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承辦醫事人員COVID-19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之醫療院所、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所
編號

單位名稱

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3
4
5
6
7
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
法人臺安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
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
獅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
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諮詢電話
02-27263141轉
1394
02-27093600轉
5533或5530
02-25433535轉
2010及3680
02-27718151轉
2696或2590
02-27082121轉
2306
02-27372181轉
3661
02-28332211轉
8460

單位地址

單位網站網址

掛號電話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201/

02-27263141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

https://tpech.gov.taipei/mp109151/

02-21811995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https://www.mmh.org.tw/home.php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4號

https://www.tahsda.org.tw/m/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80號

https://www.cgh.org.tw/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https://www.tmuh.org.tw/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95號

https://www.skh.org.tw/skh/index.html 02-28333000

02-28587140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25巷12號

https://www.gandau.gov.tw/

02-25433535轉
2010及3680
02-27718151轉
2696或2590
02-27082121轉
2306
02-27372181轉
3661

02-28581155

掛號網址

02-28752243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
02-28712151
n

10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02-28968700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https://beitou.tsgh.ndmctsgh.edu.tw/

02-28932743

同單位網址

11

博仁綜合醫院

02-25702211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6號

http://www.pojengh.com.tw/

02-25702211

同單位網址

12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02-23076968轉
1517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70號

http://www.westgarden.com.tw/

02-23076968轉
1517

蘭心診所

02-23515995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1、15號1樓

14

夏凱納生活診所

02-25558313

臺北市大同區五原路15號

http://www.shekinah.com.tw/index.html 02-25558313

15

黃偉俐診所

02-25114123

臺北市中山區天津街37號2樓

16

黃雅芬兒童心智診所

0910-222280（不
便通話，以文字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5-1號12樓之1
簡訊為主）

17

慶生診所

02-25983456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61號2樓

18

心禾診所

02-27506122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92號11樓之1

https://sohc.com.tw/

02-27506122

19

双悅診所

02-27609122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24號1樓

http://www.joymind.com.tw/

02-27609122

20

宇寧身心診所

02-2708070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6號3樓

http://www.yuning.tw

02-27080706

21

光慧診所

0933-882672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76號1樓

22

自體心理診所

02-27754121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9號3樓

https://selfpsychology.weebly.com/

02-27754121

23

馨思身心精神科診所

02-33933030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08號7樓之1

https://fragrance-soul.blogspot.com/

02-33933030

24

光能身心診所

02-27214322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號8樓

https://delightdetox1268.pixnet.net/b
02-27214322
log/category/3832022

同單位網址

http://wellyclinic.tw/h/Index?key=350
02-25114123
1106059
0910-222280（不
http://www.xn--eh1ao52bmzf.tw/
便通話，以文字 https://line.me/ti/p/zqoF9yljzQ
簡訊為主）
https://www.facebook.com/cs0222598345
02-25983456
6/

02-27555627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通訊諮
商）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278394AFD5
74680C&sms=7
C48211BBBD1A
B7D&s=ECE4E4
5E1D0B3723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視訊診
療）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540489AA80
5221FC&sms=4
ACB1B562F7FF
9D2&s=7A185A
0B5C987C58

同單位網址

臺北榮民總醫院

13

通訊診療

https://www.mmh.org.tw/register_divide.p
hp?depid=222

9

https://lansinclinic.com/?gclid=CjwKC
AjwruSHBhAtEiwA_qCppslHl02-23515995
dPByBUcdlTCI8QUu3BQUMeewLvhZl9eluCvLl
SHlijExkeoRoCpMoQAvD_BwE

通訊心理諮商

line id: @joymind

臺北市承辦醫事人員COVID-19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之醫療院所、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所
編號

單位名稱

諮詢電話

單位地址

單位網站網址

掛號電話

25

杏語心靈診所

02-2775152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00號11樓

https://www.reangel.com

02-27751526

26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02-27317557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1號

https://drlinchingku.com

02-27317557

27

昱捷診所

02-27002709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202號9樓

https://www.facebook.com/%E6%98%B1%E6
02-27002709
%8D%B7%E8%A8%BA%E6%89%80622034891189683/

