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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心理衛生、精神醫療資源 111.03.21 更新 

 
 

   
 

 

   
 

   

 

 
免付費心理諮詢服務專線 

 

名   稱 電 話 服務資訊 

安心專線 1925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提供全國民眾心理

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處理情緒困擾、心理

壓力 

服務時間：24 小時，全年無休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提供藥癮者及其家

屬、朋友、一般民眾等人，包含毒品危害諮

詢、心理支持與協助,，另外還有成癮治療

以及社會復歸等相關資源諮詢與轉介等服務 

服務時間：24 小時，全年無休 

老人諮詢服務中心 0800-228-585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銀髮族及關心銀髮族

的朋友，提供電話心理諮詢及問安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早上08:30~12:00，

下午13:00~18:00 

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

線 

1990 

0800-024-111(自

111年7月1日起停

用)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提供外國人及新住

民在臺生活需求及生活適應方面之諮詢服

務，包括簽證、居留、工作、教育文化、

稅務、健保、交通、就業服務、醫療衛

生、人身安全、子女教養、福利服務、法

免付費心理諮詢服務專線 心理諮商資源 

 心理衛生服務 

精神醫療資源 

為加速您查詢資源內容，請以游標指向所需資源名稱按下即可查詢。 

網路成癮治療服務資源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906-54077-107.html
https://antidrug.moj.gov.tw/cp-1196-2609-1.html
https://www.facebook.com/oldfriend0800/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445/7910/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445/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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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資訊及其他生活訊息等事項 

服務時間： 

中、英、日語：24 小時，全年無休 

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 週

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5 時 

哎唷喂呀兒童專線 0800-003-123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全台(包括離島)國小

六年級(十二歲)以下之兒童，提供兒童傾訴

情緒的管道，協助其抒發壓力，獲得心理

支持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4:30~晚上7:30 

踹貢少年專線服務 0800-001-769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全台（包括離島）

十三歲～十八歲的少年，如果有任何想聊

的心情，都可以打電話唷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4:30~晚上7:30 

爸媽call-in 教養專線服務 0800-532-880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18 歲以下兒少的照

顧者，有意願與社工討論親職教養問題與

壓力，提供傾聽照顧者教養兒少的困難與

壓力、情緒支持、分享兒少發展知識、陪

伴討論解決方法、提供其他社會資源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2 點至 5 點 

離婚親子維繫服務 0800-532-880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有面臨分居、離婚

或已離婚之家庭，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監護

權、探視權、撫養費等相關議題，有需要

協商且雙方均有意願者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2點至5點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提供面對家人關係衝

突(包括夫妻、親子、手足及親屬等)、家庭

暴力(含親密關係)困擾或想促進家人關係之

男性朋友情緒抒發管道，防止暴力行為發

生，並提供社會資源訊息轉介及深談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上午 9：00 至晚上

11：00( 全年無休) 

天使專線 

台灣兒童少年自殺防治專線 
0800-555-911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6～15歲兒童、少年

及其家屬，提供兒童、少年匿名求助模

式，輔導內心困惑的意念、情緒與行為，

並提供家屬相關兒童與少年，發展、教養

與救援之全方位資源 

服務時間：星期一~五下午4：00 ~晚上

10：00，全年無休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0800-257-085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由接線之專業社工人

員，提供電話詢服務，引導青少年建立健康

的性觀念與知識，提供相關諮詢及轉介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

6：00 

https://www.children.org.tw/service/index/2313/2033
https://www.facebook.com/youth1769/
https://www.children.org.tw/service/index/2313/2035
https://www.children.org.tw/service/index/462/678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lp-465-107.html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99&pid=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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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 0800-870-870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幫助孕產婦、新手爸

媽及其家人早日順利上手，包括 :保健詢

詢、傾聽、關懷及支持與必要的資源轉介; 

母乳哺育指導、孕前、孕期、產後營養與體

重管理··等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00至下午

6：00 

週六上午9：00至下午1：00 

更年期諮詢服務專線 

0800-005-107 

(僅適用市話撥打，

勿用手機)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更年期婦女如有健康

相關問題，洽詢此專線，由專業詢師依據個

人身心狀況不同，提供症狀評估與健康照護

建議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 ：00至下午

6：00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0800-507-272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提供長期照顧者八大

