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行青年相關計畫與政策(社福環衛組) 

本組成員除就業務權責部分持續加強推動人口老化、青年外流問題之相關服務措施外， 

彙集以下資訊以協助委員及相關單位認識本縣現行青年可運用之相關服務。 

壹、社會處 

一、兒少照顧資源(兒少及家庭支持科) 

依循中央擬定之少子女化對策，在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

以及無縫銜接的原則下，針對年輕族群最為關切的照顧與托育經濟負擔問題，推動擴大育兒

津貼對象、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策略，朝持續增加公共托育供給量、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滿

足家外托育的近便性、改善托育人員薪資及穩定托育服務品質等方向努力；另為減緩人口老

化、少子女化現象弱化家庭支持功能的情形，建置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針對有待協助之家庭

提供多元整合性服務。 

(一)育兒津貼：原「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更名為「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 

1.補助條件： 

(1)育有未滿二歲且設籍本縣之兒童。 

(2)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 

(3)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4)同一時段未領取因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5)未接受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上述所稱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係指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公共托育

家園、托嬰中心。 

2.補助金額： 

 3.補助人數：原請領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約 3,500-4,000人，自 107年 8月 1日擴 

   大育兒津貼受益人數約 6,500-7,000人。 

  

依家戶類型 針對第三胎每月加發 1,000 元 

一般家庭每月 2,500元 一般家庭每月 3,500元 

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元 中低收入戶每月 5,000元 

低收入戶每月 5,000元 低收入戶每月 6,000元 

※擴大育兒津貼施行後，家內照顧者(親屬)可不受完成 126小時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且持有結訓證書之規定，即可至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 

附件 2 



(二)少子女化對策-推動準公共化托育服務機制 

1.補助方式：由政府與私立托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簽訂「準公共化托育服務契約」購

買服務名額，並協助支付部分托育費用(每月 6,000元至 10,000元)；參與辦理之居家托

育人員、私立托嬰中心收費額度須低於中央、地方共同訂定價格。 

家戶類型 補助額度 

一般家庭 每月最高 6,000元 

中低收入戶 每月最高 8,000元 

低收入戶 每月最高 10,000元 

2.查詢簽訂契約情形之管道： 

服務類型 查詢管道 

托嬰中心 
(1)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托育人員(保母)登記管理資訊網 

網址：https://cwisweb.sfaa.gov.tw/ 

 

 

 

 

居家保母 

(1)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托育人員(保母)登記管理資訊網 

網址：https://cwisweb.sfaa.gov.tw/ 

(2)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電話諮詢 

A. 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兒童福利聯盟)：037-550402 

【服務鄉鎮：竹南鎮、頭份鎮、三灣鄉、南庄鄉、獅潭鄉及造橋鄉等 6鄉鎮】 

B. 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037-369121 

【服務鄉鎮：苗栗市、頭屋鄉、三義鄉、大湖鄉、公館鄉、西湖鄉、卓蘭鎮 

、後龍鎮、苑裡鎮、泰安鄉、通霄鎮及銅鑼鄉等 12鄉鎮市】 

(三)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結合現行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優勢，提供價格合宜、安全無虞、小 

    型社區化的類家庭照顧模式，提供平價、優質及近便性之托育服務。 

1.辦理情形：本府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少子女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

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獲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辦理「苗栗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現

由財團法人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承辦(自 108年 3月 14日開始收托)；本府持續積極爭取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期達成廣設優質且評價托育資源之目標。 

2.「苗栗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設置地點及收托規定： 

設置地址 苗栗縣苗栗市金鳳街 22號 1樓 

連絡電話 037-376139 

FB網站搜尋名稱 苗栗縣苗栗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收托及人員配置 核定收托人數上限：12名 

 

  

https://cwisweb.sfaa.gov.tw/
https://cwisweb.sfaa.gov.tw/


(四)托育資源中心：以社區為中心發展在地化、近便、優質之整合性托育資源服務網絡。 

1.服務內容：提供教玩具及繪本之使用與借閱、托育照顧諮詢及親職教育課程等活動減

輕家庭照顧壓力。另對於資源缺乏地區採用外展服務車方式提供兒童玩具圖書租借，將

資源送入社區以擴展其可近性。 

2.承辦單位及服務區域： 

單位 服務鄉鎮 地址 FB網站搜尋名稱 

北區托育資源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 

頭份市、竹南鎮、三灣鄉 

、南庄鄉 

苗栗縣竹南鎮文

祥街 41號 
苗栗縣北區托育資源中心 

中區托育資源中心 

(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 

苗栗市、造橋鄉、頭屋鄉 

、公館鄉、獅潭鄉 

苗栗縣苗栗市金

鳳街 22號 
苗栗縣中區托育資源中心 

南區托育資源中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大湖鄉、三義鄉、泰安鄉 

、銅鑼鄉、卓蘭鎮 

苗栗縣大湖鄉靜

湖村和平路 28號 
小蠹蟲親子館 

通苑區托育資源中心 

(山城友愛人文基金會) 

後龍鎮、西湖鄉、通霄鎮 

、苑裡鎮 

苗栗縣苑裡鎮彎

麗路 101號 2樓 
苗栗縣通苑區托育資源中心 

 (五)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原「家庭支持服務中心」轉型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依中央推 

