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02-21811995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_1.aspx?D

ept=E000&DName=%e7%b2%be%e7%a5%9e%e9

%86%ab%e7%99%82%e9%83%a8

醫療院所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02-28333000 https://regis.skh.org.tw/regisn/doct.aspx?dept=27

醫療院所 社子安心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76號 02-28136622

醫療院所 天晴診所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292號 02-28355329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45號 02-21811995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

aId=&tab=&ZCode=ZX&thidname=%A4%A4%BF

%B3%B0%7C%B0%CF

心理諮商/治療所 向日葵全人關懷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1號6樓
02-25921411

0928-11957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

6fBqKukop4j8wIzSAigp0WFcF9NMipW8sNhRZq

AflP4MQ/viewform

心理諮商/治療所 宇聯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75巷5號1樓 02-29867890 world.wide.union.psychotherapy@gmail.com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02-21811995 http://tpech.gov.taipei

醫療院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66巷6號 02-27082121 https://reg.cgh.org.tw/tw/reg/main.jsp

醫療院所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

中心綜合醫院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77號 02-27516808

醫療院所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2之1號 02-27317557 現場掛號

醫療院所 杏語心靈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00號11樓 02-27751560 https://www.reangel.com/order-sheet.php?SID=2

臺北市校園醫療網絡資源地圖

士林區(4醫)

大同區(1醫2心理)

大安區(14醫14心理)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_1.aspx?Dept=E000&DName=%e7%b2%be%e7%a5%9e%e9%86%ab%e7%99%82%e9%83%a8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_1.aspx?Dept=E000&DName=%e7%b2%be%e7%a5%9e%e9%86%ab%e7%99%82%e9%83%a8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_1.aspx?Dept=E000&DName=%e7%b2%be%e7%a5%9e%e9%86%ab%e7%99%82%e9%83%a8
https://regis.skh.org.tw/regisn/doct.aspx?dept=27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ZX&thidname=%A4%A4%BF%B3%B0%7C%B0%CF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ZX&thidname=%A4%A4%BF%B3%B0%7C%B0%CF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ZX&thidname=%A4%A4%BF%B3%B0%7C%B0%CF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6fBqKukop4j8wIzSAigp0WFcF9NMipW8sNhRZqAflP4M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6fBqKukop4j8wIzSAigp0WFcF9NMipW8sNhRZqAflP4M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6fBqKukop4j8wIzSAigp0WFcF9NMipW8sNhRZqAflP4MQ/viewform
mailto:world.wide.union.psychotherapy@gmail.com
http://tpech.gov.taipei/
http://tpech.gov.taipei/
https://reg.cgh.org.tw/tw/reg/main.jsp
https://www.reangel.com/order-sheet.php?SID=2


醫療院所 光能身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號8樓 02-27214322

醫療院所 昱捷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202號9樓之2 02-27002709

醫療院所 宇寧身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6號3樓 02-27080706

醫療院所 光慧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76號 02-27555627 現場掛號

醫療院所 自體心理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之9號3樓 02-27754121 心理治療，無身心科門診

醫療院所 晴天身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	135之3號2樓 02-87716545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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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話預約；亦有心理諮商資源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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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etterhelpgroup.com/online-booking

醫療院所 大安身心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8之9號 02-23658680 https://www.facebook.com/tpeclinic/

心理諮商/治療所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54號4樓之1 02-27319731

心理諮商/治療所 聯合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46巷23號4樓 0800-001385

心理諮商/治療所 看見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5樓

之2
0902-109885 https://line.me/R/ti/p/%40pcz1738u

心理諮商/治療所 拉第石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03巷9之1

號1樓
02-27527588

心理諮商/治療所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26

號
02-23254648

心理諮商/治療所 初和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55號8樓 02-27013392 https://true-heart.net/booking/

心理諮商/治療所 啟宗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7號5樓之2 02-23254066
http://www.mindsopen.com.tw/enrol/main.php?mt=

1

心理諮商/治療所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202號6樓之1 02-27551338 https://forms.gle/97QCMKWkW1Snribj8

心理諮商/治療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心田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16號 02-77495720

心理諮商/治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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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opefamilycc.com/3892832004355662

1830.html

心理諮商/治療所 心靈之美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84號2樓 0916-199507

心理諮商/治療所 福樂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58號8樓之2 0919-517774
https://hocom.tw/web/home/contact?key=09195177

74

心理諮商/治療所 力人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39號10樓 02-27081412 https://www.lijen.net/contactus