服務:個案服務、到宅照顧技巧指導、照顧

技巧訓練課程、紓壓活動、支持團體、心理

協談、喘息服務、志工關懷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至下

午5：00 

失智症關懷專線 0800-474-580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當失智者、家屬、專

業人員、一般民眾需要相關服務諮詢，可撥

打專線由社工、護理、心理等專業人員提供

專業諮詢服務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晚上

9：00 

創傷復原諮詢專線 0800-250-585 

 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一般社會大眾，相關

專業人員（如：老師、  社工、諮商師

等），透過諮詢，提供來電者談論情緒經驗

的空間，社工透過分享、示範等方式，協助

來電者辨識情緒、自我調節，提供父母陪伴

孩子共同調節情緒的技巧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回到主選單 

心理諮商資源(心理諮商所24家，心理治療所10家，醫療機構2家)  
 

機構名稱 電  話 地  址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高雄分事務所★ 

07-3306180 

1980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3 樓 

幸福家庭心理諮商所 0970099006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巷22號 

心蘊心理諮商所 
Line ID：@mc2020  

0930108018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3樓之9 

散步後花園心理諮商所 0958061086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10巷15號4樓 

安康心理諮商所 07-7263880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路34號2樓 

https://mammy.hpa.gov.tw/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218
https://www.familycare.org.tw/service/5574
https://www.children.org.tw/service/index/2313/2036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s://www.mypsygarden.org/
https://www.mellowcounseling.com/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walking/
https://www.ankang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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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07-5567315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0972223995 

07-5508216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遇見心理諮商所 07-3453569 高雄市左營區重光路82號 1 樓 

回甘心理諮商所★ 07-5889880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0號4樓 

糖心理諮商所 07-5509218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68號 

小宅心理諮商所 0918061622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94-3號 

慢慢心理諮商所 
0902020568 

07-5361050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1號5樓之3 

芯安心理諮商所 07-554151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2樓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07-5530101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擁抱天使心理諮商所 
07-5226622 

07-5555596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44號 

藍秀宏心理諮商所 0988271987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343 號 5 樓之 2 

心旅心理諮商所★ 
0903529623 

07-5313381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 8 號 

真誠心理諮商所 0905760003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9號1樓 

華遠心理諮商所 07-5527285 高雄市鼓山區厚德路186號6樓之1 

港灣藝術心理諮商所 
cyarttherapy@gma

il.com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46號3樓 

予愛心理諮商所 0905923518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54巷32號 

敲敲話心理諮商所 
Line ID：

@008josxk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5巷24號5樓 

伴心理諮商所 07-3451358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8號 

淨心園心理諮商所 
0908003116 

07-7196657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46巷1號 

心和心理諮商所 
0963985063 

07-2155838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9樓之5 

宇智心理治療所 07-7775580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490 號 2 樓 

路以心理治療所 0975375759 高雄市鳳山區瑞春街 4 號 

安心塾心理治療所 07-2236263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181 號1 樓 

禾好心理治療所 0912208826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119號2樓 

旅行心理治療所 0972691801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138號  

繪星心理治療所 07-2362585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 212 號 2 樓 

