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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楠梓公托中心開幕　陳菊喊話盼年輕夫妻多生點



記者潘姿瑛／高雄報導

楠梓公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中心今（14）日開幕啟用，高雄市長陳菊表

示，第17處公共托嬰中心運用原宏昌等六里聯合活動中心3樓之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場地，申請中央補助與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經費整修設置，為提

供更多優質社會福利，市府持續活用閒置空間提供托嬰、托老服務，也盼年

輕夫妻多生育。

陳菊指出，楠梓區人口快速增長，目前未滿2歲幼兒全市排名第4，而台灣

已面臨少子化危機，為鼓勵年輕夫妻生養子女、安心就業，市府活用閒置空

間，委由嘉南藥理大學營運，提供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服務，包括幼兒照

顧、膳食營養及家庭經營諮詢，並提供兒童健康照顧等服務，中心收托40

名設籍高市之滿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期盼給予育兒家庭最大支持，減輕家

庭負擔。

陳菊表示，托嬰中心聘請專業托育人員與護理人員，每月僅收9,000元，並

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及提供10%名額予雙（多）胞胎或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

庭，以支持多子女家庭。

楠梓育兒資源中心免費提供6歲以下兒童家庭親子共同使用，設有嬰幼兒爬

行區、彩繪塗鴉區、親子共讀區、操作區及開放式廚房，提供教遊具與圖書

繪本，引導孩子動手操作體驗以增進適齡發展，提倡親子互動「共學、共

玩、共讀」，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學習同樂；另提供育兒指導、諮詢、親職

教育活動，歡迎民眾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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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第17處公共托嬰中心、育兒資源中心
 

TNN台灣地方新聞／記者 玉女／更新日期: 20160714 19:07:35 
圖片來源：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提供

 

【記者 江文賓 / 玉女 報導】高雄市第17處公共托嬰中

心、育兒資源中心，14日上午在楠梓區宏昌等六里聯

合活動中心舉辦開幕活動，市長陳菊、社會局長姚雨

靜、嘉南藥理大學校長陳銘田、各界貴賓及楠梓區地

方人士、小朋友及家長，在老人活動中心長輩與幼兒

園孩子們的表演中，共同歡慶楠梓區優質育兒服務園

地成立。 

陳菊市長表示，市府致力營造友善育兒環境、支持家庭育兒，自101年起積極

規劃設置公共托嬰中心、育兒資源中心，楠梓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為

第17處，運用原位於宏昌等六里聯合活動中心3樓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場地，

申請中央補助與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經費整修設置。該中心鄰近加工區，

年輕家庭多，育兒需求殷切，由社會局委託嘉南藥理大學承辦，該校運用幼兒

照顧、膳食營養及家庭經營專業，以承辦路竹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實

務經驗，提供兒童健康照顧之優質服務，協助家長強化育兒能量，給予育兒家

庭最大支持。

高雄市有17處育兒資源中心為全國最多，每家各有特色，深獲照顧6歲以下兒

童之家長與祖父母喜愛、經常使用，至106年將增設至20處。「楠梓育兒資源

中心」開放時間為每週二至週日，免費提供6歲以下兒童家庭親子共同使用，

入口設計3D彩繪牆面，以激發兒童探索、冒險動力，內部設置嬰幼兒爬行

區、彩繪塗鴉區、親子共讀區、操作區及開放式廚房，提供教遊具與圖書繪

本，重視引導孩子動手操作體驗以增進適齡發展，提倡親子互動「共學、共

玩、共讀」，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學習同樂，將與2樓老人活動中心合作，辦

理祖孫共融活動。另辦理育兒指導、諮詢、親職教育、親子活動，使兒童照顧

者能交流育兒經驗、獲得更完善的育兒資源與支持服務，歡迎民眾多加運用。

公共托嬰中心活動空間皆採臨窗設計，讓兒童能倘佯在煦煦陽光的溫暖中成長

生活，設施設備採高規格衛生安全照護標準，使用無毒、抗菌、防蟎等建材及

器具，並依兒童發展需求分齡分班，托育照顧與課程採適性規劃，鼓勵孩子經

由生活體驗、實體操作學習成長。中心提供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服務，收托

廣 告

生活最推薦

「貫三家」畫展 揮灑南投景色 TNN

以生命傳承的「整復師」鍾明誠... TNN

桃園龍潭Op盃，山道家族車隊... TNN

信A-Lin攜手合唱〔狂風裡... TNN

張芸京全台巡唱 零距離接觸觀... TNN

 

