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兒童或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專業詢問與鑑定服務」－早

鑑服務

心理師、諮商師、社

工師、醫師、檢察官
依個案需求安排

臺北市家防中心

02-2361-5295*670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兒童或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專業詢問與鑑定服務」－專

家訊問

心理師、諮商師、社

工師、醫師
依個案需求安排

臺北市家防中心

02-2361-5295*670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兒童或心智障礙性侵害案件專業詢問與鑑定服務」－兒

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司法訪談訓練課程（NICHD）

心理師、諮商師、社

工師、醫師
依個案需求安排

臺北市家防中心

02-2361-5295*6703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規定，刑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

696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新北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2)8965-3359分機2303、

2306、2309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新北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暨新北市政府社會局辦

理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身心障礙者涉訟或須作證之

法律協助實施計畫(如附件)規定辦理，提供精神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之身心障礙者涉訟，由本局向法院聲請指派社

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2-29603456#3820、3767

提供心智障礙者陪同應訊之專業人員服務及其他支持性措施資源表

臺北市政府

新北市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理「桃園市身心障礙者社

區資源中心」

1.東區：財團法人陽光社

會福利基金會

2.西區：中華民國微光社

會福利協會

3.南區：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福利基金會桃園市分事

務所

4.北區：財團法人台灣省

私立啟智技藝訓練中心

僅針對開案服務中之身心障礙者提供陪同出庭服務，並依

據身權法第84條倘涉及刑事案件，由主責社工陪同擔任輔

佐人。
社會工作員

工作日：周一至周

五8時至17時30分

東區：03-4024081

西區：03-3193219

南區：03-4947341

北區：03-3686020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桃園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一、訊前訪視、陪同偵訊、開庭：

(一)被害人年齡：

1.未成年心智障礙者：本中心會予派員至現場評估減述需

求、陪同筆錄及開庭等服務。

2.成年心智障礙者：

(1)臨時性通知筆錄案件，會視是否有可協助之人(親友)

在場、被害人之身心狀況評估派員。

(2)已服務中之案件，社工皆會陪同相關司法程序，除非

被害人拒絕陪同。

(二)特教人士陪同服務：本中心有建置通譯人員名單，社

工員會依被害人之狀況，評估結合本市特教人士或被害人

熟識之特教老師共同協助。

一、社會工作員

二、社工媒合之特教

人員資源

一、社工員：24小

時。

二、特教人士：依

特教人士可配合之

時間為主。

1.上班時間：

03-332-2111分機9，請總機轉

性侵害保護組當日值班人員

2.非上班時間值班手機：0932-

100173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1條（監護案）

社團法人台灣福田社會福

利發展協會

經法院裁定確定由桃園市政府或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監護

(輔助)人，且年滿20歲以上之成年人，含身心障礙者及老

人案件。協助照顧及醫療安排、協助財產管理、關懷訪視

及其他必要服務。（身權法第81條第3項）

社會工作員
工作日：周一至周

五8時至17時
03-3555571

桃園市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中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臺中市兒童或

心智障礙者之性侵害案件

專業團隊鑑定計畫

1.服務內容：本市為協助兒童及心智障礙者之性侵害被害

人完整呈現事實真相，使被害人（訊）問筆錄能符合真實

及客觀，特結合專業醫師加入案件之偵查並協助詢（訊）

問，共同就被害人之身心狀況、認知、表達、陳述能力及

證詞之可信度等進行充分瞭解，以利偵查之進行。

2.適用對象：10歲以下之兒童或（疑似）領有證明之中、

重度心智障礙者（不限年齡）。

3.評估指標：

(1) 無法完整表述案情能力者（必要條件）

(2) 10歲以下之兒童。

(3) （疑似）領有證明之中、重度心智障礙者（不限年

齡）。

(4) 因性侵害案件致嚴重身心創傷者。

4.評估流程：由社政與警政共同評估，報請檢察官指示是

否進入本計畫。

目前合作醫院：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光田綜合醫院及臺中

榮民總醫院共計3家。

專業團隊成員：包含

檢察、警政、精神科

醫師、心理師、社工

人員及專業人士等。

依個案需求調整 04-22289111分機38984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衛生福利部-性侵害司法