樂聆心理治療所 0975185953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一街82號1樓 

欣寧心理治療所★ 07-3502119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95號 

小魚兒心理治療所 07-7777641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20號2樓 

心之森心理治療所 07-3809380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巷1-7號 

佳璋診所★ 07-7212090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03號 

心悅診所★ 07-3805562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87號1-2樓 

說明︰上述「★」機構不定期提供學生或其他族群心理諮商價格方案，請逕洽各機構查詢相關內

https://www.growheart.tw/
https://greenfield188.wordpress.com/
https://www.meetcc2020.com.tw/
https://bscckh2020.wordpress.com/
https://sugar5509218.weebly.com/
https://www.iamkhhouse.com/
https://www.facebook.com/maman108333
https://www.facebook.com/Pmindgarden
https://www.angelembracing.com.tw/index.html
https://htc-cp.com/
https://www.facebook.com/%E7%9C%9F%E8%AA%A0%E5%BF%83%E7%90%86%E8%AB%AE%E5%95%86%E6%89%80-783267615400245/
http://lovelifelearn.bangtech.com/
https://www.facebook.com/harbor.arttherapy/
https://a-promise-love.webnode.tw/
https://www.qiaotalk.com/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3A%2F%2Flin.ee%2F2Aemldf&sa=D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4%BC%B4%E5%BF%83%E7%90%86%E8%AB%AE%E5%95%86%E6%89%80&rlz=1C1CHNY_zh-TWTW900TW900&oq=%E4%BC%B4%E5%BF%83%E7%90%86%E8%AB%AE%E5%95%86%E6%89%80&aqs=chrome..69i57j46i175i199i512.1222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mailto:mrgcc461@gmail.com
https://www.peacefulheart520.com/
https://www.facebook.com/raah.psychotherapy/
https://anexsch.blogspot.com/?m=1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1Yjg5XHU1ZmMzXHU1ODdlIiwiYWRkcmVzcyI6Ilx1OWFkOFx1OTZjNFx1NWUwMlx1OWFkOFx1OTZjNFx1NWUwMlx1ODJkM1x1OTZjNVx1NTM0MFx1NGU5NFx1Nzk4Zlx1NGUwMFx1OGRlZjE4MVx1ODY1ZiIsImxhdGl0dWRlIjoyMi42MjY0MSwibG9uZ2l0dWRlIjoxMjAuMzExNjUsInByb3ZpZGVyTmFtZSI6ImZhY2Vib29rIiwicHJvdmlkZXJJZCI6MTA5NTU5NzEyODk3MzQ2fQ%3D%3D?link=directions&amp;amp%3Bfb_locale=zh_TW&amp;amp%3Bref=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owmind999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ourney-psychological-clinic
https://www.facebook.com/starsinmind/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3ZTZhXHU2NjFmXHU1ZmMzXHU3NDA2XHU2Y2JiXHU3NjQyXHU2MjQwIiwiYWRkcmVzcyI6Ilx1OWFkOFx1OTZjNFx1NWUwMlx1NjViMFx1ODIwOFx1NTM0MFx1NTE2Ylx1NWZiN1x1NGUwMFx1OGRlZjIxMlx1ODY1ZjJcdTZhMTMiLCJsYXRpdHVkZSI6MjIuNjM1NzA4NzQ0MjIxLCJsb25naXR1ZGUiOjEyMC4zMDc2Nzk3NzIzOCwicHJvdmlkZXJOYW1lIjoiZmFjZWJvb2siLCJwcm92aWRlcklkIjoxNzIwMDQ3ODc4MzE1NjE2fQ%3D%3D?link=directions&amp;amp%3Bfb_locale=zh_TW&amp;amp%3Bref=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musicpsychology2019/
https://www.facebook.com/CheerfulMindsClinics/
https://www.facebook.com/%E5%B0%8F%E9%AD%9A%E5%85%92%E5%BF%83%E7%90%86%E6%B2%BB%E7%99%82%E6%89%80-102084621755934
https://www.facebook.com/%E5%BF%83%E4%B9%8B%E6%A3%AE%E5%BF%83%E7%90%86%E6%B2%BB%E7%99%82%E6%89%80-108204984999766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F%83%E4%B9%8B%E6%A3%AE%E5%BF%83%E7%90%86%E6%B2%BB%E7%99%82%E6%89%80&rlz=1C1CHNY_zh-TWTW900TW900&oq=%E5%BF%83%E4%B9%8B%E6%A3%AE%E5%BF%83%E7%90%86%E6%B2%BB%E7%99%82%E6%89%80&aqs=chrome..69i57j46i175i199i512.1084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dr1127.com.tw/
http://mindhapp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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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回到主選單 

通訊心理諮商資源(心理諮商所12家，心理治療所4家，醫療機構3家，其他10家) 
 

機構名稱 電  話 地  址 

心蘊心理諮商所 
Line ID：@mc2020  

0930108018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13樓之9 

散步後花園心理諮商所 0958061086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10巷15號4樓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07-5567315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0972223995 

07-5508216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回甘心理諮商所 07-5889880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0號4樓 

糖心理諮商所 07-5509218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68號 

慢慢心理諮商所 
0902020568 

07-5361050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1號5樓之3 

芯安心理諮商所 07-554151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5號2樓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07-5530101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擁抱天使心理諮商所 
07-5226622 

07-5555596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44號 

予愛心理諮商所 0905923518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54巷32號 

心和心理諮商所 
0963985063 

07-2155838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9樓之5 

禾好心理治療所 0912208826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119號2樓 

繪星心理治療所 07-2362585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 212 號 2 樓 