28

萬華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3088878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2號1樓

http://www.wellmind.com.tw/

29

伯特利身心診所

02-27200938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21號2樓

https://bethelpsychiatry.mystrikingly
02-27200938
.com/

30

松德精神科診所

02-87894477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08號

http://hwc.com.tw

02-87894477

31

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02-28378787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0號1樓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Dr/

02-28378787

32

天晴診所

02-28355329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292號

http://www.skybright.com.tw/skybright
02-28355329
m_1/website-1/007/info.htm

33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02-28227660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9號

https://www.facebook.com/PSYDr.Cheng/ 02-28227660

34

奇岩身心診所

02-28919008
02-28919080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91號

http://www.818clinic.com.tw/

02-28919008
02-28919080

35

夏一新身心精神科診所

02-87928214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43號4樓

http://www.softmind.com.tw/

02-87928214

36

開馨診所

02-26532987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38巷6-1號1樓

https://www.beingaliveclinic.com/

02-26532987

37

進安身心診所

02-25330726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3號

https://www.findpeace593.com.tw/.html

02-25330726

38

北辰身心醫學診所

02-28925500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巷9-3號2樓

https://www.facebook.com/Beichen2020/ 02-28925500

02-23088878

掛號網址

通訊心理諮商

通訊診療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通訊諮
商）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278394AFD5
74680C&sms=7
C48211BBBD1A
B7D&s=ECE4E4
5E1D0B3723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視訊診
療）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540489AA80
5221FC&sms=4
ACB1B562F7FF
9D2&s=7A185A
0B5C987C58

https://forms.gle/S95CAWjgCdiBECj26

同單位網址

同單位網址

39

和沛身心醫學診所

02-29350330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32號

https://psydrhopes.com/?gclid=CjwKCAj
wruSHBhAtEiwA_qCppj3YuVQMmp0HoFMC1ouX
02-29350330
A3__gD3Ov7if7EQA8dCdRHuERscfFZiKaRoCk
h0QAvD_BwE

40

向陽身心診所

02-87713000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8-2號2樓

https://ivalue.tw/

02-87713000

41

初色心理治療所

0966-681521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4號10樓

https://calendly.com/stpctruecolors

02-25210212

42

馨培心理治療所

0928-168105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16號三樓之2

http://xinpei-clinic.blogspot.com/

0928-168105

43

淨開心心理治療所

02-2366006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18號5樓之1

https://mental-health-service46.business.site/

02-23660060

電話及line id: 0223660060

44

福樂心理治療所

0919-517774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58號8樓之2

https://fulllove5.webnode.tw/

0919-517774

電話及line id: 0919517774

45

冬青心理治療所

02-23882552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1號8樓之2 https://hollyclinic.weebly.com/

02-23882552

46

聊聊心理治療所

02-25798519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06巷67號1樓

https://www.talktalkpsy.com/

line id:
@bu.com.tw

line id: @bu.com.tw

47

力人心理治療所

02-27081412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39號10樓

https://www.lijen.net/

02-27081412

line id: @549wpmzb

48

宇聯心理治療所

02-25565255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75巷5號1樓

https://worldwideunionpsyc.wixsite.co
02-29867890
m/wwupc

同單位網址

臺北市承辦醫事人員COVID-19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之醫療院所、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所
編號
49

