2 分 

★備註：實際給分=(106 年給分+107 年給分)/2 

十、創新服務 依據轄內婦女人口

特性、家庭型態及需

求提供相關服務措

施

4 1.世代融合或跨議題合作之創新服務，每項給 2 分，最高 4 分 

2.無世代融合或跨議題合作之創新服務，每項給 1 分，最高 2 分 

★備註： 

1.世代融合或跨議題合作的創新服務係屬社會局(處)科室間共同推展

之整合性服務，所列活動不得包括在其他考核項目計分者 

2.依項目計分，所提供須為服務措施，單次性或連續性之活動，不予

列計 

3.106 度以前考核已提列或非社會局(處)項目主辦者則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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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團體資訊平台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了協助婦女團體與政府機關瞭解各縣市婦女團體的組織

動能與分佈狀況，設立「婦女團體資訊平台」網站，提供「婦女團體資訊資料庫」以及

「婦女議題參與平台」 兩項功能，作為婦女團體連結資源與力量的工具，並供社會大眾

瞭解在地婦女團體，以及接觸相關權益倡議趨勢。 

婦女團體資訊平台現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代為管理，並與各縣市政府婦女業

務單位共同維護，目前已有 22 縣市，共 720 筆婦女團體資訊，未來將持續更新。 

[ 網站入口 ] 

1.網址：http://www.womengroups.org.tw 

2.搜尋「婦女團體資訊平台」 

3.點選國家婦女館網站右邊側欄的圖像 

國家婦女館網址：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4.掃描 QRcode： 

 

 

 

 

 
[ 功能簡介 ] 

一、最新消息/統計資料 

網站將會張貼與婦女及性別平等

相關的國內外新聞，以及每月彙整資料庫

內團體更新情形，除此也將不定期發送相

關訊息或電子報予平台內的團體夥伴。 

同時統計資料庫中的團體資訊，於首

頁呈現現有團體數、領導階層性別比率、

團體平均成立時間等詳細資訊。若想進一

步瞭解各縣市概況，也能以縣市為分組查

詢婦女團體分布狀況。 

台灣國家婦女館 婦女團體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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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團體資訊檢索 

資料庫彙整了各縣市轄內婦女團體的資訊，藉由設定關鍵字或勾選檢索條件，就能

輕鬆查詢到各縣市婦女團體的服務資訊以及關注議題，並洽詢理念相同或服務對象、內

容相同的團體，從而進行聯結合作，共同推展性別及婦女權益！ 

三、婦女議題參與平台 

為促進民間團體或社會大眾關注婦女/性別議題，讓民間團體與社會大眾針對婦女/

性別議題與政策提供創意見解或建言，特別設置「婦女議題參與平台」。婦女團體可以針

對自身關注議題及倡議在平台上提出議案，透過公共討論，蒐集與交換各式意見，尋求

團體與民眾的串聯支持。 

此外，本平台還可以作為網路倡議的資源及工具，透過串聯過程，凝聚共識，形成政

策建言反饋給中央或地方，進一步推動性別及婦女相關權益促進與政策改革，一旦串聯

數達到門檻，婦權基金會將補助經費，協助發起人辦理實體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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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歡迎各團體夥伴們將您所關心的議題或是正在推動的倡議，於平台上發起提

案串聯，讓議題能夠獲得更多關注及討論。 

 

※詳細議題參與辦法請參閱平台內的「婦女議題參與平台→我有議題→議題發起規則」。 

[ 歡迎使用 ] 

以上是婦女團體資訊平台資料庫簡易的功能介紹，歡迎大家多多使用。若相關婦女

團體欲登錄資料庫中，請聯繫在地縣市業務承辦人員或聯繫網站管理窗口，協助登錄事

宜。另外，婦女議題參與平台現有一則提案開放串聯中，歡迎前往參閱及串聯。 

 

 

 

 

◆ 對於網站使用若有任何疑問，請與婦權基金會聯繫洽詢。 

◎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王尹軒 先生  

◎ 電話：02-23212100 分機 116，電子信箱：easonwang@wrp.org.tw 

 

【議題】 

▋長照安排假立法 勞工照顧不離職 ▋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女新知基金會、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台北

市產業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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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修