訪談專業人士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五條之一，針對兒童或心智障

礙之性侵害被害人在司法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

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

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

本市目前計有10名專

業人士，包含精神科

醫師、特教學校教

師、心理師及社工師

等。

依個案需求調整
請參閱衛生福利部-性侵害司法

訪談專業人士資料庫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規定，刑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4-22289111轉身心障礙福利科

一般諮詢
 社團法人台南市癲癇之友

協會

1.社會教育 2.福利爭取

3.戶外聯誼 4.諮詢轉介

5.心理輔導 6.個案工作

7.社會活動 8.刊物出版

廖佳怡社工員 09:00-17:00 06-235025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南市政府家庭暴力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6-298-8995

臺中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規定，刑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6-2991111轉身障科

06-6322231轉身障科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

察隊

提供專業人士陪同服務：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

規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

，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

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

本市配置30名專業人士，提供心智障礙者應訊陪同服務。

本市30名專業人士，

包含諮商心理師、社

工師、精神科醫師。

配合心智障礙者應

訊時間提供服務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07-271-6658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高雄市政府家庭暴力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1.提供專業人士陪同服務：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

條規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

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

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

問。本市配置30名專業人士，提供心智障礙者應訊陪同服

務。

本市30名專業人士，

包含諮商心理師、社

工師、精神科醫師。

配合心智障礙者應

訊時間提供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暴力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07-535-5920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高雄市政府家庭暴力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2.辦理性侵害案件專業團隊早期鑑定模式：由醫療院所精

神科專業人員，針對幼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案件被害人

進行早期鑑定，協助被害人製作警詢筆錄，鑑定被害人再

受到性侵害後的立即創傷反應及被害人智力狀況、表達能

力與證詞之可信度等等，並提出鑑定報告，以維護被害人

司法權益。

醫療院所精神科專業

人員，包含臨床心理

師、社工師、精神科

醫師。

配合心智障礙者應

訊時間提供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暴力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07-535-5920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高雄市政府家庭暴力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3.辦理性侵害案件多元專家協助方案計畫： 邀請國內性

侵害犯罪防治之學術或實務上臨床精神科醫師、臨床及諮

商心理師、特殊教育老師、社會工作師之專家，並召集成

為家防中心中心專家協助之人才，運用專家提供被害人身

心狀態及鑑定評估，專家依據評估面向撰寫處遇報告，作

為司法偵訊證據能力參考或提供個管社工後續處遇執行依

據。

國內性侵害犯罪防治

之學術或實務上臨床

精神科醫師、臨床及

諮商心理師、特殊教

育老師、社會工作

師。

配合心智障礙者時

間提供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暴力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07-535-5920

高雄市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

之家

提供社工人員擔任輔佐人服務：依據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

第84條，法院或檢察機關於訴訟程序實施過程，身心障礙

者涉訟或須作證時，應就其障礙類別之特別需要，提供必

要之協助。

另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精

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得聲請法院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無障礙之家主責身心

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

案管理服務專業社工

人員4名。

配合精神或心智障

礙者訴訟時間提供

服務(依法院來函辦

理)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07-815-1500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基隆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2-2420-1122分機2205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基隆市政府社會處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規定，刑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2-2420-1122

/ 基隆律師公會
義務律師法律諮詢、解答疑義、訴訟輔導(現場服務，地

址:基隆市東信路一七六號
律師

週一、三下午2時至

5時

採現場服務，地址:基隆市東信

路一七六號

/ 基隆市政府
義務律師法律諮詢、解答疑義(現場服務，地址:基隆市義

一路1號基隆市政府1樓聯合服務中心)
律師

週一～週五上午

9:30-11:30，下午

2:30-4:30

02-2420-1122轉1213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身心障

礙福利科

1.成人身保案陪同應訊

2.社區中個管案陪同應訊

3.機構內個案陪同應訊

1.身保社工

2.個管社工

3.教保人員

1. 全天24小時

2. 上班時間

8:00~17:00

3.上班時間

8:00~17:00

03-5351215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新竹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3-535-2386