單位名稱
晴風心理治療所

諮詢電話
02-85091190

單位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33巷5號

50

邁愷爾心理治療所

02-27217557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50號4樓

51

天母愛舒眠心理治療所

02-28235600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9號

52

知我心理治療所

0911-426427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段2號11樓

53

展立心理治療所

0918-907085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527號3樓

54

用心說心理治療所

55

一二心理諮商所

56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諮商所

02-27319731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54號4樓之1

57

拉第石心理諮商所

02-27527588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03巷9-1號

58

格瑞思心理諮商所

02-23254648

59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60

啟宗心理諮商所

61

利伯他茲台北心理諮商所

62
63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心理諮商
所
暖心全人諮商中心心理諮商
所

單位網站網址
https://www.fairwindpsy.com/

掛號電話
02-85091190

https://www.facebook.com/mindCARE2020
02-27217557
/
https://www.facebook.com/lovesleep169
02-28235600
/
https://www.facebook.com/%E4%BA%BA%E4
%BA%BA%E6%9C%89%E6%80%AA%E7%99%96%E6%
0911-426427
80%AA%E5%8A%9B270090780172479/?ref=page_internal

掛號網址

https://forms.gle/XFnxDF5u5z1x7iKa8

https://reurl.cc/VEq99N

https://zhanlipsy.wixsite.com/home

0918-907085

https://forms.gle/kTyrQgFVm8gVSihv8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26號1樓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通訊諮
商）者，查詢
網址：
以表單預約
https://www.facebook.com/connectwithp
https://ment
(https://reurl. https://reurl.cc/OXYOEy
assions2021/
alcc/OXYOEy）
health.gov.t
line id:
http://www.ercounseling.org/
line id: @fawntaiwan
aipei/News_C
@fawntaiwa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yCH_yp ontent.aspx?
http://www.counseling.com.tw/
02-27319731
5WnjZoACkUsS1qSmOD6LC0NHUbZssGUf4T8A/edi n=278394AFD5
74680C&sms=7
t
C48211BBBD1A
https://lattestone2006.blogspot.com/ 02-27527588
B7D&s=ECE4E4
5E1D0B3723
http://www.gracecc.com.tw/
02-23254648
可寄email至grace@mygrace.com.tw

02-2755133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202號6樓之1

http://www.maochongart.com/

02-27551338

https://forms.gle/xtJh7pGhiAYd2DTJA

02-23254066

臺北市大安區東豐街7號5樓之2

http://www.mindsopen.com.tw/

02-23254066

以表單預約
(https://reurl.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56巷17號1樓
cc/OXYOEy）
line id: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76號11樓
@fawntaiwan

02-29363201轉13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62號2樓
或21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53巷8號10
0968-138838
樓之3

https://www.libertas.org.tw/index.php 02-29363201轉13
https://reurl.cc/Ak35AQ
/service/counselling
或21
https://tolightheartweb.mystrikingly.
https://www.facebook.com/tolightheart/?r
0968-138838
com/
ef=br_rs

02-23661099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98號6樓之5 https://humanitarian-love.com/
https://www.trueheart.com.tw/index.html

02-23661099
02-27013392

通訊診療

同單位網址

https://www.trueheart.com.tw/booking.html
https://line.me/R/ti/p/%40seeingcounseli
ng

64

初和心理諮商所

02-27013392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55號8樓

65

看見心理諮商所

0902-109885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5樓之2 https://www.seeingcounseling.com/

0902-109885

66

初衷心理諮商所

02-23312800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85號4樓之5

https://www.psyinitial.com/

02-23312800

同單位網址

67

我們心理諮商所

0979-796896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54號9樓

https://weness.weebly.com

0979-796896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
LSfgMvAr6bLghpGt_T6q53EMvEeolCtfrNBUnbqF
Z0-hIXjPxw/viewform

68

向日葵全人關懷心理諮商所

02-25921411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1號6樓

http://www.sunflowerwithme.org/ap/new
02-25921411
s_list.aspx?bid=12

大隱心理諮商所

請以e-mail諮
詢：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39號7樓
dayin0601@gmail
.com