樂聆心理治療所 0975185953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一街82號1樓 

欣寧心理治療所 07-3502119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95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

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07-7030315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 號 

耕心療癒診所 07-3592011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1 樓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高雄分事務所 

07-3306180 

1980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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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261651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5號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07-2237995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一路3號3樓 

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南部

分會 
07-311913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9 F 之1 

國立中山大學 07-5252000 轉2238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正修科技大學 07-7358858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文藻外語大學 07-3426031轉2273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https://www.mellowcounseling.com/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walking/
https://www.growheart.tw/
https://greenfield188.wordpress.com/
https://bscckh2020.wordpress.com/
https://sugar5509218.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maman108333
https://www.facebook.com/Pmindgarden
https://www.angelembracing.com.tw/index.html
https://a-promise-love.webnode.tw/
https://www.peacefulheart520.com/
https://www.facebook.com/howmind999
https://www.facebook.com/starsinmind/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3ZTZhXHU2NjFmXHU1ZmMzXHU3NDA2XHU2Y2JiXHU3NjQyXHU2MjQwIiwiYWRkcmVzcyI6Ilx1OWFkOFx1OTZjNFx1NWUwMlx1NjViMFx1ODIwOFx1NTM0MFx1NTE2Ylx1NWZiN1x1NGUwMFx1OGRlZjIxMlx1ODY1ZjJcdTZhMTMiLCJsYXRpdHVkZSI6MjIuNjM1NzA4NzQ0MjIxLCJsb25naXR1ZGUiOjEyMC4zMDc2Nzk3NzIzOCwicHJvdmlkZXJOYW1lIjoiZmFjZWJvb2siLCJwcm92aWRlcklkIjoxNzIwMDQ3ODc4MzE1NjE2fQ%3D%3D?link=directions&amp;amp%3Bfb_locale=zh_TW&amp;amp%3Bref=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musicpsychology2019/
https://www.facebook.com/CheerfulMindsClinics/
https://ksph.kcg.gov.tw/
https://thmh.khja.org.tw/index.aspx
https://thmh.khja.org.tw/index.aspx
https://www.healing.tw/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s://www.ccf.org.tw/?action=about_distrbution&Type=3&did=42
https://www.ccf.org.tw/?action=about_distrbution&Type=3&did=42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6%9A%A8%E5%AE%B6%E5%BA%AD%E6%89%B6%E5%8A%A9%E5%9F%BA%E9%87%91%E6%9C%83%E9%AB%98%E9%9B%84%E5%B8%82%E5%8D%97%E5%8D%80%E5%88%86%E4%BA%8B%E5%8B%99%E6%89%80&oq=%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6%9A%A8%E5%AE%B6%E5%BA%AD%E6%89%B6%E5%8A%A9%E5%9F%BA%E9%87%91%E6%9C%83%E9%AB%98%E9%9B%84%E5%B8%82%E5%8D%97%E5%8D%80%E5%88%86%E4%BA%8B%E5%8B%99%E6%89%80&aqs=chrome..69i57j46i175i199i512.1457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h.org.tw/kaohsiung-branch-office/
https://www.goh.org.tw/kaohsiung-branch-office/
https://www.canceraway.org.tw/
https://www.canceraway.org.t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7%BA%E7%81%A3%E7%99%8C%E7%97%87%E5%9F%BA%E9%87%91%E6%9C%83%E5%8D%97%E9%83%A8%E5%88%86%E6%9C%83&oq=%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7%BA%E7%81%A3%E7%99%8C%E7%97%87%E5%9F%BA%E9%87%91%E6%9C%83%E5%8D%97%E9%83%A8%E5%88%86%E6%9C%83&aqs=chrome..69i57j0i546l2.1194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ccd-osa.nsysu.edu.tw/
https://sandbox.csu.edu.tw/TutorCare/StuAppointment/login.aspx
https://d008.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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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07-6577711 高雄市84001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 

輔英科技大學 07-7811151轉2270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07-3617141轉

22092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回到主選單 

心理衛生服務 
 

機構名稱 電 話 服務時間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社區心衛中心 713-4000 轉5707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385-0535 週二~週日 08:3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青少年與家庭諮商中心 
387-8970 週二~週日 09:00~12:00、14:00~17:0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337-3381 

337-3382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535-5920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老人保護服務 

