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縣市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機構

更新日期：111年5月16日

定義: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機構：係指經「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辦理，衛生局已核准之醫療機構、心理治療所、心
理諮商所和其他認可機構(如學校)。不受疫情警戒影響都可做通訊心理諮商業務。
調查結果：18個縣市，共計201家核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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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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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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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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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305號5樓之2

02-27751051

5

臺北市 盼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8弄11號3樓。

02-27011116

6

臺北市 天母愛舒眠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9號

02-28235600

7

臺北市 一二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76號11樓

0932151618

8

臺北市 力人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39號10樓

02-27081412

9

臺北市 初色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號10樓

02-25210212

10

臺北市 初和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55號號8樓

02-27013392

11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4號8樓

02-23632107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81號7F-5

02-25582771

12

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
懷機構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諮商文教基
臺北市
金會

13

臺北市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54號4樓之1

02-27319731

14

臺北市 拉第石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03巷9-1號

02-27527588

15

臺北市 大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05巷7弄13號2樓

02-27718821

16

臺北市 馨思身心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208號7樓之1

02-33933030

17

臺北市 大心古亭診所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206號5樓之1

02-23676883

18

臺北市 以賽亞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31號3樓

0933569611

19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20巷18號

02-25326180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
北分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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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臺北市 傳心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95號10樓

02-27160237

21

臺北市 綻芯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80巷2號3樓

02-25016199

22

臺北市 璞成心遇空間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8號10樓-1

02-25533880

23

臺北市 詠安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57號

02-26276655

24

臺北市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26號1樓

02-23254648

25

臺北市 思塾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87號2樓

0958156381

26

臺北市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5號8樓

02-23622400

27

臺北市 啟宗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7號5樓

02-23254066

28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16號

02-77495720

29

臺北市 愛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66號6樓之1

02-29224977

30

臺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2號10樓

02-77007866

31

臺北市 李政洋身心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84號

02-27620086

32

臺北市 心曦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206號7樓

02-23675018

33

臺北市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53巷8號10樓

0968-138-838

34

臺北市 心禾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92號11樓之1

02-27506122

35

臺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2號9樓950室

02-23117155

36

臺北市 擁抱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2號4樓

02-87920568

37

臺北市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02-28959808#603152

38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02-82377400#77448

39

臺北市 展立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527號3樓

0968933295

40

臺北市 暖心全人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98號6樓之5

02-23661099

41

臺北市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62號2樓

096550608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
心心田心理諮商所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
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附
設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北投分院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42

臺北市 宇聯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75巷5號1樓

02-25565255

43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02-77495373

44

臺北市 心園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06號8樓之6

02-2701-5095

45

臺北市 看見心理聯合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5樓之1

02-2775-1051

46

臺北市 看見心理忠孝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5樓

02-2775-1051

47

臺北市 初衷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85號4樓之5

02-2331-2800

48

臺北市 賦能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202之3號1樓

02-2768-0668

49

臺北市 用心說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56巷17號1樓

0970-570-224

50

臺北市 馨培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16號3樓之2

02-2567-0167

51

臺北市 覓汨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500號3樓之6

02-2758-7798

52

臺北市 好窩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7號3樓

02-2356884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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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臺北市 黃雅芬兒童心智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5之1號12樓之1

02-25675690

55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02）2709-3600 轉接分機
仁愛院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5530、5533
松德院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401號、
松德院區：（02）2726-3141 轉接分機
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5號1、2樓)
1234

56

新北市 理馨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103號5樓

0968-989195

57

新北市 漱心坊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38號8樓

02-89914930

58

新北市 喜樂心理諮商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42號2樓

02-29810715

59

新北市 點心語心理諮商所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95巷25號2樓

0979-772735

60

新北市 荷光心理諮商所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60巷2弄3號3樓

02-29181060

61

新北市 芸光心理諮商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37號2樓

02-29143527

62

新北市 方煦心理諮商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89號6樓之5

02-89853002

63

新北市 米露谷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里連勝街28號2樓

02-82458820

64

新北市 養心心理治療所

新北市永和區博愛街10號1樓

02-89253044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03-3970581
0966607885