新竹縣政府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

條

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社工暨

保護服務科
身心障礙者同時為本府保護個案陪同偵訊服務

(1)性侵害保護個案：

性侵害保護社工

(2)非性侵害保護個案

且未滿18歲：兒少保

護社工

(3)非性侵害保護個案

且已滿18歲：身心障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

間08:00-17:00
03-5518101分機3150(代表號)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苗栗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

務科
性侵害案件司法陪同及應訊 社會工作員(師) 全天候

037-360995;夜間及假日值勤電

話0934109185

基隆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苗栗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條規定，刑事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聲請法院同意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37-322150轉社會處身障服務

科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身心障

礙福利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及刑事訴訟法提供必要之輔佐

陪同偵訊(以接案社工、督導評估認定)

本府社會處身心障礙

福利科社工師(員)

上班日時間(08:00-

17:30)
04-7532304 謝社工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

務科

依據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

項，陪同未滿18歲及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進行訊前訪

視及減述作業評估

本府社會處保護服務

科社工師(員)

全年度，無特定時

段，依案件需求提

供協助。

04-7261113*242張社工

家暴陪同出庭
彰化縣政府駐台灣彰化地

方法院家暴服務處

一、服務對象:

彰化地區遭受家庭暴力之被害人。

二、服務內容

1、一般諮詢、情緒支持與輔導諮詢 。

2、安全計畫討論 。

3、提供保護令出庭服務。

4、相關法律服務諮詢。

5、福利資源提供與轉介。

6、心理諮商駐點服務(婚姻、個人、親屬關係)。

1、社工師2、心理諮

商駐點服務由心理諮

商師提供服務

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00

04-8343171 分機1040、1041、

1042

苗栗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家事事件陪同出庭
彰化縣政府駐台灣彰化地

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

一、服務對象:

1、彰化地區家事案件當事人 。

2、家事事件法受扶助對象(未成年人)。

二、服務內容

1、一般諮詢、情緒支持與輔導諮詢 。

2、安全計畫討論 。

3、提供出庭服務。

4、相關法律服務諮詢。

5、福利資源提供與轉介

6、心理諮商駐點服務(針對未成黏人) 。

7、親子非訟事件未成年子女監督會面交往服務 。

8、個別親職教育9、親職教育課程辦理。

1、社工師2、心理諮

商駐點服務由心理諮

商師提供服務

週一至週五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00

監督會面交往服務

時間視案件狀況而

定

04-8343171 分機1040、1043、

1045、1046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勞動

處-社會福利科

1.個案遇有涉訟需要陪同出庭應訊，依照法院或檢察機關

來文辦理。

2.個案若為本府開案服務之身心障礙（老人）保護個案，

則依需求擔任個案之輔佐人或特別代理人。

社工
依照法院來文指定

之出庭時間。
049-2243985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南投縣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工人員 請洽單位 049-222-2106~9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雲林縣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工人員 請洽單位 05-552-2560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社會處身心障礙福利科 諮詢服務、必要之陪同偵訊(以接案社工、督導評估認定) 社工員(師)

上班日時間(08:00-

17:00)
5522618

/ 社團法人雲林縣啟智協會 諮詢服務、必要之陪同偵訊(以該單位評估認定) 社工員(師)
上班日時間(08:00-

17:00)
5571311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諮詢）身心障礙者有關之權益維護、福利服務監督及輔

導等事項。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30分 05-2254321#156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嘉義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5-225-4321分機121 05-225-

3850

/

嘉義市身心障礙綜合園

區-再耕園(委由戴德森醫

療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辦理)

（諮詢）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推動事宜；該民間單位專業

人力，為本府或中央補助及委辦推動相關福利服務方案之

專業人員。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30分 05-2852698

雲林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

金會

（諮詢）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推動事宜；該民間單位專業

人力，為本府或中央補助及委辦推動相關福利服務方案之

專業人員。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 05-2843233

/ 社團法人嘉義市啟智協會
（諮詢）智障者福利服務；該民間單位專業人力，為本府

或中央補助及委辦推動相關福利服務方案之專業人員。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 05-2779139

