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項福利政洽詢電話
身
分
權

兒
童
福
利

24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
新竹市各戶政事務所
變更或回復

26

原住民民族別取得

27

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
及並列羅馬拼音

30

31

32

教
育
文
化
福
利

2

生育津貼

育有未滿2歲兒童
育兒津貼

2至4歲育兒津貼

東區 03-5226020
北區 03-5152020
香山 03-5388639

51

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53

原住民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補助

54

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
檢定合格獎勵金

55

原住民就業服務

教育處特前科 03-5216121 #371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

55

就業促進關懷服務

57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
東區 03-5226020 #122
北區 03-5152020 #506
香山區 03-5388639 #310
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03-5352386 #802、803
東區區公所03-5218231 #307
北區區公所03-5152525 #307
香山區公所03-5307105 #303、207

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03-5352386 #802、803

35

原住民幼童學前教育補
助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 #562

36

5歲幼兒免學費

教育處特殊與學前教育科
03-5216121 #264

38

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
學生助學金

39

新竹市國中小原住民學
生學用費

40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原
住民學生助學金

43

新竹市中、低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

原住民急難救助

本市急難救助

未滿3歲兒童托育公共及
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托
育補助）

新竹市低收入戶學生助
學金

46

49

33

42

社
會
福
利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3-5216121 #278

56

經
濟
建
設
福
利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312
北區 03-5152525 #312
香山區 03-5307105 #308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新竹市辦事處
03-5223436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北區 03-5152525
香山 03-5307105 #307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 #562
免費求職專線 0800-066-995
原民會諮詢專線 (02) 8995-3456
#3176、3182、3187、3184
新竹就業中心 03-5343011
勞工處就業服務科
03-5324900 #42、43
勞工處就業服務科
03-5324900 #56
勞工處勞動條件科
03-5324900 #30

58

原住民法律扶助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
0800-585-880、03-5259882

60

新竹市政府免費法律諮
詢服務

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03-5216121 #232

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
購及修繕住宅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202
北區 03-5152525 #201
香山 03-5372472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 #231

62

64
65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3-5216121 #278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 #244

失業者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
新竹市政府勞工職業災
害慰問金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202
北區 03-5152525 #201
香山 03-5372472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 #231

66
67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
方案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
款
原住民經濟產業及青年
創業貸款

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 03-5285160

原民會金融輔導員
03-5518101 #5620 0905-308682

3

銀
髮
照
顧
福
利

70
72

新竹市政府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 #231 黃先生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 #205

安老津貼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304
北區 03-5152525 #310
香山區 03-5307105 #307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 #203

76

重陽敬老禮金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310
北區 03-5152525 #307
香山區 03-5307105 #308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 #203

77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 #205

78

敬老卡免費乘車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03-5218231 #303
北區03-5152525 #305
香山區03-5307105 #305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 #302

80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82

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新竹事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03-5218231 #305
北區03-5152525 #303
香山區03-5307105 #308

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03-5218231 #306
北區03-5152525 #304
香山區03-5307105 #308

85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新竹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309
北區 03-5152525 #302
香山 03-5307105 #301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
03-5352386 #502

88

家庭暴力防治

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3-5352386 #603、605

84

4

衛生局國民健康科 03-5355515
諮詢專線1999

預防老人走失手鍊

73

74

其
他
福
利

長者免費裝置全口活動
假牙
新竹市原住民長者裝置
假牙

5

如果沒有拿起這本書，
抑或你身邊的朋友沒有刻意的分享，
或許在這座百年古城和新穎科技匯聚的空間生活的你，
不會注意到這座城市45萬人口中，
有大約千分之九的原住民朋友們生活在此，
也許平日
他們如透明般的安靜生活在你我周遭，
但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和時光
正因為原住民族人的居住而更添繽紛
隨著時間的推展，原住民文化更顯活潑及自信
現在，就讓我們用專屬這座科技城的視角
窺看這些平常我們忽略但著實精彩的族人密碼吧！

6

7

在新竹市，有來自不同區域各族群在這裡落腳生活著，

新竹市的原住民族人口色彩

每個族群都為這城市妝點了不同色彩，
這一頁的繽紛，是用了每個族群的人口數比例條調製，
不管族群的人口多或少，我們都是來到這裡為新竹市構築美麗家園的重要色彩。

那如果說你在新竹市遇到原住民朋友，最有可能是遇到
哪個族群的呢？
與其他地區一樣，阿美族的族人仍是我們人口數第一
名！大概佔了將近 4 成 ( 約 37%)。
另外由於地緣關係，在這裡第二大的族群並不是排灣族
，反而是鄰近有許多原鄉在附近的泰雅族，占了將近 3
成 ( 約 30%)。
其中最特別的是相較於其他都會區的族群比例，新竹市
的賽夏族 (6%) 及太魯閣族 (4%) 人口占比是高的，除了
鄰近的五峰鄉為賽夏族人分布，太魯閣人高比例的遷居
於此有甚麼故事呢？

泰雅族人主要分布
在臺灣北部中央山
脈 兩 側， 而 族 人 有
時候會說中央山脈
是「 北 泰 雅， 南 布
農」兩個驍勇善戰
的族群所守護著。

對了，近幾年剛正名成功的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目前還沒有族人遷居在此。

全國原住民中，賽
夏族大概僅佔了
1% 人 口 數， 但 在
新竹市的比例卻是
高於全國，推測因
為族人祖居分布地
是在鄰近的新竹五
峰、苗栗南庄，因
此新竹市許多族人
找工作及遷居的首
要之都。

大多居住於台
灣南部以及少
數在東部的排
灣 族， 人 口 數
居然在新竹市
排 名 第 3 名，
相信這裡一定
有其特殊的原
因， 吸 引 著 這
個族群。

賽夏

排灣

太魯閣就更
特 別 了， 主
要分布地在
花 蓮， 為 什
麼有這麼多
太魯閣族人
居住在此？

布農

鄒
阿美

8

泰雅

太魯閣

邵

魯凱

賽德克

雅美 噶瑪蘭
撒奇萊雅

※ 本頁的顏色比例是依照新竹市的原住民族人口比例繪製

卑南

9

新竹市的
原住民族人口密碼
俗話說，在茫茫人海裡相遇，每種遇見都是一種緣份，而
在新竹市要遇到族人朋友更是需要碰碰運氣！
因為，在新竹如果你想遇上一位原住民朋友，大概一百個
人裡，只會遇到一位是族人朋友喔！

約45萬 人
新竹市原住民族人口 4,400 人
新竹市原住民族佔新竹市人口 0.97%
新竹市原住民族佔全台灣原住民族人口 0.76%
新竹市是族人人口數排行第 17 的行政區