註：若有誤植或更動請隨時告知，謝謝

編

號

中心所在縣市及中心

名稱
承辦單位 聯絡電話 住址 FB粉絲頁名稱

1 臺北市婦女館
台北基督教女青

年會
02-23023691 臺北市萬華區艋舺

大道101號3樓
臺北市婦女館－台

北好人家

2 臺北市內湖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中華民國肯愛社

會服務協會
02-26349952 臺北市內湖區康樂

街110巷16弄20號7
臺北市內湖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3 臺北市大安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愛鄰社區服

務協會
02-27007885 臺北市大安區延吉

街246巷10號5樓
大安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4 臺北市大直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婦女展業協

會
02-25321213 臺北市中山區大直

街1號2樓
臺北市大直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5 臺北市文山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愛鄰社區服

務協會
02-29359595 臺北市文山區景後

街151號3樓
文山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6 臺北市北投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灣婦女展業協

會
02-28961918 臺北市北投區中央

北路一段12號6樓
北投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7 臺北市松德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天主教善牧社會

福利基金會
02-27599176 臺北市信義區松德

路25巷60號1樓
臺北市松德婦女暨

家庭服務中心

8 臺北市萬華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台北基督教女青

年會
02-23030105 臺北市萬華區東園

街19號4樓
萬華婦女暨家庭服

務中心

9 臺北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

中心

天主教善牧社會

福利基金會
02-25580170 臺北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7樓
臺北市西區單親家

庭服務中心

10 臺北市東區單親家庭服務

中心

臺北市觀音線心

理暨社會關懷協
02-27685256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

東路五段251巷46弄
臺北市東區單親家

庭服務中心

11 臺北市新移民婦女暨家庭

服務中心

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
02-25580133 臺北市大同區迪化

街一段21號7樓
臺北市新移民婦女

暨家庭服務中心

12 新北市婦女服務中心
新北市志願服務

協會
02-89519029 新北市板橋區區運

路111號3樓
新北市婦女服務中

心

13 桃園市婦女發展中心
桃園市基督教女

青年會
03-3648213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

路147號2樓
桃園市婦女發展中

心

14 新竹市婦女館
新竹市政府社會

處
03-5351312 新竹市東區中央路

241號8樓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15 新竹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新竹市基督教女

青年會
03-6570892 新竹縣竹北市縣政

二路620號
新竹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6 苗栗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生命之愛文教基

金會
037-336823 苗栗縣苗栗市水源

里金鳳街22號
苗栗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7 臺中市大甲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
04-26762655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

里水源路169號 大甲婦女館

18 臺中市西大墩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聖母聖心修女會 04-24527113 臺中市西屯區光明

路160號2樓
西大墩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19 臺中市三十張犁婦女福利

服務中心

天主教曉明社會

福利基金會
04-24377155 臺中市北屯區旱溪

西路三段260號1樓
三十張犁婦女福利

服務中心

20 臺中市犁頭店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瑪利亞社會福利

基金會
04-24713535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

路一段450號 犁頭店婦女中心

21 臺中市綠川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晚晴婦女

協會
04-22800015 臺中市東區東光園

路100巷6弄161號1
台中市綠川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22 臺中市豐原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灣陽光婦女協

會
04-25250972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

北路一段355號4樓
臺中市豐原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各縣市婦女中心/館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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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中心所在縣市及中心

名稱
承辦單位 聯絡電話 住址 FB粉絲頁名稱

23 臺中市海線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私立弘毓

社會福利基金會
04-26887810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

路169號2樓
臺中市海線婦女福

利服務中心

24 臺中市東勢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台中市私立弗傳

慈心社會福利慈
04-25772899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

路七段366號
東勢婦女福利服務

中心

26 彰化夢想館
中華民國基督教

女青年協會
04-7624922 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656號4樓 彰化夢想館

26 彰化縣政府田中區婦女中

心

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
04-8762967 彰化縣田中區斗中

路一段222號3樓
彰化縣政府田中區

婦女中心-承辦單

27 南投縣草屯區婦女服務中

心

南投縣基督教青

年會
049-2009996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

街55號3樓
幸福築夢園 南投

縣草屯區婦女中心

28 南投縣南投區婦女服務中

心

南投縣家長關懷

教育協會
049-2247805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

二路85號2F
南投縣政府婦女服

務中心

29 南投縣埔里區婦女服務中

心

南投縣樂活婦女

關懷協會
049-2995428 南投縣埔里鎮東興

一街79號
南投縣樂活婦女關

懷協會

30 雲林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雲林縣政府社會

處
05-5522572 雲林縣斗六市府文

路22號
雲林性別平權基地

站

31 嘉義市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嘉義市政府社會

處
05-2340828 嘉義市西區德安路6

號

嘉義市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32 嘉義縣婦女暨青少年福利

服務中心

嘉義縣紫藤婦幼

關懷協會
05-3621763 嘉義縣朴子市祥和

二路西段2號4樓
嘉義縣婦女暨青少

年福利服務中心

33 臺南市婦女服務中心
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
06-2985885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

