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1 臺北市 聊聊心理治療所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06巷67號1樓 02-25798519

2 臺北市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45號8樓之2
02-23628040

02-23635939

3 臺北市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202號6樓之1 02-27551338

4 臺北市 看見心理諮商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305號5樓之2 02-27751051

5 臺北市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12121

6 臺北市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4400

7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02-23123456

8 臺北市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02-27082121

9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10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72181

11 臺北市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3311

12 臺北市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2151

13 臺北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24號  02-27718151

14 臺北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

院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

15 臺北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02-25433535

16 臺北市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

醫院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2211

17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7093600

18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5523234

19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02-27861288

2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8353456

  各縣市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機構 更新日期：110年7月7日

調查結果：10個縣市，共計58家核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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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 02-23889595

22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7263141

23 桃園市 龜山區新田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8-1號4樓
03-3970581

0966607885

24 桃園市 中壢區芯明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53-55號8樓 0907010107

25 臺中市 好晴天身心診所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374號 04-25339907

26 臺中市 亞洲大學(只針對內部師生)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04-23323456

27 臺中市 一心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北區華中街25號 04-22075313

28 臺中市 心煦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8巷58號 0970002995

29 臺中市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46之1號 04-23896061

30 臺中市 寬和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一路573號 04-23829585

31 臺中市 桐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南屯區豐富路160巷9號 04-24739670

32 臺中市 心培勵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98號 04-24711289

33 臺中市 知心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367號4樓-2 0966216656

34 臺中市 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69號 04-22033050

35 臺南市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台南市仁德區裕忠路539號 06-2795019

36 臺南市 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北區育德一街227號 06-2510966

37 臺南市 元品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28號 06-2229592

38 臺南市 禾心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80巷65號 06-3587725

39 臺南市 日安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67號5樓 06-2643939

40 臺南市 潛心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12街172號C棟2樓之6號 0960945160

41 臺南市 上善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77號2樓 06-2375555

42 臺南市 心家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東區府連路190號-2號 06-2160959

43 臺南市 曙光角落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155巷4號 0978909965

44 臺南市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東區慶東街214號 06-2752858

45 臺南市 心物語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530號 06-3025663

46 高雄市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

附設慈惠醫院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509號 07-7030315

47 高雄市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28號7樓 07-5530101

48 高雄市 回甘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0號4樓 07-5889880

49 苗栗縣 逍遙心理諮商所 苗栗縣頭份市11鄰194-2號 03-5729385

50 彰化縣 大休息心理諮商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920巷88號 0958685119

51 彰化縣 四季心心理諮商所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470號 096618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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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彰化縣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 彰化縣員林市南和街64號 04-8346028

53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54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04-92550800

55 嘉義縣 大林慈濟醫院臨床心理中心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二號 05-2648000分機5771,1177

56 嘉義縣 款待心理諮商所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保生街81巷25號
0971822301

e-mail:neshama1125@gmail.com

57 花蓮縣 昔日如今心理諮商所
(不公開)

網址:https://past2now.mystrikingly.com/
03-8335110

58 花蓮縣 秘密花園心理諮商所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146號 0918096864

總數 58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