新竹市人口

※

10

代表 1萬 位新竹市民

11

新竹的男女族人比例是

1：1.34

新竹市
女性族人

特別的是不論哪個族群，
新竹市的女性族人整體比例都比男性族人多呦！

52%

48%

2,532 人

新竹市
男性族人

1,869 人
※ 數據來源｜內政部全國人口資料庫統計地圖

撒奇萊雅族 02
邵族 3 2
噶瑪蘭族 1 3
雅美族 2 9
鄒族 5 15
賽德克族 14 21
魯凱族 16 24
39 56

卑南族
太魯閣族

91

108

布農族

88

114

121

賽夏族

162
219

159

排灣族

882

775

阿美族
0
12

841

499

泰雅族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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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人口數量分布

如果你希望不只是碰運氣，而是能夠有機會
跟族人有更多交流機會，或許另一個方式是

北區>東區>香山區

到族人遷居此地後最常居住的地方呦！
跟其他西部的都會區縣市族人
會集中在某些區域不同，新竹
市的族人很平均的分佈在三個
行政區內。

北區
東區

香山區
新竹市的原住民居住區域可以推測，沒
有原鄉的新竹市，大部分的族人仍是因
工作或就學的因素遷居於此，因此人口
主要還是集中在都會地帶。

14

15

9/7-10/5期間

在城市的日子裡
我們或許無法跟著部落時區運作
但那些祭儀專屬的記憶裡
祭師的低語、族人的唱和和長輩的叮嚀
每個片段都是維繫著我們與土地的連結
無法離開，也不能斷裂

110年
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
日期

Thao 邵 族
Amis 阿美族

Hla’alua
拉阿魯哇族

4/1-4/30 期間

Rukai 魯凱族
Titiudale 祈雨祭

Miatungusu 聖貝祭

01
12

Bunun
布農族
Malahtangia
射耳祭

03
02

05
04

Qlasan Tninun/
Smesung Kmetuy
收穫節

’Amiyan 年祭

16

Ta’avalra 勇士祭
10/1-10/31期間

Kavalan 噶瑪蘭族

Kanakanavu

Qataban 豐年祭

卡那卡那富族

07
06

09
08

Mikong 米貢祭

4/12-5/11 期間

Saisiyat 賽夏族
’Oemowaz ka kawas
祈天祭

7/1-8/31

Atayal 泰雅族

Paiwan
排灣族

Ryax Smqas nuway
Utux Kayal
感恩祭

Masalut
豐年祭(收穫祭)
5/1-6/30

2/1-4/30 期間

Tsou 鄒 族
Mayasvi 戰祭

Yami 雅美族
Mapasamorang so
piyavean 收穫祭

7/1-8/31 期間

Rukai 魯凱族
Kalabecengane 小米祭
Tabesengane 黑米祭

11

10
10/15

8/27

12/15-111/1/5 期間

Pinuyumayan
卑南族

Rukai 魯凱族

7/10-8/30期間

12/31

Sediq 賽德克族

10/1-10/31 期間

Malalikit/Malikoda/
Ilisin/Kiloma’an
豐年祭(收穫祭)

5/7
2/20-3/10期間

Lus’an 祖靈祭

7/1-9/30 期間

Truku
太魯閣族
Mgay Bari
感恩祭
10/1

Sakizaya
撒奇萊雅族
Palamal火神祭
（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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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百寶箱

你想找什麼嗎？

找認同

P.31

P.77

P.40
P.39

低收/ 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P.78

高中原住民學生學用金

乘車敬老卡

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學用費

國民年金 P.51

獨居老人救援系統

防走失手鍊

免費用

P.66

經濟產業及青年創業貸款

你的情況是
哪種類型？

職業

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資金

就業服務

找工作

P.55

失業者職訓津貼

拿獎勵

P.67

技術士技能合格講勵金

P.56

P.54

小朋友

緊急

日常

津貼

現在需要
什麼協助？

育兒津貼

族別變更

P.73

18

生育津貼

改族別

回復傳統姓名

P.30

發津貼或
免費用？

安老津貼 P.74

新竹市政府免費法律諮詢 P.60

生小孩

想正名

身分別異動

是日常還是
緊急用？

P.26

原住民法律扶助 P.58
法律

這次
幫誰找？

P.27

敬老津貼 P.76

請跟我們的腳步一起找到新竹市民專屬的百寶箱吧！

銀髮族

改身分
P.24

這個百寶箱有許多專屬於族人朋友的權益地圖

找資源

找福利

現在需要
什麼協助？

你是因為什麼原因而翻開這本手冊走到這裡？

P.42

找急需
新竹市民急難救助

喪葬｜紓困｜災害

原住民族急難救助

死亡｜醫療｜生活｜重大災害 P.46

P.49

這邊都沒有找到嗎？我們還有一個百寶箱藏在後頭呦！
19

找補助

低收/中低收入
生活輔助 P.85

在這座城市，
你有特別的
身分嗎？

社會保險與健康
保險費補助 P.85
身心障礙者
有

行動不方便

身心障礙鑑定

沒有

輔助器材費用輔助 P.85
整合住宅補貼

P.64

照顧好房子

臨時照顧服務

照顧需要
醫療協助的人

老人全口假牙補助

P.53

P.70

低收/中低收入戶
經濟不方便

全民健保自行負擔給付

照顧小孩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清寒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原住民幼童學前教育

哪方面需
要幫忙？

心理輔導費用補助

P.84

P.84

全民健保自行
負擔給付 P.82

律師費用補助 P.88

人

P.88

醫療補助

哪方面需
要幫忙？

訴訟費用補助 P.88

費用
兒童托育津貼

P.36

學雜費減免

P.84

P.88

費用

子女生活津貼

５歲幼兒免學費

保母托育費補助

20

原住民健康保險補助

新竹市原住民長者
裝置假牙 P.72

照顧受傷的家
(家庭暴力)

P.38

P.33

P.85

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
建購及修繕住宅 P.62

那麼你想需要
哪種協助嗎？

P.35

P.86

P.88

生活費用補助 P.89
醫療費用補助 P.89

看護費補助

P.82

人
產婦及嬰兒
營養補助 P.82

生活補助

喪葬費補助

P.83

P.80

21

身分權
•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
• 原住民民族別取得
• 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及並列羅馬拼音

22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

取得原住民身分
1. 原住民父母結婚所生子女。
2.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隨原住民之姓或原住
民傳統名字者。

回復原住民身分
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9 條第 1、2 項規定，因結婚、收養申請喪失原住民
分者，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回復
原住民身分。

3. 未滿 7 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 4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
收養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新竹市各戶政事務所

4. 原住民女子未婚所生子女，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非婚
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且從父姓或原住民傳統名
字者。

喪失原住民身分

東區 03-5226020

洽詢

北區 03-5152020

電話

香山 03-5388639

1. 姓名變更喪失：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所生子女，從原住民
之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嗣
後變更為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原住民身分。
2. 收養喪失：非原住民被原住民收養，日後終止收養時。
3. 年滿 20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變更原住民身分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山地原
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其子女身分從之；日後不可再約定
變更。
未約定變更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於未成年時，得
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
平地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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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
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
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
之民族。