771-0055 轉3328或
3321 
0800-095-785 

週一~週五 08:30~11:30、13:30~17:30 

高雄市新住民事務

專案辦公室 
331-9992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 
235-3500 週一~週六 08:30~12:00、13:00~17:3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3861785 

3860885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740-9350 

 

412-8185家庭教育

諮詢專線 

 

週一~週五09:00-17:00 

 

週一~週五 09:00~12:00、14:00~17:00 

18:00~21:00 

週六 09:00~12:00、14:00~17:0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特教資源中心身心

障礙教育專業團隊 
375-3528#25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380-1484 
395-4653 

週一~週五 09:00~17:00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211-1311 週一~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321-4033 週一~週五 08:00~17:30  

https://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9&dept_id=0&page_id=30915
https://est.fy.edu.tw/
https://stu.nkust.edu.tw/p/412-1007-798.php?Lang=zh-tw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index.php?author=91
https://khd.kcg.gov.tw/tw/department/index.php?author=91
https://cwsc.kcg.gov.tw/
https://cwsc.kc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cwsc.kcg.gov.tw/posts/1575959999189887/
https://www.facebook.com/cwsc.kcg.gov.tw/posts/1575959999189887/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2&m_id=310&s_id=18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2&m_id=310&s_id=18
https://safesex.kcg.gov.tw/
https://safesex.kcg.gov.tw/
https://senior.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7D15A4D4FB7BA608
https://senior.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7D15A4D4FB7BA608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1&b_id=8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1&b_id=8
https://www.facebook.com/hccs335/?ref=settings
https://www.facebook.com/hccs335/?ref=settings
http://www.kscc.kh.edu.tw/
http://www.kscc.kh.edu.tw/
https://ks.familyedu.moe.gov.tw/
https://ks.familyedu.moe.gov.tw/
https://www.kh.edu.tw/department/T0
https://www.kh.edu.tw/department/T0
https://www.kh.edu.tw/department/T0
https://www.facebook.com/JuvenileGuidanceCommitteeKaohsiung/
https://dsacp.kcg.gov.tw/
https://poai.kcg.gov.tw/
https://poai.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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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06-2135101#11 週一~週五 09:00~12:00、13:30~18:00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740-6511轉606 週一~週五 08:00~17:30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 
281-9595 
1995 24 小時，全年無休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高雄生命線

協會 

624-2995 
1995 24 小時，全年無休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高雄分事務所 
1980 

330-6180 

週一~週六  09:00~21:30 

週日 09:00~17:00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 281-0903 週一~週五 08:30~17:30 

高雄市私立基督教 

福澤慈善事業基金會 

失意人專線  286-

1341 

保護您專線 286-

7852 

週一~週五 09:00~12:00、14:00~17:30 

高雄市觀音線協談中心 224-7181 週一~週六 14:30~17:30、18:30~21:30 

長照專線 1966 週一~週五 08:30~12:00、13:30~17:30 

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322-3839 週一~週五 08:00~17:30 

社團法人高雄市築夢關懷協會 553-7971 週一~週五 08:30~12:00、13:00~17:30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南部辦公室) 
281-1265 週一至週五 14:00~22:00  

 回到主選單 

精神醫療資源 (醫院22家，診所64家) 
 

           精神醫療機構        電  話                  地  址 

財團法人私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07-3121101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07-5599123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305 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

慈惠醫院 
07-7030315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 509 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07-803678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山明路 482 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

左營分院附設民

眾診療服務處 

07-5817121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https://ohsip.osha.gov.tw/
https://coia.kcg.gov.tw/web_tw/news.php?n=news&appId=Info
http://www.klla.org.tw/Main.aspx
http://www.kp1995.org.tw/
http://www.kp1995.org.tw/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khchang.1980.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E9%AB%98%E9%9B%84%E5%B8%82%E5%9F%BA%E7%9D%A3%E6%95%99%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5%8D%94%E6%9C%83%E9%AB%98%E9%9B%84%E5%9F%BA%E7%9D%A3%E6%95%99%E5%AE%B6%E5%BA%AD%E5%8D%94%E8%AB%87%E4%B8%AD%E5%BF%83-182429958443940
https://www.facebook.com/futse1111
https://www.facebook.com/futse1111
https://wwwtony5488.github.io/Guan-Yin/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https://www.facebook.com/caregiver.kh/
https://www.ksdreammaking.org/
https://hotline.org.tw/taxonomy/term/22
https://hotline.org.tw/taxonomy/term/22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www.eddh.org.tw/
https://thmh.khja.org.tw/index.aspx
https://thmh.khja.org.tw/index.aspx
https://www.kmhk.org.tw/
https://www.vghks.gov.tw/
https://806.mnd.gov.tw/
https://806.mnd.gov.tw/
https://806.m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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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7-6250919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 1 號 