/
社團法人嘉義市關懷自閉

症協會

（諮詢）自閉症相關福利及諮詢；該民間單位專業人力，

為本府或中央補助及委辦推動相關福利服務方案之專業人

員。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 05-2842090

/
社團法人嘉義市心康復之

友協會

（諮詢）精神康復者相關福利及諮詢；該民間單位專業人

力，為本府或中央政策補助及委辦推動相關服務之專業人

員。

社會工作員 8時至17時 05-2762270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社會工作科

1.陪同妨礙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接受司法詢(訊)問。

2.陪同心智障礙家暴被害人出庭服務。

3.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減少重複陳述評估。

社會工作員（師）
配合個案接受詢

(訊)問時間
05-3620900#3303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身心障礙福利科

本科依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第84條配合法院指派陪同應

訊。
社會工作員 配合法院指定時間 05-3620900#2208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不論是訪視或筆錄偵訊，會談及訊問內容皆應由主管機關

（社會處或警察局）為主，專業人員則為輔佐之角色，協

助訪談及情緒安撫。

特教資源中心人員、

轄內特殊教育教師

無固定服務時段，

需與媒合人員確認

是否可行。

08-737178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屏東縣家庭暴力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8-732-0415

嘉義市政府

嘉義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宜蘭縣政府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

條

宜蘭縣政府社會處

1、提供保護服務：

確認人身安全、擬訂安全計畫、聲請保護令、協助安置機

構、必要時召開家屬協調會、陪同偵訊出庭…等。

2、福利諮詢服務：

受理通報轉介，並提供有關工作、醫療、照顧、教育、生

活扶助及其他相關福利諮詢服務。

3、需求評估：

以訪談進行多面向需求評估，協助連結相關資源，並與身

心障礙者及其家屬討論量身訂做的服務。

4、支持服務：

辦理身心障礙者相關宣導，並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

5、追蹤輔導：

定期追蹤身心障礙者資源使用情形，提供支持與關懷。

社會工作員

每周一至周五上班

時段(上午08:00-

12:00下午13:00-

17:00)

03-9328822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社會處社會福利科

1.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本縣之身心障礙者面臨刑事案件

(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偵訊或審理程序時，因精神或心智

缺陷無法完全陳述，且無適當之親屬協助之，恐致權益受

損者。

2.服務內容：若無親屬或適當人選陪同者，運用法律扶助

基金會「檢警第一次偵訊律師陪同到場專案」、通報本府

評估指派社工員協助陪同，或由法院指派擔任輔佐人等。

社會工作員

週一至週五

08:00-12:00、

13L30-17:30

03-8239897、03-8227171分機

348、384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花蓮縣家庭暴力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 請洽單位 03-824-6846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臺東縣家庭暴力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

依據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辦理陪同偵

訊、陪同出庭
社會工作員(師) 請洽單位 089-320-172分機54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第84條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會福

利科

1.提供身心障礙者涉訟或作證之協助

2.身權法第84條: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擔任輔佐人。
社會工作員(師)

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30-17:00。

電話:089-340720#121

傳真:089-340643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
社會處社會福利科 身心障礙保護業務及相關服務 社會工作員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至12:00

下午13:30至17:30

06-9274400*531、247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

法

澎湖縣身心障礙生涯轉銜

暨個案管理中心
身心障礙個案管理服務 社會工作員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08:00至12:00

下午13:30至17:30

06-9270901

澎湖縣政府

花蓮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縣市 服務法源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提供服務者 服務時段 聯絡電話

金門縣政府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

條

金門縣政府 陪同應訊 社會工作師(員)
早上八點-下午五點

三十分
082-318823*67510

連江縣政府

家庭暴力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第84

條

衛生福利局 陪同就醫、驗傷、筆錄、應訊等 社會工作員 上班時間 0836-25022

全國 法律扶助法 財團法人法律扶助基金會
訴訟代理（打官司）、撰寫法律書狀、協助調解法律糾紛

及檢警偵訊律師陪訊
律師 請洽單位

412-8518（市話請直撥，手機

加02）

#轉2，洽電話法律諮詢中心

#轉3，洽法扶各地鄰近分會

https://www.laf.org.tw/inde

x.php?action=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