65

桃園市 新田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8-1號4樓

66

桃園市 芯明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53-55號8樓

67

桃園市 好夢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龜山區興華五街20號

68

桃園市 心園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桃園區忠一路15號

0907010107
03-3274319
0905397020
03-3317485

69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71號

03-3698553

70

桃園市 中原大學附設冠英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生物科技館7樓707室 03-2653406

71

桃園市 放心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18號

03-3790885

72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電研路190巷92弄100號2樓

03-4901500

73

桃園市 尚語身心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62號1、2樓

03-4512181

74

桃園市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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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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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臺中市 一心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北區華中街25號

04-22075313

78

臺中市 心煦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8巷58號

0970002995

79
80

臺中市 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 寬和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46之1號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一路573號

04-23896061
04-23829585

81

臺中市 桐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南屯區豐富路160巷9號

04-2473967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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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臺中市 知心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367號4樓-2

096621665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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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臺中市 心門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西屯區文中路47號

04-23120896

86

臺中市 日希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294號

04-22334789

財團法人桃園市藍迪基金會附
設澄語社區心理諮商所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
學附設心理治療所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2段29號行政大樓1樓113室 03-4581196分機3555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87

臺中市 怡然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0號4樓之2

0905467481

88

臺中市 澄田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01號

0917764861

89

臺中市 勵心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南區徳祥街15巷16號

04-22654311

90

臺中市 晴朗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東街429號

04-22542238

91

臺中市 如穎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中區柳川里柳川東路三段5號5樓之1

04-22282220

92

臺中市 慈光社區心理諮商所

臺中市東區東英五街88之2號

04-22153505

93

臺中市 陽晴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01號

0908432988

94

臺中市 颱風眼H.E.l.P心理諮商所

臺中師西區忠勤街139號

04-23724900

95

臺中市 拾月拾日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北區文武街6號1、2樓

0919591010

96

臺中市 拾月拾日豐原心理治療所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三街199號

0919591010

97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04-22052121

98

臺中市

99

中山醫學大學身心健康中心(只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針對內部師生)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中
臺中市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11樓
分事務所

04-24730022
04-22239595

100

臺中市 中台科技大學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04-22391647

101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6號

04-22213108

102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04-23323000

103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04-22183199

104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04-22873181

105

臺中市 東海大學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

04-23590121

106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200號

04-26328001

107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臺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100號

04-2205336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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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109

臺南市 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北區育德一街227號

06-2510966

110

臺南市 元品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28號

06-222959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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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臺南市 日安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67號5樓

06-264393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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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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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臺南市 心家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東區府連路190號-2號

06-216095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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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臺南市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東區慶東街214號

06-275285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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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臺南市 慈恩心理治療所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西街21巷15號

06-3035920

120

臺南市 看見愛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183號

06-2977769

121

臺南市 看見光亮心理諮商所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985巷27弄13號

06-3584327

122

臺南市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06-2812811

123

臺南市 明如身心診所

臺南市佳里區文化路178號

06-7225656

124

臺南市 這會心理諮商所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科
臺南市
技大學

臺南市市關廟區南雄路二段30號

0918071281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06-2664911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06-2133111

臺南市北區開元里北園街124巷10弄64號2樓

0902-009830
0902-009831
0902-009832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1號

06-2533131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06)2757575#50332

125
126
127

臺南市 緩緩心理諮商所

128

臺南市

129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

編號

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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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130

臺南市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1號

06-2371206 #705

131

高雄市 心蘊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3樓之9

0930108018

132

高雄市 散步後花園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10巷15號4樓

0958061086

133

高雄市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134

高雄市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135

高雄市 回甘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0號4樓

07-5567315
0972223995
07-5508216
07-5889880

136

高雄市 糖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68號

137

高雄市 慢慢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1號5樓之3

138

高雄市 芯安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2樓

139

高雄市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140

高雄市 擁抱天使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44號

141

高雄市 予愛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54巷32號

142

高雄市 心和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9樓之5

143

高雄市 禾好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119號2樓

07-5530101
07-5226622
07-5555596
0905923518
0963985063
07-2155838
0912208826

144

高雄市 繪星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 212 號 2 樓

07-2362585

145

高雄市 樂聆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一街82號1樓

0975185953

146

高雄市 欣寧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95號

07-3502119

147

高雄市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07-7513171

148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 號

07-7030315

149

高雄市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1 樓

07-3592011

150

高雄市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
雄分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3 樓