樂安醫院 07-6256791 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 300 號 

建佑醫院 07-6437901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 360 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07-2911101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07-2238153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 號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07-3351121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 號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07-7496751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 5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 
07-731712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靜和醫院 07-2229612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78 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13811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 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6150011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

院 
07-6156555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水路 3 之20 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07-6150022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21 號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經營） 
07-7418151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42號、42-1號 

文心診所 07-3108004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 256 號 1 樓 

正中診所 07-3809900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 18 號 1 樓 

舒心身心診所 07-3116116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2 樓 

茂德診所 07-3122238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4號 

心樂是診所 07-384737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33號 1-2 樓 

劉精神科診所 07-2229450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 504 號 

開心診所 07-3929988 高雄市三民區敦煌路 82 號 1 樓 

覺民診所 07-3980107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 387 號 1 樓 

希望心靈診所 07-3110303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85號1樓 

誼安診所 07-8069353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 150 號 1 樓 

唐子俊診所 07-5564028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93號1樓 

養全診所 07-3451258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 109 號 1 樓 

心晴診所 07-3463099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 1032 號 1 樓 

陽光診所 07-3412598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76號 2 樓 

李全忠診所 07-3450696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28 號 1 樓 

耕心療癒診所 07-3592011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1 樓 

心方診所 07-3450697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728 號 1 樓 

河堤診所 07-5575658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90 號 1 樓 

心樂診所 07-3421968 高雄市左營區榮佑路 9 號 1 樓 

寬福診所 07-5580809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200 號1.2 樓 

https://814.mnd.gov.tw/main.InitSessionState.do
https://814.mnd.gov.tw/main.InitSessionState.do
https://www.facebook.com/%E6%A8%82%E5%AE%89%E9%86%AB%E9%99%A2LokAn-Hospital%E6%98%AF%E6%B2%BB%E7%99%82%E5%A4%B1%E7%9C%A0%E7%9A%84%E5%B0%88%E5%AE%B6-1898150953737891/
http://www.chien-yu.com.tw/
https://www.kmtth.org.tw/web/KMTT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ksph.kcg.gov.tw/
http://web.joseph.org.tw/
http://www.yuanhosp.com.tw/
https://802.mnd.gov.tw/main.InitSessionState.do
https://802.mnd.gov.tw/main.InitSessionState.do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shk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shk
http://www.jing-ho.com.tw/index.asp
https://www.kmuh.gov.tw/
https://www.chis.mohw.gov.tw/
https://www.edah.org.tw/
http://www.jing-ho.com.tw/index.asp
http://www.jing-ho.com.tw/index.asp
https://www.edch.org.tw/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fsn
https://cghdpt.cgmh.org.tw/branch/fsn
http://www.wen-clinic.com.tw/
https://alternative-medicine-16.business.site/
http://www.cls-medical.com.tw/
https://www.e711cat.com.tw/index.html
http://hopepsyclinic.weebly.com/
https://tangpsyclinic.weebly.com/
http://holistic.tw/news.php
https://www.healing.tw/
https://www.facebook.com/%E5%BF%83%E6%96%B9%E8%A8%BA%E6%89%80-119283031474495/
http://www.riverside.tw/
https://soulhappy.pixnet.net/blog/post/27070441
http://www.kfclin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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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華診所 07-3725066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 352 號 1 樓 

大福診所 07-3317601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 119 號 

喜洋洋心靈診所 07-7272888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 156 號 1-2樓 

靜安診所 07-2239025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 197 號 1 樓 

展穎診所 07-713082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 157 號 

琉璃光精神科診所 07-7160887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 296 號 

家慈診所 07-3333375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大和診所 07-2295666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48 之 99 號 

徐獨立診所 07-7133284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 144 號 

童春診所 07-7210983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 98 號 

楊寬弘診所 07-7240088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28 號 

楊明仁診所 07-2232223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 258 之 1號、258之2號 