如何申請
1.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印章 ( 或簽名 ) 、當事人戶口名
簿、國民身分證。
2. 申請單位：原住民民族別註記及變更得向任一戶政事務
所申辦，原住民民族別更正登記應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
事務所申辦。
3. 更正民族別：當事人認為其民族別註記錯誤者，得檢具
其本身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臺灣。
4. 光復前的戶籍資料或其他公文書之證明資料，申請更正。

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及並列羅馬拼音

原住民族別註記、變更及更正

現有之原住民民族別

申請資格或條件
有以下 3 種登記方式（可自行選擇其中 1 種）：
1. 傳統名字以漢字登記，並列傳統名字羅馬拼音，例如：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2. 漢 人 姓 名 並 列 傳 統 名 字 羅 馬 拼 音， 例 如： 林 江 義
Mayaw． Dongi。
3. 傳統名字以漢字登記，例如：雅柏甦詠 ‧ 博伊哲努。

申請應備文件
1. 戶政事務所「回復傳統名字（或並列羅馬拼音）申請書」。
2. 戶口名簿、身分證、相片 1 張（換新身分證）、印章 2
枚 ( 原漢名印章；事先刻好回復傳統名字之印章。但申請
漢人姓名並列傳統名字羅馬拼音者，免帶印章 )。

申請單位
回復傳統名字及並列羅馬拼音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新竹市各戶政事務所
東區 03-5226020

洽詢

北區 03-5152020

電話

香山 03-5388639

辦，若為傳統名字更正登記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辦。

注意事項
1. 因申請回復傳統名字而換發身分證、戶口名簿及戶籍謄
本，一律免費，並可免費申請戶籍謄本，以辦理其他證
件之換證。
2. 回復之傳統名字如有錯誤者，得申請更正。
3. 已回復傳統名字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以 1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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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及並列羅馬拼音

新竹市各戶政事務所
東區 03-5226020

洽詢

北區 03-5152020

電話

香山 03-5388639

兒童福利
• 生育津貼
• 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
• 2 至 4 歲育兒津貼
• 未滿 3 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托育補助）
• 原住民幼童學前教育補助
• 5 歲幼兒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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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胎補助 15,000 元，每多生一胎多 5,000 元。
2. 雙胞胎補助 5 萬元，三胞胎以上或第二次以上雙胞胎補
助 10 萬元。
3. 死產或自然流產者補助 1 萬 5,000 元。

申請資格
1. 父母親其中一方設籍並實際居住新竹市 1 年以上 ( 遷出新
竹市再遷入日期重新起算 )，新生兒入籍本市者，以辦理
新生兒入籍之戶政事務所為受理機關。
2. 婦女生育或妊娠滿 20 週之死產或自然流產者 ( 請檢附證
明 )，以具申請資格父母之一方設籍之戶政所為受理機

育有未滿２歲兒童育兒津貼

生育津貼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
1. 低收入戶：每位幼兒每月 5,000 元 ( 含低收兒童補助 )。
2. 中低收入戶：每位幼兒每月 4,000 元 ( 含兒童少年生活扶
助費 )。
3. 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之家庭：每位幼兒每
月 2,500 元。

申請資格
育有未滿 2 歲兒童，未領取該名兒童育嬰津貼或未接收公共
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申請方式
1. 向幼兒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申請。

關。

2. 幼兒出生後 60 日內，完成出生或初設戶籍登記，並提出

應備文件

申請育兒津貼，得追溯自小孩出生月份發給。

申請人（或代理人）之身分證及印章，委託代辦者需檢附委

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託書，於新生兒入籍之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為受理機關。

03-5352386#802、803

死產者需準備證明文件。

洽詢
新竹市各戶政事務所
東區 03-5226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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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北區 03-5152020#506

電話

香山 03-5388639#310

電話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307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307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3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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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生理年齡滿二歲至當學年度九月一日前未滿五歲之我國
籍幼兒，未領取該名兒童育嬰留停津貼、未就讀公立幼兒園
或準公共幼兒園、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之家
庭。

補助金額
每位幼兒每月 2,500 元，第 3 名以上子女每月 3,500 元。

申請方式
向幼兒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申請。

教育處特前科 03-5216121#371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洽詢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電話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

未滿３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托
( 育補助

２至４歲育兒津貼

申請資格

補助費用
支付費用標準如下（本項協助支付費用送托日數達半個月以
上未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未滿半個月者以半個月計，若
實際支付費用低於支付標準，核實支付）：
1. 一般家庭 ( 綜所稅率未達 20%)：每名幼兒最高 6,000 元
/ 月。
2. 中低收入戶：每名幼兒每月最高最高 8,000 元 / 月。
3. 低收入戶：每名幼兒最高 10,000 元 / 月。

申請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之委託人，將幼兒送托合作對象者，得向直轄
市、縣 ( 市 ) 政府提出協助支付服務費用之申報：
1. 委託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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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或經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中低
收入戶、低收入戶或弱勢家庭。
2. 委託人送托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等，且每週
時數達三十小時以上。
3. 委託人申報期間，該名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未
領取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或
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
4. 委託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礙、
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幼兒，不在此限。

)

申請方式
委託人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十五日內，應申報表所列項目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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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其核定日期自托育事實發生之日起算；逾期申報者，
以資料備齊送達之日起算。

洽詢

社會處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

電話

03-5352386#802、803

原住民幼童學前教育補助

未滿３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費用 托
( 育補助

齊文件，向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提出協助支付服務費用之

補助對象
原住民幼兒滿 3 歲（以當年 9 月 1 日起年滿 3 足歲者）及未
滿 5 歲，就讀已立案之公私立幼兒園者。

補助額度
1. 就讀公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 8500 元。
2. 就讀私立幼兒園，每學期最高 1 萬元。

申請程序及審核方式
1. 由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提出申請；如係特殊因素，
亦得由實際扶養人申請。
2. 申請人應於幼兒就讀（托）之公私立幼稚園（托兒所）
所定時間內，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其申請各
該學期之托教補助，並由其轉送本府民政處原住民事務
科。
※ 已領有中央政府相同性質之補助者，不得重複申領。

洽詢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電話

03-5216121#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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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歲幼兒免學費

補助對象
就學當學年度 9 月 1 日前滿 5 歲幼兒。

補助額度
1. 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
2. 就讀私立幼兒園，每學期 1 萬 5000 元。

申請程序
1. 本補助由校 ( 園 ) 方主動為符合資格之家長申辦。
2. 公立幼兒園幼兒於學期中任何時間入園皆享有免學費補
助；私立幼兒園幼兒補助額度，依新竹市公私立幼兒園
收退費辦法實際繳交費用核予補助。

教育文化福利
• 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 新竹市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學用費
• 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 新竹市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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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教育處特殊與學前教育科

電話

03-5216121#264

• 新竹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1. 家戶年所得總額在 40 萬元以下者。
2. 家戶年所得計列範圍為申請學生之父母。

如何申請
1. 應準備的文件：申請書、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全戶戶
口名簿影本。
2. 申請時間：每年 9 月。
3. 申請單位：各就讀學校。