     動社會安全網計畫轉為公辦公營模式，並透過運用公有閒置空間增設服務窗口，以落實 

     福利服務普及與近便。 

1.服務項目：由社福中心社工人員針對一般及脆弱家庭進行家庭功能與需求評估，依個

案或家庭需求提供福利服務並串連相關資源與服務體系，是類家庭與個案由社福中心介

入提供評估與服務，依個案需求有效協力其他公部門單位，提供整合性服務。  

2.設置情形： 

區域 服務鄉鎮 地址 

通苑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通霄鎮、苑裡鎮、西湖鄉、

後龍鄉、三義鄉、銅鑼鄉 
苗栗縣通霄鎮平安里平元 55-6號 2樓 

苗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苗栗市、公館鄉、大湖鄉、

獅潭鄉、卓蘭鎮、泰安鄉 
苗栗縣苗栗市金鳳街 22號 2樓 

竹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

南庄鄉、造橋鄉、頭屋鄉 
苗栗縣竹南鎮永貞路二段 196號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老人福利科) 

(一) 為落實福利社區化之理念，及由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服務原則，截至 108年 3月底止已

核定設立 130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長者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及餐飲服

務，以鼓勵長者社會參與，預計 108年抵達 140個據點數，志工人數約 2,460人。 

(二) 107年度至 108年 3月底以提供社區長者關懷訪視 106,506人次、電話問安 100,251人

次、餐飲服務 321,586人次、健康促進活動 325,824人次參與，以期減輕青年族群於經

濟及照顧層面之壓力。 

三、志願服務(社會行政科) 

本府設立「苗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並設有 FB粉絲專頁及 Line生活圈，作為本府與本縣

志願服務社團及本縣志工間資訊網絡溝通之非正式聯繫管道，及志願服務資訊公報之平台。 



貳、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一、 推動青年創新創業培力計畫： 

(一) 打造青年創業基地 

1. 苗栗青創 1號(城市規劃館-苗栗青年創業青年農民工坊)：提供創業輔導諮詢、創業資

源、辦理青年創業工作坊、青年座談會、創業課程、跨域交流參訪等青年創業活動。 

2. 青創 2號(苗栗特色館)、青創 3號(竹南龍鳳守望哨)、青創 5號(原台灣省糧食局苗栗

倉庫)、青創 6號(南庄鄉大同路宿舍)：提供創業青年進駐空間。 

(二) 創業歸故里創新創業競賽(經濟部工業局合辦)： 

本競賽以解決城鄉問題出發，廣邀新創團隊投入發想創意，運用智慧科技，發展多元創新

服務以解決在地議題或困難，加深新創與在地連結度。 

(三) 2019 海峽兩岸新經濟經貿論壇： 

苗栗青年創業青年農民工坊與成都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聯盟合作，推廣兩岸青年商品及

交流媒合平台，以提高青年商品曝光之行銷機會。 

(四) 厚植青年創業培力計畫： 

1.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舞台-青創市集暨大師創業論壇計畫(勞動部)：共辦理 4場次大型青 

創市集及 3 場次大師創業論壇，建立青年創業交流平台，促進本縣農、文創相關產業

就業、創業、整合行銷之機會，鼓勵青年返鄉創業、就業，墊實青創能量進而達到地方

創生。 

2. 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國發會)：本縣配合中央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依地方特色發展地方

經濟，本縣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南庄、獅潭及泰安)已分別提報計畫，希冀促進地方

人口回流、地方永續經營，達成均衡台灣之目標。 

二、推動青年人才培育促進就業計畫： 

(一) 青年新創客客家百工職人時尚創客工作坊計畫：以培養跨領域百工職人創客教育實作能 

 力，使青年成為在地文化及工藝傳承者，並開創苗栗在地觀光休閒、文創產業新穎之文 

 創產品。 

(二) 提升青少年職場競爭力行動計畫：透過專題講座課程（產業發展介紹及分享成功經驗） 

及企業參訪，協助青少年及在學學生瞭解轄內產業發展及職場的具體樣貌，以建立正確

的就業觀念及態度，加強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利順利投入職場。 

(三) 辦理就業博覽會：本年度預計辦理 2場就業博覽會，另與苗栗就業中心合辦 11場次現

場徵才活動，提供縣內業者與民眾就業媒合的平台，藉此提高就業機會，穩定縣民生

活。 

三、青年交流活動： 

(一) 辦理青年好物遴選活動：票選出苗栗青年代表性商品，分為文創與農業兩類，各選出 10

項好物，以行銷推廣苗栗青年業者商品。 

(二) 辦理願景咖啡館活動：為促進青年對公共事務參與熱情，並能以腦力激盪群聚方式研議

公共政策，針對問題提出具體可行解決策略，讓青年的想法與創意融入政府施政，建立

「思辨、對話、行動」之交流平臺。 

  



參、 民政處 

一、 本府為落實照顧家庭及婦幼福利，厚植本縣長期發展潛力，訂定「苗栗縣婦女生育津貼

實施辦法」，現行合於本辦法規定發給對象，每一新生兒補助生育津貼新台幣 6,600元

整；本縣生育津貼 108年 1月至 3月底計發放 875人、新台幣 5,775,000元。 

二、 為鼓勵單身民眾擴大社交生活、增進彼此情感交流，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預計於 108年

6月 22日聯合辦理單身民眾聯誼活動，全力促進婚育率。 

三、 積極透過戶所跑馬燈、臨櫃、活動等宣導方式，提供民眾各項婚育福利補助資訊，藉此

提高民眾婚育的意願提高生育率。 

 

肆、 工商發展處 

一、 本府 104 年 2 月 2 日成立「招商服務馬上辦中心」專責辦理招商業務，成功引進百餘家

企業設廠，創造上萬個就業機會，帶動青年返鄉意願。 

二、 為營造青年宜居之環境，除配合營建署辦理住宅補貼業務，亦配合中央政策辦理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業務，未來將提供本縣有租屋需求 之青年低於市價且更有保障之租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