1樓 

陳三能診所 07-3359133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 39 號 1 樓 

文化身心診所 07-2255123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2 號 2 樓 

佳璋診所 07-7212090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303 號  

高安診所 07-2727662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59 號 1 樓 

青欣診所 07-2254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12 號 1 樓 

信恩診所 07-2384119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 90-1 號 1 樓 

柯偉恭診所 07-2261359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02-9 號 1樓 

榮欣身心診所 07-2150123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144 號 1 樓 

郭玉柱診所 07-3661166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 838 號 1 樓 

祈福診所 07-3531117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71 號 1-2樓 

楠梓心寬診所 07-3629688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 128 號 1 樓 

心欣診所 07-3640490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822 號 1 樓 

國良診所 07-6076698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 27 號 

元和雅診所 07-5550056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347 號 1-2樓 

樂群診所 07-5555596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46 號 1 樓 

欣明精神科診所 07-6627802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 660 號 1 樓 

張簡精神科診所 07-763204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600 號 

快樂心靈診所 07-7686789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352-1號 1 樓 

文鳳診所 07-7807333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 5 號 1 樓 

信元內科精神科聯合診所 07-7765955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 158 號 

季宏診所 07-7458315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122 號 1 樓 

澄清文鳳診所 07-3986611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 651 號 1-2 樓 

五甲心靈診所 07-841258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 75 號 3 樓 

心悅診所 07-3805562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587 號 1-2 樓 

大順景福診所 07-3833799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720 號 1 樓 

建工心喜診所 07-3801585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603 號 1-2 樓 

元景耳鼻喉科神經科診所 07-3524100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52 號 

https://www.heartconsult.tw/
https://www.facebook.com/dafuclinic11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4125185308
https://www.facebook.com/jingan2013830
https://www.facebook.com/%E5%B1%95%E7%A9%8E%E8%A8%BA%E6%89%80%E7%B2%89%E7%B5%B2%E5%9C%98-Fans-Group-of-Wise-Clinic-1538394709783881/
https://www.facebook.com/%E7%90%89%E7%92%83%E5%85%89%E7%B2%BE%E7%A5%9E%E7%A7%91%E8%A8%BA%E6%89%80-101853396568606/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E%B6%E6%85%88%E8%A8%BA%E6%89%80/162134817177511
https://www.facebook.com/DaHeZhenSuo/
https://www.facebook.com/ykh7240088/
https://www.facebook.com/%E9%AB%98%E9%9B%84-%E6%A5%8A%E6%98%8E%E4%BB%81%E8%A8%BA%E6%89%80-105182304493246/
https://www.facebook.com/tel2255123/
https://www.dr1127.com.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an/%E9%A6%96%E9%A0%81
https://joyyesclinic.weebly.com/
https://www.facebook.com/%E6%9F%AF%E5%81%89%E6%81%AD%E8%A8%BA%E6%89%80-140558802645068/
https://www.dr-chu.com.tw/index.html
https://drkuo-clinic.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A5%A0%E6%A2%93%E5%BF%83%E5%AF%AC%E8%A8%BA%E6%89%80/106397269826573
http://joycepsychiatricclinic.blogspot.com/p/blog-page.html?m=1
https://www.heartbook.tw/
https://www.5550056.com.tw/
http://www.lechun.com.tw/
http://www.hsinming.com/
http://blog.eroach.net/
http://www.phoenixclinic.com.tw/?.p=HjEL
https://psychiatrist-250.business.site/
https://www.facebook.com/%E5%AD%A3%E5%AE%8F%E8%A8%BA%E6%89%80-441753189496531/
http://www.phoenixclinic.com.tw/?.p=HjpE
https://m.facebook.com/%E4%BA%94%E7%94%B2%E5%BF%83%E9%9D%88%E8%A8%BA%E6%89%80%E9%9D%A0%E8%BF%91%E5%89%8D%E9%8E%AE%E9%AB%98%E4%B8%AD%E6%8D%B7%E9%81%8B%E7%AB%99-245899222760349/#_=_
http://mindhappy.com.tw/
http://jfclinic.com.tw/
https://happymind-clinic.com.tw/
https://www.prospect-clin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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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路身心診所 07-3506021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 533 號 1 樓 

健泰診所 07-3222066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134 號 1-2樓 

冬勝診所 07-727839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472號1樓 

佳欣診所 07-7227571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42號1樓 

仁武深忻診所 07-3746583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7-5號1-2樓 

 回到主選單 

網路成癮治療服務資源(醫院10家，診所22家，心理治療所3家) 