助學金金額
每學年國小學生每名 2,000 元，國中學生每名 4,000 元。
※ 具低收入戶身分之原住民學生應請領學產基金會學生助學
金，惟不符學產基金會申領條件之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

新竹市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學用費

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資格或條件
1. 補助資格：設籍新竹市並就讀於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原住民籍學生。
2. ｢ 原住民籍 ｣ 係指戶口名簿上有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之註記
者。

申請時間
每學期開學三十日前，就讀學校依本府函文協助符合補助資
格學生申請。
補助金額及方式：每學期每人補助 1,500 元，其中 1,000 元
係現金補助，另 500 元係學用品補助。

洽詢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電話

03-5216121#278

得申請本助學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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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電話

03-521612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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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申請資格或條件
1. 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及其附設進修學校。

洽詢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電話

03-5216121#278

2. 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學生。父親為榮
民、母親為原住民，經學校認定家庭清寒之學生，其助
學金比照辦理。
3. 原住民學生於註冊時，應檢具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
分之戶籍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等證明文件，向就
讀學校申請助學金補助。
4. 原住民助學金之補助，同一學期以補助一次為限；重讀、
延修或新轉之之原住民學生，已領過助學金之學期不予
重複補助。
5. 本助學金不得與本市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助
學金重複申請。

申請時間
每學期開學三十日前，就讀學校依本府函文協助符合補助資
格學生申請，學校報本府教育處核撥補助，證明文件留校備
查。

補助金額
1. 補助原住民學生就讀學校所繳納之學雜費、書籍費及制
服費。
2. 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一千元整，已領有本市機關針對其就
學之公費補助者，學校應就已領項目金額予以扣除後，
覈實計算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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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冊低收入戶持有本市區公所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書
者。
2. 年滿 25 歲 ( 含 ) 以下並持續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高
中職校及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在學之低收入戶學生 ; 重
讀、延修或新轉系降讀之學生，不予補助。

申請時間
1. 第一學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二十五日止。
2. 第二學期自三月十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3. 由區公所通知並代為收件。

新竹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新竹市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資格或條件
1. 列冊中低收入戶持有本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
書者。
2. 年滿 25 歲 ( 含 ) 以下設籍於本市 6 個月以上並持續於國
內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校及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在
學之中低收入戶學生，重讀、延修或新轉系降讀之學生，
不予補助。
3. 凡已請領下列政府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不得重
複申請本項補助：
① . 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② .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③ .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

補助金額

④ . 現役軍人子女就學費用優待。

1. 國小學生每學期 5,000 元。

⑤ . 學產基金獎助學金。

2. 國中學生每學期 7,000 元。

⑥ . 原住民族及學生助學金。

3.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含 五 專 一、 二、 三 年 級 ） 學 生 每 學 期

⑦ . 傷殘榮鈞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14,000 元。
4. 大專院校（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每學期 20,000 元。

⑧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
費減免。
⑨ . 本事社會處中低收入戶身障生活補助、而紹生活扶
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3-5216121#278

⑩ . 享有本市其他公費補助或優待。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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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電話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244
43

新竹市中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申請時間
每年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止，由區公所通知並代為收件。

補助金額
1. 國小學生每學年 5,000 元。
2. 國中學生每學年 7,000 元。
3. 公 私 立 高 中 職（ 含 五 專 一、 二、 三 年 級 ） 學 生 每 學 年
12,000 元。
4. 大專院校（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每學年 15,000 元。

社會福利
• 原住民急難救助
• 本市急難救助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03-5216121#278
東區區公所 03-5218231

洽詢

北區區公所 03-5152525

電話

香山區公所 03-5307105#244

• 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 原住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補助
• 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獎勵金
• 原住民就業服務
• 就業促進關懷服務
• 失業者職業訓練
• 新竹市政府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
• 原住民法律扶助
• 新竹市政府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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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急難救助

救助對象及救助項目
1. 救助對象：具原住民身分。
2. 救助項目：死亡救助、醫療補助、重大災害救助及生活
扶助。

申請應準備文件
1. 死亡救助：
① . 戶口名簿影本。
② . 村里長證明或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擇其
一）。
③ . 死亡證明書正本。
2. 醫療補助：
① . 戶口名簿影本。
② . 村里長證明或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擇其
一）。
③ . 住院證明書或疾病診斷書。
④ . 醫療收據或繳費單或醫療費用明細證明單正本（擇其
一）。
3. 重大災害救助：
① . 戶口名簿影本。
② . 重大災害證明。
③ . 相關證明文件（死亡、失蹤證明書或住院醫療診斷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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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扶助：
① . 共同生活之戶口名簿影本。
② . 相關證明文件或由權責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申請時間
1. 死亡救助、醫療補助及生活扶助事項，應於事件發生後 3 個月內提
出申請。
2. 重大災害救助事件，於事件發生 3 日內，由戶籍所在地之市政府、
區所主動派員訪視，並辦理救助。

補助金額
補助金額視個案情形而定，補助金額最高如下：
1. 死亡救助：
① . 負擔家計者死亡，最高補助 2 萬元。
② . 非負擔家計者死亡，最高補助 1 萬元。
2. 醫療補助：
罹患重傷病、住院 3 天以上，致失去工作達 1 個月以上，所需費用
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
① . 負擔家計者最高補助 2 萬元。
② . 非負擔家計者最高補助 1 萬元。
3. 重大災害救助：
因風災、水災、火災、震災、旱災、寒害、疫災、職業 災害、山難、
空難、海難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定之重大災害。
① . 死亡、失蹤致生活陷於困境者，最高補助 5 萬元。
47

③ . 雖無人傷亡卻致家庭生計陷於困境者，最高補助 1 萬
元。
4. 生活扶助：
遇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最高補助 1 萬元。
① . 負擔家庭生計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
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 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

本市急難救助

原住民急難救助

② . 受重傷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最高補助 3 萬元。

救助項目
1. 急難救助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以不超過 1 萬元為原則，但情況
特殊者最高可核發 2 萬元，其他情形補助以不超過 5,000 元
為原則，但情況特殊者最高可核發 1 萬元。

2.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專案

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最高補助一萬
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死亡、失蹤、罹患重病、失業者，經核

元。
② .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核定機關
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 需要，最高補助一萬元。

注意事項

定機關認定符合規定，核發關懷救助金 1 至 3 萬元。

3. 災害救助
遭受風災、火災、震災等天然災害影響生活者，戶內人口死

1. 以同一救助事由申請急難每一年度最多 2 次為限，且第 2
次於申請救助獲准 2 個月後始得再行提出申請，並須重
新檢附相關證明檔案。
2. 本項救助之申請人得為本人，配偶、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母、監護人及村里長。

亡補助 20 萬元、失蹤補助 20 萬元、重傷補助 10 萬元。房
屋損壞者，戶內每人補助 2 萬元，每戶至多 10 萬元。

申請資格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新竹市的市民，因遭逢重大變故（如家庭
成員死亡、財產遭凍結、工作人口生病、失蹤或入獄……等）
而使生活陷入困難者，於事件發生三個月內，皆可提出申請。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202

