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精神與心理衛生資源 

一、臺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免費心理諮商服務  

預約專線：請於上班時間08：00-12：00，13：30-17：30撥打  

林森辦公室06-3352982、東興辦公室：06-6377232 

 諮商地點 諮商服務時段 服務地址 

1 衛生局林森辦公室 每週二晚上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2 衛生局東興辦公室 每週二晚上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163號 

3 麻豆區衛生所 每週一上午 臺南市麻豆區巷口里興國路11-1號 

4 新化區衛生所 每週一上午 臺南市新化區健康路143號 

5 六甲區衛生所 每週一下午 臺南市六甲區中華路110號 

6 新市區區公所 每週一下午 臺南市新市區中興街12號 

7 中西區衛生所 每週二上午 臺南市中西區環河街94號 

8 左鎮區衛生所 每週二上午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172之15號 

9 大內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里2號 

10 龍崎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子158號 

11 北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北區西華街50號 

12 佳里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佳里區進學路159號 

13 關廟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關廟區山西里中正路1000號 

14 學甲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學甲區建國路38號 

15 七股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379號 

16 柳營區衛生所 每週二下午 臺南市柳營區士林里柳營54之5號 

17 東區衛生所 每週二晚上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18 新營區衛生所 每週三上午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72號 

19 東山區衛生所 每週三上午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236號 

20 下營區衛生所 每週三上午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二段137號 

21 將軍區衛生所 每週三上午 臺南市將軍區忠興里185之6號 

22 後壁區衛生所 每週三上午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3號 

23 玉井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5號 

24 南化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226之1號 

25 歸仁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1號 



 諮商地點 諮商服務時段 服務地址 

26 鹽水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鹽水區武廟路1號 

27 安定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里59號之1 

28 楠西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楠西區中正路226號 

29 西港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西港區中山路368號 

30 南區衛生所 每週三下午 臺南市南區南和路6號 

31 北區心理諮詢點(2) 每週三晚上 臺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77號2樓 

32 白河區衛生所 每週四上午 臺南市白河區國光路5號 

33 官田區衛生所 每週四上午 臺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128號 

34 安南區衛生所 每週四下午 臺南市安南區仁安路70號 

35 善化區衛生所 每週四下午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00號 

36 永康區衛生所 每週四下午 臺南市永康區文化路51號 

37 仁德區衛生所 每週四下午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606巷2號 

38 安平區衛生所 每週五上午 臺南市安平區育平路310號 

39 臺南地方法院 每週五下午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308號 

 

  



二、心理諮詢與資源轉介專線 

心理諮詢 

機構名稱 電話 服務時段及備註 

生命線 1995  

張老師 1980  

24小時免費安心專線 1925  

內政部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內政部老朋友專線 0800-228-585  

兒童青少年天使專線 0800-555-911 每天下午4點至10點全年無休 

哎唷喂呀兒童專線 0800-003-123 週一至週五下午4:30至7:30 

踹貢少年專線 0800-00-1769 週一至週五下午4:30至7:30 

內政部婦幼保護專線 113  

全國孕產諮詢關懷服務專線 0800-870-870  

內政部外籍配偶諮詢專線 

1.中、英、日語:24小時、全年無休。 

2.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柬埔寨語：

每週一至週五(不含國定例假日及其他

休息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0800-024-111  

 

 

家庭及親子 

機構名稱 電話 服務時段及備註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市話4128185  (手機+02)4128185 

南台南家庭扶助中心 06-2506782 臺南市中西區西賢一街139號 

北台南家庭扶助中心 06-6324560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六街49號 

兒童保護專線：06-6352085、愛心物資銀行：06-6322649 

家庭暴力曁性侵害防治中心 06-2988995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6樓 

 

 

 



 

就業及經濟 

機構名稱 電話 服務時段及備註 

勞動部就業諮詢專線 0800-77788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06-6985945〜50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工業區工業

路40號(各地就業中心請電洽) 

勞動部臺南就業中心 06-2371218 臺南市東區衛民街19號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永華)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民治) 

06-2991111轉8431 

06-6320310 
 

内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眾申訴專線 0800-869-899  

銀行公會債務協商諮詢專線 02-85961629  

 

 