07-3306180

151

高雄市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高雄市南區分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5號

07-7261651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
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07-5509218
0902020568
07-5361050
07-5541515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152

高雄市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一路3號3樓

07-2237995

153

高雄市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南部
分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9 F 之1

07-3119137

154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07-5252000轉2238

155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07-7358858

156

高雄市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07-3426031轉2273

157

高雄市 義守大學

高雄市84001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

07-6577711

158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07-7811151轉2270

159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07-3617141轉22092

160

新竹市 理心潛能心理諮商所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77巷23號

0933357785

161

新竹市 寬心自在心理諮商所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3號3樓

03-5426695

162

新竹縣 心園心理治療所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八街二段111號

163

新竹縣 益鼎升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寶山鄉雙豐二街75號1樓

164

新竹縣 拾光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竹北市文信路23號

03-5583800
0988923034
e-mail:lightsinyou@gmail.com

03-5506375
0961558329
03-6220307
0931421391

165

新竹縣 穀風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五號2樓

03-6675760
0939881404
e-mail:gufongcounseling@gmail.com

166

新竹縣 沐光心理諮商所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十一街150號2樓

03-6578521
e-mail:enlightening.c.c@gmail.com

167

苗栗縣 逍遙心理諮商所

苗栗縣頭份市11鄰194-2號

03-5729385

168

苗栗縣 大千綜合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路36號

037-357125轉75304

編號
169

縣市

機構名稱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彰化縣
基督教醫院

地址

聯絡電話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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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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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彰化縣 芙樂奇心理諮商所

彰化縣員林市南和街64號

04-8346028

173

彰化縣 大葉大學(學生發展輔導組)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
彰化縣
彰化市進德路1號綜合中心2樓
商與輔導中心)

04-8511888

175

彰化縣 彰化師大社區心理諮商所

04-7289258

176

彰化縣

174

177

彰化市進德路1號綜合中心3樓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學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務處諮商暨生活輔導中心
南投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南投
南投縣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45號4樓
區)

04-7232105

04-8876660
049-2202662

178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三段123號

05-5342601

179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雲林縣斗六市岩山路88號

05-5570887

180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

05-6329642

181

雲林縣 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

雲林縣斗六市江厝里瓦厝路159號

05-5223788

182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保建街100號7樓

05-2765041

183

嘉義市 陽明醫院

嘉義市吳鳳北路252號

05-2252000

184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05-2732948

185

嘉義市 暖暖心理諮商所

嘉義市東區嘉工街51號

05-2757975

186

嘉義市 心家藝心理諮商中心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友竹街7號

05-2910498

187

嘉義市 欣明心理治療所

嘉義市安和街234號

05-2787282

188

嘉義市 祐晴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嘉義市嘉南街7號

05-2710955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戴德好消息協談中心

編號

縣市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189

屏東縣 啟初心理治療所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79-2號

0975313630、0955490837

190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7號2樓

08-7226141分機31361

191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屏光路23號

08-7370002分機135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08-7663800分機25106

宜蘭縣羅東鎮陽明路162號

0908166003

193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
學諮商輔導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
屏東縣
諮商中心
宜蘭縣 立心理諮商所

194

宜蘭縣 展愛心理諮商所

宜蘭縣羅東鎮光明街161號

0908199365

195

宜蘭縣 宜然自得心理諮商所

03-9109776

196

花蓮縣 昔日如今心理諮商所

宜蘭縣礁溪鄉和平路16巷1號
(不公開)
網址:https://past2now.mystrikingly.com/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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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448號

03-8886141

199

花蓮縣 笙笙心理諮商所

花蓮縣花蓮市富裕十七街25號1樓

200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學務處心理輔導
組

台東縣台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089-517866

201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學務處身心健康
中心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

082-313342

192

總數

201間

03-8335110

0937802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