洽詢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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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03-5152525#201

應備文件
急難救助申請表、身分證、戶籍謄本、以及以下相關證明文
件：死亡證明、醫院診斷證明、相關費用收據 / 單據正本、

香山 03-5372472

非自願性失業證明、強制執行相關文件、或帳戶凍結相關文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03-5216121#23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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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03-5218231#312

洽詢

北區 03-5152525#312

電話

香山 03-5307105#308

國民年金 原
- 住民給付

本市急難救助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政課

申請資格及條件
在國內設有戶籍之原住民，年滿 55 歲至未滿 65 歲。

申請應準備文件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3. 存摺封面影本。
4. 私章。
5. 土地屬於尚未徵收及補償的公共設施保留地要扣除土地
公告現值時，另須檢附市政府建管單位或區公所出具的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或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以
及稅捐稽徵機關核發的個人「歸戶財產查詢資料」清單。
6. 土地屬於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要扣除公告
現值時，須另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的個人「歸戶財產
查詢資料」清單、土地登記謄本 ( 可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
如果該筆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原住民保留地如屬於都市計
畫內的土地，另向市政府建管單位或區公所，申請「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
以上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值，以評
定標準價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扣除之：
1. 土地之部分或全部被依法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且因政
府財務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地主之因素而尚未徵收及補償
者。
2. 屬個人所有之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者。但其土地公告現
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合計得扣除額度以新臺幣 400 萬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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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每月新臺幣 3,772 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新竹市辦事處
(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42 號 )

洽詢

03-5223436

電話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原住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補助

國民年金 原
- 住民給付

3.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

申請資格及條件
1. 凡符合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第 6 類第 2 目（受補助對象及
其扶養人皆無職業）之保險對象資格，且年齡未滿 20 歲
及年滿 55 歲以上之原住民。
2. 設籍蘭嶼鄉投保第 2 類（職業工會會員）、第 3 類（農、
漁水利會會員），第 6 類第 2 目之原住民。

申請應準備文件
目前已在保者，不須另外提出申請；若屬中斷投保或從未加
保者，須準備應備文件向申請單位提出申請：
1. 印章。
2. 戶口名簿。

補助金額
補助對象之健保費自付額部分全額補助。

本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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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北區 03-5152525

電話

香山 03-53071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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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各職類之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並取得勞動部核發甲、
乙、丙級或單一級技術士證照之原住民。

申請應準備文件
1. 申請表。

免費求職專線 0800-066-995。
原住民族人力資源網
( 網址：iwork.apc.gov.tw)

原民會諮詢專線

2. 技術士證照正、反面影本 1 份。

(02)8995-3456#3176、3182、3187、3184

3.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1 份。

申請時間

洽詢

新竹就業中心 ( 新竹市北區光華東街 56 號 )

電話

03-5343011

以證照所載生效日起 1 年內提出。

1. 甲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6 萬元。
2. 乙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1 萬元。

4. 取得單一級證照者比照上述標準發給。
5. 每人每級申請 1 次為限，單一級者亦同。

就業促進關懷服務

獎勵金額

3. 丙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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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就業服務

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獎勵金

申請資格及條件

申請資格或條件
針對失業或轉業民眾。

申請時間
隨到隨辦。

洽詢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洽詢

勞工處就業服務科

電話

03-5216121#562

電話

03-5324900#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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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年滿 15 歲以上原住民均可參加本市委託辦理的職前訓練。

申請時間
依承訓單位公布日期。

申請方式
符合參訓者可請領失業者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當年度
政 府 公 告 最 低 工 資 的 60%；110 年 1 月 1 日 起 最 低 工 資
24,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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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勞工處就業服務科

電話

03-5324900#56

新竹市政府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

失業者職業訓練

申請資格或條件

申請資格或條件
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業者，因就業場所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
上原因而致職業災害，造成死亡或傷、病有住院 7 日以上事
實者。

申請時間
職業災害發生日起 3 個月內申請。

補助金額
1. 死亡：2 萬元
2. 住院 7 日以上：5,000 元

洽詢

勞工處動條件科

電話

03-5324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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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法律扶助

申請資格及條件
以申請時具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扶助項目

洽詢
電話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
0800-585-880、03-5259882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105 號

1. 法律諮詢。
2. 調解、和解之代理。
3. 法律文件撰擬。
4. 訴訟、非訟或仲裁之代理、辯護或輔佐。
5. 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及具有特殊情況者，得予專
案扶助。

如何申請
直接向法律扶助基金會提出申請，撥打 0800-585-880，並
備妥下列文件：
1. 申請書。
2. 身分證明或代理人證明文件。
3. 戶口名簿。
4. 申請人之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及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 以上 2 份清單需向國稅局申請 )，或其他
資力證明文件。
5. 相關訴訟案件的資料。
6. 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扶助之切結書。
7. 如有前點之情形者，應檢附具全體申請人同意選任特定
人進行申請之書面資料。
58

59

新竹市政府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預約登記時間：每場次預約 6 位，限新竹市市民。
每日上班時間 (8：00-12：00；13：00-17：00)

服務時間
1. 週三上午 9：30 － 11：30
2. 週四下午 2：00 － 4：00
3. 週四晚上 7：00 － 9：00
現場登記時間：接受現場民眾登記 6 位
1. 週三上午 9：00
2. 週四下午 1：30

• 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

3. 週四晚間 6：30 起

•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服務地點

•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本府一樓服務中心 ( 電話 03-5216121#425)，新竹市中正路

• 原住民經濟產業及青年創業貸款

•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120 號。

服務方式：親自面談。
※ 若已進行法律訴訟案件敬請主動告知預約登記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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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建設福利

預約

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電話

03-5216121#232

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

申請資格及條件

7. 修繕住宅所需之工程、材料、工資等估價單。

1. 年滿 20 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

申請時間

2. 由房屋所有權人或具原住民身分之配偶申請。

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

建購住宅

申請單位

1. 建購住宅未逾 2 年，且不曾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補助者。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2. 房屋登記原因應以興建（第 1 次登記）、買賣（拍賣）

補助金額

取得，確實自用居住者。

修繕住宅

1. 建購住宅：每戶補助 22 萬元。
2. 修繕住宅：每戶最多補助 11 萬元。

1. 自用住宅屋齡超過 7 年。
2. 近 5 年不曾接受政府其他住宅補助。
本市各區公所

申請應備文件
1. 申請人同一址之全戶戶口名簿 ( 影本 )，並須經執行單位

東區 03-5218231#202
北區 03-5152525#201

確認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機關名稱及承辦人署

洽詢

香山 03-5372472

名。

電話

民政處原住民事務科

2. 全戶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各 2 份（或檢附中低收入戶

03-5216121#231

證明）。
3. 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
4. 未獲政府其他住宅補助切結書。
5. 入帳銀行存摺之封面影本。
6. 住宅照片（顯示門牌、室內居住狀況及欲申請修繕住宅
補助之修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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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或「修繕住
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之規定，且具原
住民身分（加分條件）。