心理諮商/治療所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53巷8號10

樓之3

02-27849528

0968-138838

中山區(6醫7心理)

https://www.betterhelpgroup.com/online-booking
https://www.facebook.com/tpeclinic/
https://line.me/R/ti/p/%40pcz1738u
https://true-heart.net/booking/
http://www.mindsopen.com.tw/enrol/main.php?mt=1
http://www.mindsopen.com.tw/enrol/main.php?mt=1
https://forms.gle/97QCMKWkW1Snribj8
https://www.hopefamilycc.com/38928320043556621830.html
https://www.hopefamilycc.com/38928320043556621830.html
https://hocom.tw/web/home/contact?key=0919517774
https://hocom.tw/web/home/contact?key=0919517774
https://www.lijen.net/contactus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昆明院

區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30號 02-25553000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211/Content_List.asp

x?n=A711560F77AA5B34

醫療院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９２號 02-25111152 https://tpreg.mmh.org.tw/

醫療院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兒童醫院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02-25111152 https://tpreg.mmh.org.tw/

醫療院所 鈺璽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32號4樓 02-25095569

醫療院所 心禾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92號11樓之1 02-27506122

醫療院所 黃偉俐診所 臺北市中山區天津街37號2樓 02-25114123 http://wellyclinic.tw/h/Schedule?key=3501106059

心理諮商/治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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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loomingcenter.tw/%e7%ab%8b%e5%

8d%b3%e9%a0%90%e7%b4%84/

心理諮商/治療所 晴風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33巷5號 02-85091190
https://www.fairwindpsy.com/eforms.php?lang=tw

&tb=1

心理諮商/治療所 初色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號10樓 02-25210212 http://www.truecolors.com.tw/cht/about_1.php

心理諮商/治療所 馨培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16號3樓之2
02-25670167

0928-168105

心理諮商/治療所 亞和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89號7樓之

8
02-27500010 www.yahe.counse.ling.com

心理諮商/治療所 長青木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80巷10弄1號1

樓
02-25075997 https://perennial-tree.org/services/

心理諮商/治療所 一二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76號11樓 0932-151618 Line ID： fawntaiwan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號、福州

街12號
02-21811995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61/cp.aspx?n=B82D

769DC03A1D7D

醫療院所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７、８號 02-23562996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中正區(4醫3心理)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211/Content_List.aspx?n=A711560F77AA5B34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211/Content_List.aspx?n=A711560F77AA5B34
https://tpreg.mmh.org.tw/
https://tpreg.mmh.org.tw/
http://wellyclinic.tw/h/Schedule?key=3501106059
https://www.bloomingcenter.tw/%e7%ab%8b%e5%8d%b3%e9%a0%90%e7%b4%84/
https://www.bloomingcenter.tw/%e7%ab%8b%e5%8d%b3%e9%a0%90%e7%b4%84/
https://www.fairwindpsy.com/eforms.php?lang=tw&tb=1
https://www.fairwindpsy.com/eforms.php?lang=tw&tb=1
http://www.truecolors.com.tw/cht/about_1.php
http://www.yahe.counse.ling.com/
https://perennial-tree.org/services/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61/cp.aspx?n=B82D769DC03A1D7D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61/cp.aspx?n=B82D769DC03A1D7D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醫療院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兒童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8號 02-23567890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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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諮商/治療所 冬青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1號8樓之

2
02-23882552

心理諮商/治療所 可言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50號13樓 02-23887802 http://www.talktalk.tw/

心理諮商/治療所 暖心全人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98號6樓之

5
02-23661099 LineID：23661099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身心醫學科王明鈺醫師門診時段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0號 02-27912131

https://www.cmuh.cmu.edu.tw/BrandHome/PageInd

ex/57

醫療院所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87927111 https://www2.ndmctsgh.edu.tw/NewWebReg/

醫療院所 林威廷身心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0號 02-26308128

醫療院所 夏一新身心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43號4樓 02-87928213 僅現場掛號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55553030 www.wanfang.gov.tw

醫療院所 木柵身心診所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246號 02-29301550 需現場掛號

心理諮商/治療所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2段62號2樓 02-29363201 psylibertas17@gmail.com

心理諮商/治療所 羅吉斯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58號9樓  02-29350804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內湖區(4醫)

文山區(2醫2心理)

北投區(7醫)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http://www.talktalk.tw/
https://www.cmuh.cmu.edu.tw/BrandHome/PageIndex/57
https://www.cmuh.cmu.edu.tw/BrandHome/PageIndex/57
https://www2.ndmctsgh.edu.tw/NewWebReg/
http://www.wanfang.gov.t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C%A8%E6%9F%B5%E8%BA%AB%E5%BF%83%E8%A8%BA%E6%89%80&rlz=1C1GCEU_zh-TWTW891TW892&oq=%E6%9C%A8%E6%9F%B5%E8%BA%AB%E5%BF%83%E8%A8%BA%E6%89%80&aqs=chrome..69i57j0l7.992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mailto:psylibertas17@gmail.com


