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機構分類 單位名稱 區域 地址 電話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中西區衛生所 中、西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5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北屯區四民衛生所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 1062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南區衛生所 南區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2號 2樓 04-22629735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東區衛生所 東區 臺中市東區信義街 142號 04-22834121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北區衛生所 北區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01號 4樓 04-22359182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西屯區衛生所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 2段 299號 04-2702706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太平區衛生所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1段 213之 1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大里區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32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霧峰衛生所 霧峰區 臺中市霧峰區本堂村民生路 1-9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烏日區衛生所 烏日區 臺中市烏日區長樂街 136號 04-23381027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瑞安街 143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石岡衛生所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街 6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大雅區衛生所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二段 186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和平區衛生所 和平區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 3段 132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大甲區衛生所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德興路 81號 04-26872153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清水區衛生所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 92號 04-26222639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沙鹿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 8號 04-25155148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大肚區衛生所 大肚區 臺中市大肚區榮華街 1號 04-26992111 

衛生局免費定點心理諮商 龍井區衛生所 龍井區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 243號 04-26352228 

醫院(身心科)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南區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04 24739595 

醫院(身心科)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南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 11號 
 

醫院(身心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北區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二號 04 22052121 

醫院(身心科)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483號 04-24819900 

醫院(身心科)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 中區 臺中市中區柳岸里柳川東路三段 36號 04 22255450 

醫院(身心科)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沙鹿區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號（含大同街

5-2號） 
04-26625111 

醫院(身心科)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

中榮民總醫院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台中港路三段 160

號 
04 23592525 

醫院(身心科) 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 西區 臺中市西區廣民里三民路 1段 199號 04-22294411 



醫院(身心科) 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號 04-25271180 

醫院(身心科)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南區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 145巷 2號 04-37017188 

醫院(身心科)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大甲區 臺中市大甲區八德街 2號 04-26862288 

醫院(身心科) 明德醫院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仁美街 33巷 50號 04-26579595 

醫院(身心科)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 3段 36號 04-22586688 

醫院(身心科)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

設靜和醫院 
西區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南屯路一段 158號 04 23711129 

醫院(身心科)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 潭子區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66、88號 04-36060666 

醫院(身心科)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中清分院 
北區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號 04 22037320 

醫院(身心科)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號 04-23934191 

醫院(身心科) 清海醫院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金星里石岡街下坑巷 41之

2號 
04-25721694 

醫院(身心科) 清濱醫院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港埠路四段 195號 04-26283595 

醫院(身心科)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梧棲區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 699號 04-26581919 

醫院(身心科) 陽光精神科醫院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路 68之 1號 04-26202949 

醫院(身心科) 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 北區 臺中市北區育德路 185、187號 04-22038585 



醫院(身心科) 賢德醫院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路 420號 04-22732551 

身心科診所 詹東霖心身診所 中區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 122號 1樓 04-22256362 

身心科診所 明功堂精神科診所 東區 臺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 276號 1樓 04 22120083 

身心科診所 王昌平神經精神科診所 南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４７１號 04 22229752 

身心科診所 家康診所 南區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 923號 1、2樓 04-22630818 

身心科診所 游文治精神科診所 西區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二二三號一樓 04-23029995 

身心科診所 劉昭賢精神科診所 西區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360號１樓 04-23223123 

身心科診所 紓情診所 西區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743號 2樓 04-23723152 

身心科診所 展新診所 西區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273號 1、2樓 04-23780900 

身心科診所 黃淑琦心身診所 北區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 83號 4樓 04-22083306 

身心科診所 劉騰光心身診所 北區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 635號 1樓 04-22371903 

身心科診所 元亨診所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 2段 303號 1、2樓 04-22413959 

身心科診所 尚義診所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299之 1號 04 22355155 

身心科診所 佳佑診所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四二五號一、

二樓 
04-22474309 



身心科診所 開心房身心診所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路 2號 2樓 04-27003342 

身心科診所 昕晴診所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246-1號 1樓 04-27085855 

身心科診所 呂健弘精神科診所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４１２號 04-23115249 

身心科診所 全新生活診所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寧夏路 199號 1樓 04-23156988 

身心科診所 心身美診所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 334號 1樓 04-23100050 

身心科診所 圓情居身心靈診所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 342號 1、2樓 04-24723060 

身心科診所 康誠診所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705號 2樓 04-23103968 

身心科診所 群享診所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 3段 215號 1樓 04-24181155 

身心科診所 王志中診所 大里區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338號 04-24823855 

身心科診所 林淇祥診所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四五五號 04-25289595 

身心科診所 世淋診所 豐原區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497號 04 25207017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 西區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 41巷 3號 04-23751966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心靈洸洋心理治療所 東區 台中市東區富榮街 63號 04-22121592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如穎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西區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500號 04-23283705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桐心理治療所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一路 19號 04-24739670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識心心理治療所 南區 台中市南區工學一街 179巷 13號 04-22633820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

所 
喆方心理諮商所 北屯區 臺中市北屯區安順東 6街 42號 1樓 04-22468595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 臺中市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西屯區 
臺中市西屯區臺中港路二段 89號 A棟

(惠中樓)3樓 
04-22177240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北區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369號 7樓 04-22033050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蒲

公英諮商輔導中心 
西區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 1段 174號 12樓 04-22239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