網路成癮治療機構 電話 地址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0號 

天主教聖功醫療 

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07-2238153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07-5552565轉

27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07-3121101轉

6826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07-5599123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5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07-8036783轉

3213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山明路482號 

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 

燕巢靜和醫院 

07-6156555轉

111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水路3之20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 

07-7030315轉

3120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509號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27802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60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經營) 

07-2911101轉

8028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8號 

柯偉恭診所 07-2261359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02-9號一樓 

高安診所 07-2727662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59號1樓 

榮欣身心診所 07-2150123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4號1樓 

楊明仁診所 07-2232223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58之1號 

大福診所 07-3317601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119號 

覺民診所 07-3980107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87號1樓 

文心診所 07-3108004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256號1樓 

希望心靈診所 07-3110303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85號 

心樂是診所 07-384737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33號1-2樓 

舒心身心診所 07-3116116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2樓 

心欣診所 07-3640490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22號1樓 

陽光診所 07-3412598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76號1樓 

耕心療癒診所 07-3592011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332號1樓 

唐子俊診所 07-5564028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93號 

https://local-medical-services-588.business.site/?utm_source=gmb&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facebook.com/%E5%81%A5%E6%B3%B0%E8%A8%BA%E6%89%80-%E8%BA%AB%E5%BF%83%E5%B0%88%E7%A7%91-Wellness-Psychiatric-Clinic-115582756801119/
https://www.dongshengclinic.com/
https://www.facebook.com/drchien2020/
https://renwu-heartconsult.tw/
https://ksph.kcg.gov.tw/
http://web.joseph.org.tw/
http://web.joseph.org.tw/
https://www.kmuh.gov.tw/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www.eddh.org.tw/
https://www.kmhk.org.tw/
https://www.kmhk.org.tw/
http://www.jing-ho.com.tw/index.asp
http://www.jing-ho.com.tw/index.asp
https://thmh.khja.org.tw/
https://thmh.khja.org.tw/
https://www.chis.mohw.gov.tw/
https://www.kmtth.org.tw/web/KMTT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www.kmtth.org.tw/web/KMTT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www.kmtth.org.tw/web/KMTTHInterWeb/InterWeb/Home
https://www.facebook.com/%E6%9F%AF%E5%81%89%E6%81%AD%E8%A8%BA%E6%89%80-140558802645068/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o-an/%E9%A6%96%E9%A0%81
https://www.dr-chu.com.tw/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E9%AB%98%E9%9B%84-%E6%A5%8A%E6%98%8E%E4%BB%81%E8%A8%BA%E6%89%80-105182304493246/
https://www.facebook.com/dafuclinic119/
https://www.e711cat.com.tw/index.html
http://www.wen-clinic.com.tw/
http://hopepsyclinic.weebly.com/
http://www.cls-medical.com.tw/
https://alternative-medicine-16.business.site/
http://joycepsychiatricclinic.blogspot.com/p/blog-page.html?m=1
https://www.healing.tw/
https://tangpsyclinic.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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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福診所 07-5580809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0號1.2樓 

季宏診所 07-7458315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22號1樓 

文鳳診所 07-7807333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5號1樓 

尋路身心診所 07-3506021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533號1樓  

心悅診所 07-3805562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87號1-2樓  

建工心喜診所 07-3801585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03號1、2樓  

澄清文鳳診所 07-3986611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51號1、2樓  

大順景福診所 07-3833799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20號1樓  

欣寧心理治療所 07-3502119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95號 

安心塾心理治療所 0925-219-131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81號 

路以心理治療所 0975-375-759 高雄市鳳山區瑞春街4號 

回到主選單 

http://www.kfclinic.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E5%AD%A3%E5%AE%8F%E8%A8%BA%E6%89%80-441753189496531/
http://www.phoenixclinic.com.tw/?.p=HjEL
https://local-medical-services-588.business.site/?utm_source=gmb&utm_medium=referral
http://mindhappy.com.tw/
https://happymind-clinic.com.tw/
http://www.phoenixclinic.com.tw/?.p=HjpE
http://jfclinic.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heerfulMindsClinics/
https://anexsch.blogspot.com/?m=1
https://www.facebook.com/raah.psychothera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