申請時間
以內政部營建署公告為準，預計每年 7 月份公告。

補助金額
1.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 210 萬元，郵儲
利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存款額度未達 500
萬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 0.533%。
2.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 80 萬元，郵儲利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申請資格或條件

申請資格或條件
1. 具原住民身分。
2. 月平均所得小於 43,358 元。
3. 戶籍在新竹市。
4. 於新竹市及新竹縣無自有住宅。

申請時間
第二期計畫申請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預計 110 年 9 月 1 日
起為第三期計畫，計畫內容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告為準。

補助金額
每月補助該租金之 22.5％，同一租案至多補助三年。

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存款額度未達 500 萬
元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 0.533%。
3. 租金補貼：單身且未滿 40 歲者每月最高 3,200 元，單身
40 歲以上者，或非單身者每戶每月最高 4,000 元。

洽詢

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

電話

03-5285160

以上各項補貼金額及申請時間仍以每年內政部營建署公告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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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都市發展處都市更新科

電話

03-528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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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 20 歲至 65 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並無信用不良紀
錄者。

貸款利率
依「郵儲 2 年期定期儲金動利率」浮動計息。
1. 生產用途：郵儲利率加碼 0.125%。
2. 消費與週轉用途：郵儲利率加碼 0.625%。

貸款額度
申請人及其配偶申請本貸款之獲貸金額應合併計算，最高以
30 萬元為限。
1. 生產用途：最高 30 萬元。
2. 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 20 萬元。
3. 具軍公教人員身分者：最高 15 萬元。

貸款對象
1. 經濟產業：年滿 20 歲至 65 歲本國籍之原住民，於申請
本貸款前 3 年內曾參加本貸款要點列舉單位所舉辦之創
業輔導課程或創業相關活動至少 20 小時或 2 學分以上並
有經營事實者。
2. 青年創業貸款：年滿 20 歲至 45 歲之本國籍之原住民，
於申請本貸款前 3 年內曾參加本貸款要點列舉單位所舉
辦之創業輔導課程或創業相關活動至少 20 小時或 2 學分
以上者，於事業籌設期間至依法完成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或立案後 8 個月內者。

貸款額度
1. 小規模商業：50 萬元
2. 農作物、林業、水產養殖、漁撈及畜牧類生產：週轉金
100 萬元，資本支出 300 萬元。
3.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立案或從事各項靠行、連鎖、
加盟事業者：週轉金 300 萬元，資本支出 1200 萬元。

受理地點

4. 原住民合作社：300 萬元。

臺灣土地銀行（全國 37 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全國 41
家）、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全國 125 家 ) 及農會（全國 2 家）。
有貸款需求的族人，可於經辦機構營業時間內，檢具相關文
件，親自前往戶籍地或事業所在地之經辦金融機構辦理申請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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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經濟產業及青年創業貸款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

貸款對象

5. 青年創業準備金及開辦費：200 萬元。

貸款利率
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125%
機動計息。

洽詢

原民會金融輔導員

貸款期限

電話

03-5518101#5620、0905-308682

資本支出：最長 15 年，含寬限期最長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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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經濟產業及青年創業貸款

其餘用途：最長 7 年，含寬限期最長 1 年。

擔保方式
1. 申請本貸款之借款人應供十足擔保品；無則應覓具殷實
連帶保證人 2 人。
2. 申貸本貸款之歸戶金額於 100 萬元以下者，或曾獲原民
會、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或其他政府專案計畫所輔導
培育之企業，且申貸本貸款之歸戶金額於 200 萬以下者，
得免供擔保。

銀髮照顧福利

洽詢

原民會金融輔導員

• 長者免費裝置全口活動假牙

電話

03-5518101#5620、0905-308682

• 新竹市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
• 預防老人走失手鍊
• 安老津貼
• 重陽敬老禮金
•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 敬老卡免費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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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免費裝置全口活動假牙

申請資格
1. 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前設籍新竹市。
2. 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民，符合國民年金給付標準。
3. 上顎及下顎自然齒共 6 顆 ( 含 ) 以下。

院所。
3. 合格者至合約牙醫醫療院所進行製作安裝。
請注意
若在申請補助前完成假牙裝置，是無法申請補助的喔！

4. 凡符合或曾接受本市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計畫者，不
予補助。
5. 每人終身僅補助 1 次。

洽詢

衛生局國民健康科 03-5355515

電話

諮詢專線 1999

補助金額
1. 全口活動假牙裝置費 4 萬元。
2. 口腔檢查評估費：個案每案補助 1,000 元。
3. 配件：
① . 活動床若有金屬骨架，每床補助 5,000 元。
② . 柱台齒配件每單顎不超過 5,000 元。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1. 至衛生局（國民健康科）中央路 241 號 10 樓申請。
2. 55 歲以上原住民：攜帶身分證、最新戶籍資料 ( 含詳細
遷徙紀錄證明 )、國民年金存摺、印章。

評估方式
1. 持申請單至合約牙醫醫療院所評估，經評估後送術前診
治計畫書至衛生局。
2. 衛生局召開審查小組會議，會議結果通知合約牙醫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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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新竹市 55 歲以上之原住民長者。

申請方式
攜帶健保卡及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至健保特約牙科
醫院 ( 診所 ) 申請。

申請地點
本市特約牙科醫療院所。

預防老人走失手鍊

新竹市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

申請資格

免費提供長者防走失手鍊，手鍊上鑲有編號，透過 24 小時
之協尋，迅速找到走失長者，以維護其人身安全。

申請資格
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罹患失智症、智能障礙、精神異
常、有走失傾向或曾走失過之老人。

洽詢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電話

03-5352386#205

審核單位
新竹市政府。

製作假牙
本市特約牙科醫療院所。

補助金額
每人最高補助 三萬元。

注意事項
具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族人，已申請衛生福利部「中低
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或其他政府機關所辦假牙
補助者，不得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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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新竹市政府原住民事務科

電話

03-5216121 #231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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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津貼

津貼金額
1. 年滿 65 歲以上，符合設籍及排富等相關條件，每月可領
取 3,000 元。
2. 年滿 100 歲以上者，每月 8,000 元。

申請資格
凡於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前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年滿 65 歲
以上，且無下列條件者：
1. 現職軍公教及公營事業職員工。
2. 領取月退休（伍、職）金之軍公教（職）、政務人員及
公營事業人員。
3. 民國 69 年 1 月 1 日 ( 含假日 ) 以後領政府編列預算發給
之 1 次退休金之軍公教及公營事業職員工，所領退休金
未超過新台幣 150 萬元者及年滿 100 歲長者不在此限。
4. 領有榮民就養給與者。
5. 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者。