其他 

機構名稱 電話 服務時段及備註 

內政部社會福利諮詢專線 1957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永華)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民治) 

06-2991111 

06-632223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長期照護專線 1966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0800-507-272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8號4樓 

臺南市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新營分站 

・東區分站 

・佳里分站 

06-2931232、06-2931233 

06-6323884、06-6321994 

06-2093133 

06-7221713 

臺南市憂鬱症關懷協會 06-2083030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252號 

教育部就學安全網專線 02-77366336  

反霸凌專線 0800-200-885  

法律扶助專線 06-2285550 提供現場法律諮詢服務 

法務部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三、精神醫療院所資源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06-2200055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5號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06-5911929 臺南市新化區那拔里牧場72號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06-6351131 臺南市新營區信義街73號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06-2795019 臺南市仁德區裕忠路539號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06-2609926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70號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

學大學興建經營) 
06-3553111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66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06-2748316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57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06-5702228 臺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20號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06-3125101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427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06-2812811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樹林

院區 
06-2228116 臺南市南區樹林街二段442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06-6226999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06-7263333 台南市佳里區興化里606號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

家附設精神療養院 
06-5902336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0號 

郭綜合醫院 06-2221111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22號 

 

  



四、精神科診所資源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蕭文勝診所 06-2755088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05號 

蔡明輝診所 06-3369595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176號 

胡崇元活泉診所 06-2681600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2之1號 

王盈彬精神科診所 06-2600661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406號1樓 

春暉精神科診所 06-2373888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43號 

心樂活診所 06-2383636 臺南市東區凱旋路39號1樓 

林忠義診所 06-3355886 臺南市東區崇信街138號1樓 

羅信宜精神科診所 06-2002268 臺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141號 

許森彥精神科診所 06-2513283 臺南市北區育德路466號 

殷建智精神科診所 06-2810008 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152號2樓之1 

林日光診所 06-2376506 臺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152號 

心悠活診所 06-2236766 臺南市北區金華路五段14號 

第一聯合診所 06-2350116 臺南市北區中樓里勝利路421號 

翁桂芳精神科診所 06-2217070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1段14號 

韓內兒科診所 06-2222303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2段299號 

晟欣診所 06-2585766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506號1樓 

欣悅診所 06-2283065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01號1樓 

康舟診所 06-2655345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486號2樓 

吳吉得診所 06-3563342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280號 

安大身心精神科診所 06-2568886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450號 

仁享診所 06-2719351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970號 

心寬診所 06-3131212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9號1樓 

明澤欣心診所 06-2012866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三段411號 

林俞仲身心精神科診所 06-3036006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31號 

民麗骨科診所 06-2011032 臺南市永康區聖龍街152號 

心永康身心精神科診所 06-3112000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79號 

陳俊升精神科診所 06-6335025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76-8、9號 

林晏弘診所 06-6336500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70號 

常樂診所 06-5909117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26號1樓 

陳相國聯合診所 06-5908878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489號及491號之1 

晴光診所 06-5856629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202號1樓 

安芯診所 06-5727629 臺南市麻豆區民權路43-3號1樓 

心田診所 06-3306768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南路23號1樓 

明如身心診所 06-7225656 臺南市佳里區文化路178號 

白河林眼科診所 06-6831116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2-53號 

  



五、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06-2752858 臺南市東區慶東街214號1樓 

李慧芳心理治療所 0921-126-862 臺南市東區崇德17街124號1樓 

晨希心理諮商所 0975-750-736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187巷23號1樓 

曙光角落心理諮商所 0978-909-965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62號1樓 

心家心理治療所 06-2160959 臺南市東區府連路190號之2 

寬欣心理治療所 06-2510966 臺南市北區育德一街227號 

看見光亮心理諮商所 06-2526733 臺南市北區育德路199巷108號 

上善心理治療所 06-2375555 臺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77號2樓 

禾心心理諮商所 06-3587725 臺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80巷65號 

日安心理治療所 06-2643939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67號5樓 

看見愛心理諮商所 06-2977769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183號 

元品心理諮商所 06-2229592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28號2樓 

微笑永康心理諮商所 06-3036421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五路77號2樓 

慈恩心理治療所 06-2977769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西街21巷1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