東區東信社區社造成果展 厝邊走訪：旱溪
更多照片

贊助廠商廣告
 
FM88.9雲嘉本土文化電台 
以公益性、服務性、鄉土性，讓地方的聲音聽的見，
用聲音傳承台灣文化…
 
嘉義Nissan汽車 
NISSAN全方位的安全防護理念, 在安全的議題上是十
分有前瞻性的。因為它提出了...
 
克萊兒精品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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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名設籍高市之滿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聘請專業托育人員與護理人員提供專

業照顧，每月僅收9,000元，扣除家長可依家庭經濟狀況申請托育費用補助每

月3,000至5,000元，實際只需支付6,000至4,000元，並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及

提供10%名額予雙（多）胞胎或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以支持多子女家庭。

自即日起受理報名至7月28日截止，如報名人數超過核准收托名額，將以抽籤

方式決定之，歡迎設籍高雄市滿6個月以上有托育需求家長，前往參觀及報

名。

楠梓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洽詢電話：07-3640791分機102、103，地

址：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60巷19號3樓（宏昌等六里聯合活動中心）。
 

【回上一頁】

生氣 開心 傷心 無聊 有趣 實用 誇張 感動  
 

　 生活最多瀏覽

 
檢警林協力合作 　破獲山老鼠贓木藏匿... TNN

高雄市105年長青楷模及敬老楷模選拔... TNN

宣信里民扶老攜幼 社區治安會議大成... TNN

里仁利他互助產業鏈 展現國民外交軟... TNN

義大世界　力拼全台優質感動服務　蟬聯... TNN
更多

 

成，清香迷人的口感中散發出決明子特...
 

 

 

 

 
回首頁｜網路開店｜網頁設計｜廣告托播｜服務條款｜聯絡我們

版權所有 仿作必究 2010 Taiwan International Net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by TNN        其它地區新聞：  請選擇地區  
★ 本站依網站分級制標示為「普遍級」。 目前有 846 位訪客正在線上

總訪問量:4258394 本月訪問:254705 今日訪問:3252
 

總訪問量:728757   本月訪問:9727   今日訪問:145









市政新聞   字級設定：              

首頁 > 市政新聞

楠梓公托中心開幕 陳菊： 持續活用空間提供托嬰服務

發佈期間：1050714 類    別：市政新聞

【高雄訊】楠梓公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中心今（14）日開幕啟用，高雄市長陳菊表示，第17處公共托嬰中心運用原宏昌
等六里聯合活動中心3樓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場地，申請中央補助與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經費整修設置，為提供更多
優質社會福利，市府持續活用閒置空間提供托嬰、托老服務，也盼年輕夫妻多生育。 

陳菊指出，楠梓區人口快速增長，目前未滿2歲幼兒全市排名第4，而台灣已面臨少子化危機，為鼓勵年輕夫妻生養子女、
安心就業，市府活用閒置空間，委由嘉南藥理大學營運，提供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服務，包括幼兒照顧、膳食營養及家
庭經營諮詢，並提供兒童健康照顧等服務，中心收托40名設籍高市之滿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期盼給予育兒家庭最大支
持，減輕家庭負擔。 

陳菊表示，托嬰中心聘請專業托育人員與護理人員，每月僅收9,000元，並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及提供10%名額予雙
（多）胞胎或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以支持多子女家庭。 