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
得扣除之：
① .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
② .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
路。
③ .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古蹟。
④ . 保存用地、墳墓用地及水利用地。
⑤ . 祭祀公業解散後派下員由分割所得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
⑥ .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10. 已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生活補助或年滿一百歲
者，不受前述 (8) 及 (9) 之限制。

申請方式
申請人需檢具身分證、戶籍謄本、印章、郵局封面影本等資料，向戶
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政課提出申請。

6. 領有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者。
7. 最近一年居住國內未滿 183 日者。

新竹市區公所

8.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個人綜合得總額合計新

東區 03-5218231#304

台幣五十萬元以上者，惟保險給付不列入計算。
9. 個人所有之土地、房屋價值合計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但申請人原符合一百零一年資格，其所有土地及房屋未
增加，且每戶不動產總金額增加幅度未超過本市土地公

洽詢
電話

北區 03-5152525#310
香山 03-5307105#307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203

告現值調幅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九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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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1. 發放年度 10 月 1 日前設籍本市。
2. 發放年度 12 月 31 日前年滿 65 歲長者。

應備文件
1. 印章 。
2. 身分證。

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重陽敬老禮金

肯定長輩的貢獻，致贈重陽敬老禮金 2,000 元。

協助獨居老人裝置緊急救援系統，建立長輩居家時對外聯繫
之緊急管道。
1. 意外事件及緊急事件通報。
2. 救護車緊急救護通報。
3. 緊急事件聯絡人之通知。
4. 不活動狀態自主監控。
5. 護理師定期居家訪視及身體健康評量。
6. 健康問題及居家服務之諮詢與轉介。
7. 社會福利問題諮詢與轉介。
8. 生活輔具租借諮詢與轉介服務。

新竹市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310

洽詢
電話

北區 03-5152525#307

9. 代為安排看診交通工具。

補助內容

香山 03-5307105#308

中（低）收入戶由市府全額補助，一般戶由市府補助月租費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半額（每月自付 750 元）。

03-5352386#203

申請資格
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經評估有行動不便、罹患慢性疾
病或失能之獨居長輩 ( 不包含經評估不適合使用本系統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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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電話

03-535238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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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卡免費乘車

補助年滿 65 歲長輩每月 600 元搭乘公車客運。

補助方式
1. 每月補助 600 點（1 點相當 1 元），卡片於每月第 1 次使
用乘車時，電腦系統自動存點數，當月底 600 點沒用完
不能累積到次月，次月第 1 次使用乘車時，電腦系統再
自動存入次月的 600 點。
2. 可搭乘新竹、苗栗、中壢、國光、金牌及科技之星 83 路
線承德路－清華大學客運（以上皆不包含走國道高速公
路）。
3. 自 107 年 11 月擴大使用於香山游泳池、南寮溫水游泳池、
新科國民運動中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於 108 年 1 月開
放，國民運動中心使用項目限於游泳池及體適能館（僅
限健身房）。

在地區公所申請。

新竹市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303
北區 03-5152525#305
香山 03-5307105#305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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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 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 家庭暴力防治

設籍且實際居住於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之長者，至戶籍所

電話

•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申請方式

洽詢

其他福利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申請資格
1.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市民。
2. 原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當
年 公 布 最 低 生 活 費 者（110 年 1 月 1 日 起 標 準 為 13,288

2. 配偶。
3. 一親等直系血親。
4.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直系血親。
5. 前項三款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元）。
3. 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投資之平均每人每年未超過 75,000
新竹市各區公所

元。

東區 03-5218231#305

4. 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未逾 353 萬元者。

福利內容
1. 第一款每人每月 11,040 元。

北區 03-5152525#303

洽詢

香山 03-5307105#308

電話

社會處社會救助與老人福利科
03-5352386#203

2. 第二款每戶每月 6,358 元。
3. 高中職以上學生生活補助每月 6,358 元。
4. 兒童生活補助每月 2,802 元。

應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全戶郵局存摺封面及最近 3 個月之內頁影本。
3. 其他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心障礙證明、薪資證明、醫
師診斷證明書等。

注意事項
全家人口包含下列人員
1.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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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1. 每案 2 萬元。申請人於嬰兒出生、死產或自然流產後三
個月內，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2. 申請人須備妥以下文件：申請書、戶籍謄本、申請人郵

喪葬費補助
每案最高補助 3 萬元。申請人須準備申請表、戶籍謄本、死亡證明書、
喪葬收據、郵局或金融存帳戶封面影本、低收入戶證明。備妥文件後
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局存摺正面影本、嬰兒出生證明或妊娠 20 週以上之死產
或自然流產證明文件。
3. 每人 1 年最高補助 30 萬元整。

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額補助
健保自付額，以及部分負擔醫療費全額補助。核定身份後即
可提出。

新竹市各區公所
東區 03-5218231#305

洽詢

北區 03-5152525#303

電話

香山 03-5307105#308

醫療補助
1. 每案核准之補助項目，全額補助。申請人於出院或就醫
後 3 個月內，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2. 申請人須備妥以下文件：申請表、身分證影本、醫療院
所診斷證明書正本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自費明細表、
郵局或金融存帳戶封面影本、低收入戶證明。
3. 每人 1 年最高補助 30 萬元整。

看護費補助
每日最高補助 2,000 元，同年度最高補助 18 萬元整。申請
人須準備申請表、身分證影本、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
看護收據正本、看護身分證影本、看護課程完訓影本、郵局
或金融存帳戶封面影本、低收入戶證明。備妥文件後至戶籍
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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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歲以下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學雜費得部分減免。

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額補助
健保自付額、以及部分負擔醫療費補助 50%，核定身份後即
可提出。

醫療補助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中低收入戶福利服務

學雜費減免

生活補助
1. 列冊低收入戶為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
每月核發 8,836 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 5,065
元。
2. 列冊 2.5 倍以下者為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
每人每月核發 5,065 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
3,772 元。

社會保險與健康保險費用補助

1. 申 請 人 於 出 院 或 就 醫 後 三 個 月 內 超 過 3 萬 元， 補 助
80%。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2. 申請人須備妥以下文件：申請表、身分證影本、醫療院
所診斷證明書正本及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自費明細表、
郵局或金融存帳戶封面影本、低收入戶證明。
3. 每人 1 年最高補助 30 萬元整。

全額補助，中度補助自付保險費之 50%，輕度補助 25%。

輔助器具費用補助
列冊低收入戶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補助最
高補助金額，中低收入戶補助最高補助金額之 75%，一般戶

申請資格

補助最高補助金額之 50%。

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新竹市的市民，每位家庭成員平均分配所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得低於 19,932 元（110 年度標準），以及全家人口每人每年
存款本金及投資之平均未超過 112,500 元，以及全家人口所
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未逾 530 萬元，即可申請中低收入戶資

經市府轉介安置於市府簽約之合法立案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機
構，且未接受政府其他相同性質服務或補助者。