西路二段315號7樓
臺南市婦女中心

07-7466900 高雄市鳳山區光復

路二段120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幼青少年活動中

心☉親子

07-397967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

一路777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女館

35 屏東縣女性夢想館
屏東縣政府社會

處
08-7385188 屏東縣屏東巿華正

路95號3樓
屏東縣女性夢想館

36 基隆市婦幼福利服務中心
基隆市政府社會

處
02-24314284 基隆市安樂區麥金

路482號

基隆市婦幼福利服

務中心

37 宜蘭縣婦女暨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宜蘭縣政府社會

處
03-9328822 宜蘭市同慶街95號4

樓

宜蘭縣婦女暨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

38 花蓮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花蓮縣政府社會

處
03-8246385 花蓮市文苑路12號3

樓

花蓮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花好學

39 臺東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台灣安心家庭關

懷協會
089-336367 臺東市豐榮路53巷1

號

台東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40 澎湖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澎湖縣政府社會

處
06-926868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

路242號

澎湖縣婦女福利服

務中心

41 金門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金門縣婦女權益

促進會
082-334166 金門縣金湖鎮瓊徑

路35號

社團法人金門縣婦

女權益促進會

42 連江縣婦女福利服務中心
連江縣政府衛福

局

0836-
25022#311

連江縣南竿鄉清水

村131號5樓
連江縣婦女福利讚

3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

少年活動中心/婦女館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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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名單          (組內依姓氏排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1 
組 

王瀅瀅 宜蘭縣社會處兒少婦女科（公辦公營） 社工督導 

向維翎 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督導 

何旻杰 彰化夢想館(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主任 

林佩宸 彰化縣社會處婦女科 科長 

林婉儒 臺北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主任 

郁佳霖 臺北市松德婦女服務中心(善牧基金會) 區主任 

莊彩鴦 嘉義市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科長 

陳彥蓁 臺北市社會局婦幼科 股長 

蔡育欣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股長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2 
組 

何宗諺 臺北市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社工員 

李孟潔 臺中市海線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弘毓基金會） 社工師 

阮庭卉 屏東縣女性夢想館（公辦公營） 社工員 

林心和 彰化夢想館(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社工師 

陳盈秀 雲林縣社會處婦幼科 科員 

黃鈺竣 臺南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劉安庭 高雄市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 社工師 

劉育菁 新竹縣社會處婦幼新住民科 科員 

魏祉璿 宜蘭縣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3 
組 

方歆柔 臺中市豐原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台灣陽光婦女協會） 社工督導 

林千愉 新竹市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科員 

吳曉甄 高雄市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曾詩航 臺北市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社工員 

游虹芝 花蓮縣社會處婦幼科 社工員 

黃美珠 澎湖縣社會處社工婦幼科 科員 

黃薇家 彰化縣社會處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 辦事員 

蔡依芬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師 

魏小凡 臺北市北投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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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4 
組 

李姍儒 臺北市社會局婦幼科 科員 

范惠淵 新竹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新竹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社工督導 

許雅涵 金門縣社會處婦幼社工科 社工師 

陳宜芬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婦女及新住民事務科 科員 

楊巧雯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廖佩盈 臺中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社工師 

蔡秀齡 桃園市婦女發展中心（桃園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專案人員 

蕭詩怡 嘉義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公辦公營） 社工員 

韓忠懷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公辦公營） 社工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 
5 
組 

吳宜寧 金門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金門縣婦女權益促進會） 社工員 

林美宜 嘉義縣社會局婦幼福利科 科員 

林翠紅 臺北市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社工員 

邵澐 臺中市社會局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 約聘人員 

張淑華 桃園市婦女發展中心(桃園市基督教女青年會) 社工督導 

陳傳怡 新北市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蔡昇倍 雲林縣社會處婦幼科 社工師 

簡沛婕 臺北市婦女館（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 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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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若有須本次課程簡報資料，請於課程結束後至-
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婦女中心(培力活動)下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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