楠梓育兒資源中心免費提供6歲以下兒童家庭親子共同使用，設有嬰幼兒爬行區、彩繪塗鴉區、親子共讀區、操作區及開
放式廚房，提供教遊具與圖書繪本，引導孩子動手操作體驗以增進適齡發展，提倡親子互動「共學、共玩、共讀」，鼓勵
家長與孩子一同學習同樂；另提供育兒指導、諮詢、親職教育活動，歡迎民眾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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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楠梓公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中心開幕

2016年07月14日     
阅读简体中文版 註記本篇新聞

【記者劉曉明 / 高雄報導】　　 高雄市楠梓公
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中心14日開幕啟用，高雄市
長陳菊表示，第17處公 共托嬰中心運用原宏昌等六
里聯合活動中心3樓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場地，申請
中央補 助與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經費整修設
置，為提供更多優質社會福利，市府持續活用 閒置
空間提供托嬰、托老服務，也盼年輕夫妻多生育。

陳菊指出，楠梓區人口快速增長，目前未滿2
歲幼兒全市排名第4，而台灣已面臨少子化 危機，
為鼓勵年輕夫妻生養子女、安心就業，市府活用閒
置空間，委由嘉南藥理大學營 運，提供優質、平價
的日間托育服務，包括幼兒照顧、膳食營養及家庭
經營諮詢，並提 供兒童健康照顧等服務，中心收托
40名設籍高市之滿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期盼給予
育 兒家庭最大支持，減輕家庭負擔。

陳 菊表示，托嬰中心聘請專業托育人員與護理人
員，每月僅收9,000元，並優先收托弱 勢家庭，及提供
10%名額予雙（多）胞胎或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
以支持多子女家庭 。

楠梓育兒資源中心免費提供6歲以下兒童家庭親
子共同使用，設有嬰幼兒爬行區、彩繪 塗鴉區、親子
共讀區、操作區及開放式廚房，提供教遊具與圖書繪
本，引導孩子動手操 作體驗以增進適齡發展，提倡親
子互動「共學、共玩、共讀」，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
學 習同樂；另提供育兒指導、諮詢、親職教育活動，
歡迎民眾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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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慈美

楠梓公托中心開幕楠梓公托中心開幕 陳菊：陳菊： 持續活用空間提供托嬰服務持續活用空間提供托嬰服務

z98737406.tw/

【記者王佳菁／高雄報導】楠梓公共托嬰中心暨育兒資源中心於7越14日開幕啟用，高雄市長陳菊表示，第17處

公共托嬰中心運用原宏昌等六里聯合活動中心3樓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場地，申請中央補助與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

基金經費整修設置，為提供更多優質社會福利，市府持續活用閒置空間提供托嬰、托老服務，也盼年輕夫妻多生

育。

陳菊指出，楠梓區人口快速增長，目前未滿2歲幼兒全市排名第4，而台灣已面臨少子化危機，為鼓勵年輕夫妻生

養子女、安心就業，市府活用閒置空間，委由嘉南藥理大學營運，提供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服務，包括幼兒照

顧、膳食營養及家庭經營諮詢，並提供兒童健康照顧等服務，中心收托40名設籍高市之滿月至未滿2歲嬰幼兒，

期盼給予育兒家庭最大支持，減輕家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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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菊表示，托嬰中心聘請專業托育人員與護理人員，每月僅收9,000元，並優先收托弱勢家庭，及提供10%名

額予雙（多）胞胎或有三名以上子女之家庭，以支持多子女家庭。

     楠梓育兒資源中心免費提供6歲以下兒童家庭親子共同使用，設有嬰幼兒爬行區、彩繪塗鴉區、親子共讀區、

操作區及開放式廚房，提供教遊具與圖書繪本，引導孩子動手操作體驗以增進適齡發展，提倡親子互動「共學、

共玩、共讀」，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學習同樂；另提供育兒指導、諮詢、親職教育活動，歡迎民眾多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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