臨時照顧服務

格。

新竹市各區公所

洽詢

東區 03-5218231#306

電話

北區 03-5152525#304
香山 03-5307105#308

84

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之社會保險、全民健保自付保險費

身心障礙者可申請每日 12 小時以下的安全照顧、陪同就醫
等臨時照顧服務，同一年度同一個案以 240 小時為限。

早期療育個案療育及交通補助
1. 療育訓練費與交通補助費合併計算，一般戶每人每月最
85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高補助 4,000 元整，若為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其每月

新竹市各區公所

最高補助 6,000 元整。

東區 03-5218231#309

2. 補助標準如下：
① . 交通補助費用：已接受健保給付之治療或早期療育訓
練費者，每天最高補助交通費 200 元。
② . 療育補助費用：進行非健保給付之療育項目，依實核

北區 03-5152525#302

洽詢

香山 03-5307105#301

電話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
03-5352386#502

支。

身心障礙者鑑定
申請人向戶籍地區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前往鑑定機
構辦理鑑定，經鑑定符合身心障礙等級者，由社會處主動核
發身心障礙證明。因全癱無法自行下床，需 24 小時使用呼
吸器或維生設備、長期重度昏迷，無法前往鑑定機構辦理鑑
定者，可向衛生局提出申請，由鑑定機構指派醫師前往辦理
到宅鑑定。

應備文件
身分證、一年內一吋半身照片 3 張、印章。委託申請者，應
檢附委託書、受託人身分證及印章。

新竹市鑑定機構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國軍新竹醫院、馬偕醫院、國泰醫院、
南門醫院。
洽詢電話：03-535519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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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

子女生活津貼補助

訟費用最高補助 3 萬元。申請人須於事件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家庭暴力被害人之 15 歲以下（含）子女，每人每月 1,500 元，

醫療補助

至多六個月，同一個案以補助一次為限。

兒童托育津貼
家庭暴力被害人之 6 歲以下（含）子女就讀立案私立托教機
構子女者，每人每月 1,500 元，至多六個月，同一個案以補
助一次為限。

心理輔導費用補助
家庭暴力被害人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心理復健費
用，應於治療、諮商或輔導前申請補助時數，補助心理諮商
費用，每人每小時 1,200 元，每年最高補助 20 小時；配偶

因家庭暴力事件衍生之醫療費用 ( 不含健保已給付項目 )，最高補助
70%，每年並以 5 萬元為上限。

緊急生活費用補助
按當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用一倍為核發，每人每次最高補助三個月，
同一個案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請資格
設籍於新竹市之家庭暴力被害人，經評估有補助需求者，於事件發生
三個月內，得提出申請。

或家族諮商費，每人每小時 1,600 元，每年最高補助 12 小時。

律師費用補助
每案律師諮詢費最高補助 3,000 元、每審律師補助費最高 5
萬元、每次撰狀最高 8,000 元。申請人須於律師開立收據後

洽詢
電話

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
03-5352386#603、605

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房屋租金補助
家庭暴力被害人，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5,000 元（租金未達
5,000 元者，以實際租金金額補助），同一個案以補助一次
為限。於實際租屋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訴訟費用補助
每案第一審訴訟費用最高補助 2 萬元、每案第二或第三審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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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各級機關服務電話一覽表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移民署新竹市服務站

新竹市中華路三段12 號1樓、2樓

03-5243517
03-5247357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新竹市家庭教育中心

新竹市中央路241號7樓

412-8185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4
樓/15樓/16樓

02-89953456
02-89953457

新竹地方法院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265 號

03-6586123

新竹市議會

新竹市中正路122號

03-5213281

新竹市調查站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126 號

03-5386151
03-5388888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03-521612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新竹市民權路220 號8 樓

03-5153103

新竹市政府民政處原住民事
務科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03-5230883

中央健康保險署新竹市聯絡
辦公室

新竹市武陵路3 號

0800-030598
03-4339111

文化局

新竹市中央路109號

03-5319756

勞保局新竹市辦事處

新竹市南大路42 號

03-5223436

環保局

新竹市海濱路240 號

03-5368920

中華電信新竹服務中心

新竹市中正路105 號

03-5212429
0800-080123

衛生局

新竹市中央路241 號10-12 樓

03-5355191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
處

新竹市博愛街1 號

03-5712140-2

警察局

新竹市中山路1 號

03-5224168

台灣電力新竹區營業處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400 號

03-5230121
1911(免付費專線)

消防局

新竹市西大路679 號

03-5229508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新竹
服務中心

新竹市北大路52 號

03-5359669-72

稅務局

新竹市中央路112 號

03-5225161
0800-000321

新竹市監理站

新竹市自由路10 號

03-532710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

新竹市中央路112 號6 樓
新竹市北大路90-2 號

03-5336060
0800-000321

新竹市就業中心

新竹市光華東街56 號

03-5343011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新竹市光華東街60 號

03-5325121

新竹科學園區就業服務臺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一路六號

03-5774677

新竹郵局總局

新竹市武昌街81 號

03-5261151

新竹林區管理處

新竹市中山路2 號

03-522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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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各級機關服務電話一覽表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北區衛生所

新竹市國華街69 號1樓

03-5353969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香山衛生所

新竹市育德街188號1樓

03-5388109

新竹區漁會

新竹市東大路四段315 號

03-5362216
03-5362218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42 巷25 號

03-5326151

新竹市農會

新竹市中山路598 號

03-5386143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678 號

03-5278999

新竹榮民服務處

新竹市建功二路61 號

03-5750666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90 號

03-5166868
03-6119595

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新竹市中正路120 號

03-5255201

新竹南門綜合醫院

新竹市林森路20 號

03-5261122#66

新竹市農產運銷公司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411 號

03-5336141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新竹市武陵路3 號

03-5348181

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新竹市西濱路一段440 號

03-5367228

東區區公所

新竹市民族路40 號

03-5218231

北區區公所

新竹市國華街69 號3 樓

03-5152525

香山區公所

新竹市育德街188號3 樓

03-5307105

東區戶政事務所

新竹市民族路40 號之1

03-5226020
03-5226050

北區戶政事務所

新竹市國華街69 號2 樓

03-5152020

香山戶政事務所

新竹市育德街188號2 樓

03-5388639

東區衛生所

新竹市民族路40 號之 2

03-523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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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聯絡資訊
機關名稱

地址

新竹市第 10 屆議員聯絡資訊
電話

婦女社區大學

新竹市民族路33 號
( 東門國小內)

03-5256181

青草湖社區大學

新竹市北大路466 號8 樓

03-5309061

科學城社區大學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12 號
( 光武國中內)

03-6663477

樂齡學習中心聯絡資訊
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香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元培街262 號

吳春生主任
0921456887
0937991709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湳中街12 號
新竹市武陵路111-1 號

03-5354760

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6 號B1

03-5335072

新移民學習中心
機關名稱

新竹市新移民學習中心

94

地址

新竹市大庄路48 號( 大庄國小內)

電話
03-5384035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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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通訊錄
姓名

96

常用通訊錄
地址

電話

姓名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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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通訊錄
姓名

98

常用通訊錄
地址

電話

姓名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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