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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長庚醫院精神科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3/C2360/
psy_index.html
204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02) 2431-3131
分機3150(行政)
分機2265(病房)

八里療養院

http://www.bali.doh.gov.tw/
releaseRedirect.do?pageID=95
24936 台北縣八里鄉華富山33號

(02) 2610-1660

國軍北投醫院

http://818h.mnd.gov.tw/
門診處：112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50號
院本部：112 台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門診：(02)2893-5869
院本部：
(02) 2895-9808

台北榮總醫院精神部 http://www.vghtpe.gov.tw/~psy/index.html
112 台北市石牌路二段201號
台大醫院精神部

總機(02) 2871-2121

http://med.mc.ntu.edu.tw/~psychi/

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 http://www.mmh.org.tw/taitam/psych/psych05.asp
台北院區：台北市中山區10449中山北路
二段92號

台北院區電話：
(02) 2543-3535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http://www.tpech.gov.tw/channel.aspx?ChaId=A179
(松德院區)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9號

(02) 2726-3141

行政院衛生署
台北醫院精神科

http://www.ptph.gov.tw/dep/dep13/dep13.html

(02) 2276-5566

台北縣心理衛生中心 台北縣板橋市英士路192號

(02) 2257-7155

桃園療養院

http://www.typc.doh.gov.tw/index.html
33058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71號

(03) 369-8553 or
262-2277

行政院衛生署
豐原醫院身心科

http://www.fyh.doh.gov.tw/index.php
42055台中縣豐原市安康路100號

(04) 2527-1180

行政院衛生署
臺中醫院精神科

http://www.taic.doh.gov.tw
台中市403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04) 2229-4411

台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科

http://www.vghtc.gov.tw/
40705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60號

(04) 2359-2525

沙鹿童綜合醫院
精神科

http://www.sltung.com.tw
台中縣沙鹿鎮成功西路8號

(04) 2662-6161

行政院衛生署
草屯療養院

http://www.ttpc.doh.gov.tw/index.php
54249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61號

(049) 25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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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
精神科

http://www.cch.org.tw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 723-8595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精神科

http://scmh.org.tw/psycho/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五四二號

(04) 725-6166

嘉義基督教醫院
精神科

http://www.cych.org.tw/cych/
嘉義市忠孝路539號

總機：(05) 276-5041
預約專線：
(05) 276-4994

行政院衛生署
嘉南療養院

http://www.cnpc.gov.tw/
71742 台南縣仁德鄉中山路870巷80號

(06) 279-5019

行政院衛生署
新營醫院精神科

http://www.syh.doh.gov.tw/
73042 台南縣新營市信義街73號

(06) 635-1131~8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http://www.kmuh.org.tw/index_new.asp
和紀念醫學院精神科 807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附設醫院

總機電話：
(07) 312-1101
語音掛號專線：
(07) 320-8181

高雄靜和醫院

(07) 222-9612

http://www.jing-ho.com.tw/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78號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 http://www.cgmh.com.tw/introdu/intr_0406.htm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 123 號

(07) 731-7123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 751-3171

http://www.kcg.gov.tw/~ksph/
高雄市苓雅區80276凱旋二路130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http://thmh.khja.org.tw/
高雄仁愛之家附設
高雄縣大寮鄉鳳屏一路509號
慈惠醫院

(07) 703-0315

行政院衛生署
屏東醫院精神科

(08) 7363-011~5
共五線

http://www.pntn.doh.gov.tw/
院址：90054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羅東博愛醫院精神科 http://www.pohai.org.tw/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03) 954-3131

http://www.tzuchi.com.tw/

花蓮門諾醫院精神科 http://www.mch.org.tw/
970 花蓮市民權路44號

(03) 824-1234

行政院衛生署
玉里醫院

(03) 888-6141

http://www.ttyl.doh.gov.tw/
花蓮縣玉里鎮981中華路448號

杏陵性諮商治療中心 http://www.mercyclinic.org.tw/index.asp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82號5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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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
宜蘭醫院

http://www.ilan.tpg.gov.tw/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03) 9325-192#3281

台北縣立醫院

http://www.tpch.gov.tw/t1/pub/News.asp
台北縣板橋市英士路198號

(02)2254-2454

天主教耕莘醫院 http://www.cthyh.org.tw/
永和分院
台北縣永和市中興路80號

(02) 2928-6060#154
或#257

敏盛綜合醫院

http://www.e-ms.com.tw/gin_kwo/intro_new1.html
桃園市經國路168號

(03) 317-9599#8255

埔里榮民醫院

http://www.pulivh.gov.tw/
南投縣埔里鎮榮光路1號

(049) 299-0833#6111

竹山秀傳醫院

http://www.csshow.org.tw/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2段75號

(049) 262-4266#1029

財團法人天主教 http://www.stjoho.org.tw/
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05) 633-7333#2275

財團法人
奇美醫院

http://www.chimei.org.tw/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901號

(06) 281-2811#52911

財團法人
義大醫院

http://www.edah.org.tw/index.asp?set=551
高雄縣燕巢鄉義大路1號

(07) 615-0011#2982

臺灣基督教
門諾會醫院

http://www.mch.org.tw/
花蓮市民權路44號

(03) 824-1238

澄清綜合醫院
平等院區

http://www.ccgh.com.tw/pt/index_pt.htm
台中市平等街139號

(04) 2463-2000#6391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http://www.kmhk.kmu.edu.tw/cindex.asp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07) 8036-783#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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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龍婦產科診所 台北縣板橋市東門街9號
亞東紀念醫院
青少年健康中心

電

話

(02) 2968-7727
(02) 2966-5009

http://depart.femh.org.tw/family/teen/main.html (02) 7738-0025、
台北縣板橋市南雅南路二段19號
8966-7000#4951

陳建銘婦產科診所 新竹市武陵路218巷58號

(03) 533-7789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http://www.csh.org.tw/
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04) 2473-9595#34956

童綜合醫院

http://www.sltung.com.tw/index.php
台中縣梧棲鎮中棲路一段699號

(04) 2658-1919#4844

台東基督教醫院

http://www.tch.org.tw/tch/
台東市開封街350號

089-960888#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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