69

通訊心理諮商

https://forms.gle/y8j5TKnMPydXxHw9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ki3GIL
請以e-mail諮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9
ea_S_mhPmQEv7B1GbbywdmVsrC詢：
%9A%B1%E5%BF%83%E7%90%86%E8%AB%AE%E5%
RvYb6TvNI/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f
dayin0601@gmail
95%86%E6%89%80-108641060579215/
bclid=IwAR2Y_WyGn7ncGGjZB6vb2SdzcsGo4A0X
.com
F44_q7G21CET6bHV7Gp3z8npTXg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視訊診
療）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540489AA80
5221FC&sms=4
ACB1B562F7FF
9D2&s=7A185A
0B5C987C58

臺北市承辦醫事人員COVID-19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之醫療院所、心理治療所及心理諮商所
編號

單位名稱

諮詢電話

單位地址

單位網站網址

掛號電話

掛號網址

7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區諮商
中心心田心理諮商所

02-77495720

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5巷16號

https://ntnucommunity.wixsite.com/ntn
02-77495720
ucommunity

71

擁抱心理諮商所

02-87920568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2號4樓

https://www.mental-hug.com.tw/

02-87920568

72

詠安心理諮商所

02-26276655

臺北市內湖區港華街57號

https://yacounseling.business.site/

02-26276655

https://forms.gle/cyrY1ayP8rXbH6hv9

73

綻芯心理諮商所

02-25016199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80巷2號3樓

https://www.bloomingcenter.tw/

02-25016199

https://reurl.cc/eEZ40x

74

以賽亞心理諮商所

0933-569611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31號3樓

https://www.isaiah611bcc.com/

0933-569611

75

愛心理諮商所

02-29224977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66號6樓之1

https://www.iiispace.com/

02-29224977

76

好窩心理諮商所

02-23568846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7號3樓

https://www.facebook.com/pg/WoMaison/
02-23568846
posts/

77

思塾心理諮商所

0958-156381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87號2樓

https://readlife.org/

78

小隱心理諮商所

0953-162980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18樓之
1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
IpQLSe6wn9cq373lAL2VpJXehEBss1LRXlMqd 0920-507112
m-d_QNGQdkmEX-3g/viewform

79

璞願心理諮商所

02-23897535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1號10樓之
17

https://pure-wish.com/

80

看見心理聯合心理諮商所

02-27751051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5樓之1 https://www.seeingcounseling.com/

81

心園心理治療所

02-27015095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06號8樓之6

82

覓汨心理治療所

02-27587798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00號3樓之6

83

芯語心理治療所

0909-606383

84

山曉心理治療所

0978-150785

85

點晴心理諮商所

02-23951268

86

誠心身心醫學診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
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芳蘭心
理諮商所
童伴心理治療所

02-86631380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93巷2弄9號
0909-606383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6號12樓之 https://www.facebook.com/yamaakira.ps
0978-150785
8
y
https://2022sunlight.mystrikingly.com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87號7樓之2
0976-710756
/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38號1樓
02-86631380

87
88

https://www.mindgarden.org/reservation.aspx

0958-156381

02-23897535
02-27751051
02-27015095
02-27587798

通訊心理諮商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通訊諮
商）者，查詢
同單位網址
網址：
https://ment
alhttps://sites.google.com/view/sweethomep
health.gov.t
sy
aipei/News_C
ontent.aspx?
https://readlife.org/contact/
n=278394AFD5
74680C&sms=7
同單位網址
C48211BBBD1A
B7D&s=ECE4E4
5E1D0B3723
同單位網址
https://line.me/R/ti/p/%40seeingcounseli
ng
https://www.mindgarden.org/reservation.aspx
https://lin.ee/BEgje7z

https://forms.gle/2GoPiQC1L3LPhTjS8
同單位網址

02-27321104轉
8600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之18號

https://forms.gle/LuJiEizJueAQTkc1A

(02)2732-1104轉
同單位網址
86001

02-27555429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90號6樓

https://reurl.cc/GooOev

02-27555429

通訊診療

請逕至網站查
詢（可視訊診
療）者，查詢
網址：
https://ment
alhealth.gov.t
aipei/News_C
ontent.aspx?
n=540489AA80
5221FC&sms=4
ACB1B562F7FF
9D2&s=7A185A
0B5C987C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