醫療院所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02-28934436 https://818h.mnd.gov.tw/tre/start.asp

醫療院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02-28712151
https://www6.vghtpe.gov.tw/reg/sectList.do?type=fi

rst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02-28581155

http://www.gandau.gov.tw/IdxGp3/webreg/index.ht

ml

醫療院所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02-28265151 https://reg.chgh.org.tw/registc_cload.aspx

醫療院所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02-28970011 https://www.kfsyscc.org/m/secondlayerstable

醫療院所 奇岩身心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91、193

號

02-28919008

02-28919080

醫療院所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9號 02-28227660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號 02-27135211 https://register.cgmh.org.tw/

醫療院所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426號 02-27319191 https://www.tahsda.org.tw/Register/

醫療院所 博仁綜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68號 02-25702211
http://iregister.pojengh.com.tw/Appointment/frmAp

pointment_Divisions.aspx

醫療院所 培靈醫院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355號 02-27606116

醫療院所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02-27648857

02-27647287

02-27648406

02-27647351

https://reg.807.mnd.gov.tw/

醫療院所 樂康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21之1號 02-25788360

醫療院所 李政洋身心診所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84號 02-27620086

心理諮商/治療所 聊聊心理治療所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06巷67號1樓 02-25798519 http://www.talktalkpsy.com/modules/liaise/

心理諮商/治療所 逸想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64號4樓之4 02-25780751

松山區(7醫2心理)

信義區(3醫)

https://818h.mnd.gov.tw/tre/start.asp
https://www6.vghtpe.gov.tw/reg/sectList.do?type=first
https://www6.vghtpe.gov.tw/reg/sectList.do?type=first
http://www.gandau.gov.tw/IdxGp3/webreg/index.html
http://www.gandau.gov.tw/IdxGp3/webreg/index.html
https://reg.chgh.org.tw/registc_cload.aspx
https://www.kfsyscc.org/m/secondlayerstable
https://register.cgmh.org.tw/
https://www.tahsda.org.tw/Register/
http://iregister.pojengh.com.tw/Appointment/frmAppointment_Divisions.aspx
http://iregister.pojengh.com.tw/Appointment/frmAppointment_Divisions.aspx
https://reg.807.mnd.gov.tw/
http://www.talktalkpsy.com/modules/liaise/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25553000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aspx?ChaI

d=A105&tab=1

醫療院所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02-27380032 https://www.tmuh.org.tw/service/regist

醫療院所 松德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08號 02-87894477 https://line.me/R/ti/p/%40hwc108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南港區園

區街3之2號2樓
02-27861288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

Id=&tab=&ZCode=CS&thidname=%E5%BF%A0

%E5%AD%9D%E9%99%A2%E5%8D%80

醫療院所 開馨診所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38巷6-1號1

樓
02-26532987

心理諮商/治療所 我們心理諮商所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287巷1號  0979-79689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zaEx

l9EyWiCvHKjYd62kWQnGkM2lxsAjRDNXZGvr

k_cjYg/viewform

類別 名稱 地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02-23076968 http://www.westgarden.com.tw/timetable/

醫療院所 萬華身心精神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2號 02-23088878

醫療院所 福全身心科診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600號 02-23327712 僅現場掛號

南港區(2醫1心理)

萬華區(3醫)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aspx?ChaId=A105&tab=1
https://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aspx?ChaId=A105&tab=1
https://www.tmuh.org.tw/service/regist
https://line.me/R/ti/p/%40hwc108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CS&thidname=%E5%BF%A0%E5%AD%9D%E9%99%A2%E5%8D%80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CS&thidname=%E5%BF%A0%E5%AD%9D%E9%99%A2%E5%8D%80
http://webreg.tpech.gov.tw/RegOnline1_1.aspx?ChaId=&tab=&ZCode=CS&thidname=%E5%BF%A0%E5%AD%9D%E9%99%A2%E5%8D%8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zaExl9EyWiCvHKjYd62kWQnGkM2lxsAjRDNXZGvrk_cjY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zaExl9EyWiCvHKjYd62kWQnGkM2lxsAjRDNXZGvrk_cjY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zaExl9EyWiCvHKjYd62kWQnGkM2lxsAjRDNXZGvrk_cjYg/viewform
http://www.westgarden.com.tw/time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