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

政府單位 電話 地址
衛生局 04-25265394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4-25155148 台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43號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04-22289111轉38800 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3樓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04-25290505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路 136 號
教育局 04-22289111 台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社會局 04-22289111 台中市西屯區臺中港路二段89號
勞工局 04-22289111 台中市西屯區臺中港路二段89號(文心樓)

精神醫療機構 電話 地址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04-23711129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158號.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04-22294411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劉昭賢精神科診所 04-23223123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360號
紓情診所 04-23723152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43號2樓
游文治精神科診所 04-23029995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23號
家康診所 04-22630818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923號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04-22627676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145巷2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院區 04-22621652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04-24739595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0號
王昌平神經精神科診所 04-22229752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471號
澄清綜合醫院 04-24632000 台中市中區平等街139號 
詹東霖心身診所 04-22256362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22號
劉騰光身心診所 04-22371903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635號
黃淑琦心身診所 04-22083306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83號4樓
維新醫療社團法人台中維新醫院 04-22038585 台中市北區育德街185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52121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75號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04-22037320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500號
明功堂精神科診所 04-22120083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276號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160號 
昕情診所 04-27085855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46-1號
全新生活診所 04-23156988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199號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04-24632000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118號
呂健弘精神科診所 04-23115249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412號 
開心房身心診所 04-27003342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路2號2樓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04-22586688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6號
圓情居身心靈診所 04-24723060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70號2樓
心身美診所 04-23100050 台中市南屯區大聖街334號
康誠診所 04-23103968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705號2樓
元亨診所 04-22413959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303號
尚義診所 04-22355155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99-1號
佳佑診所 04-22474309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425號
群亨診所 04-24823855 台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三段215號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04-24819900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王志中診所 04-24823855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38號
慈祐聯合診所 04-23368633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548號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80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世淋診所 04-25207017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497號
林淇詳診所 04-25289595 台中市豐原區圍環東路455號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04-26862288 台中市大甲區八德街2號
清濱醫院 04-26283995 台中市清水區港埠路4段195號
陽光精神科醫院 04-26202949 台中市清水區大楊南街98號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04-26625111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04-26626161 台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699號
明德醫院 04-26579595 台中市梧棲區中正里仁美街33巷50號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04-36060666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號
清海醫院 04-25723332 台中市石岡區金星里石岡街下坑巷41-2號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4-23934285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48號
賢德醫院 04-22732551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0號

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台中市精神照護資源



精神復健機構 電話 地址
大和康復之家 04-24072425 台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3段225號2樓
行健社區復健中心 04-24072425 台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三段225號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附設生活旗艦店社區復健中心 04-24820488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500號2樓
時間康復之家 04-24812119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500號13樓
心元康復之家 04-24820389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520號
慶沅社區復健中心 04-22735627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425號
健祥社區復健中心 04-22352019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四段123號8樓
晴光康復之家 04-24361884 台中市北屯區軍榮街296號
松竹社區復健中心 04-24361884 台中市北區軍榮街298號
第一社區復健中心 04-35090811 台中市北區益華街29號
向日葵社區復健中心 04-22360262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54號1樓
亞洲靜悅康復之家 04-35083200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1388號
美麗新世界社區復健中心 04-35052633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950號
美麗境界社區復健中心 04-22292689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83巷19、21號
禾昀社區復健中心 04-22211335 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二段6號3樓之1
非凡社區復健中心 04-23266527 台中市西區忠誠街94號
工學社區復健中心 04-22631138 台中市南區工學二街208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工學社區復健中心 0937-691782 台中市南區工學二街208號
成功康復之家 04-23360632 台中市烏日區公園三街130號
維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康復之家 04-23366990 台中市烏日區建國路413號
台中建國社區復健中心 04-23366990 台中市烏日區建國路413號
慷欣社區復健中心 04-26633356 台中市梧棲區文明街272號
蒔萬康復之家 04-26652515 台中市梧棲區民和東街132號
同心圓社區復健中心 04-26227828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43號
山水居康復之家 04-25123800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17巷36號3樓及4樓
山線社區復健中心 04-25123741 台中市豐原區南嵩里水源路17巷36號1樓及2樓

精神護理之家 電話 地址
清濱醫院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04-26283995 台中市清水區港埠路4段195號3樓及4樓
信和精神護理之家 04-24181555 台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3段219號7樓

心理諮商所及心理治療所 電話 地址
識心心理治療所 04-22633820 台中市南區工學1街179巷13號
如穎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04-23283705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00號
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 04-23751966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41巷3號
大觀心理治療所 04-23202629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76號
桐心理治療所 04-24739670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一路19號.
喆方心理諮商所 04-22468595 台中市北屯區安順東6街42號1樓
心靈洸洋心理治療所 04-22121592 台中市東區富榮街63號

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責任醫療機構 電話 地址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04-26625111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04-22294411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和平衛生所 04-25942781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132號
梨山衛生所 04-25989540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68號
東勢鎮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04-25771919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精神護理之家 電話 地址
清濱醫院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04-26283995 台中市清水區港埠路4段195號3樓及4樓
信和精神護理之家 04-24181555 台中市大里區中投西路3段219號7樓

心理諮商所及心理治療所 電話 地址
識心心理治療所 04-22633820 台中市南區工學1街179巷13號
如穎心理成長中心心理治療所 04-23283705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00號
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 04-23751966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41巷3號
大觀心理治療所 04-23202629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76號
桐心理治療所 04-24739670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一路19號.
喆方心理諮商所 04-22468595 台中市北屯區安順東6街42號1樓
心靈洸洋心理治療所 04-22121592 台中市東區富榮街63號

性侵害被害人驗傷採責任醫療機構 電話 地址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04-26625111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321號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04-22294411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和平衛生所 04-25942781 台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132號
梨山衛生所 04-25989540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68號
東勢鎮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04-25771919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97號

    台中靜和醫院護理科整理1110122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7534&ctNode=4639&mp=108010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7533&ctNode=4639&mp=10801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1&ved=0ahUKEwiZ1MzO2fzNAhVLi5QKHfPGB6IQFghAMAo&url=http%3A%2F%2Fpoi.zhupiter.com%2Fp%2Fcht-236657%2F%25E5%25A6%2582%25E7%25A9%258E%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6%2588%2590%25E9%2595%25B7%25E4%25B8%25AD%25E5%25BF%2583%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6%25B2%25BB%25E7%2599%2582%25E6%2589%2580%2F&usg=AFQjCNFPwYqe0lnWXQetw3Kz6yzvfsF-Fg&sig2=CtfLxf54Hy7ckJtH-5sRRQ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1MTQ5XHU3NTMwXHU3ZDljXHU1NDA4XHU5MWFiXHU5NjYyLVx1NTkyN1x1NzUzMlx1OTY2Mlx1NTM0MCIsImFkZHJlc3MiOiJcdTUzZjBcdTRlMmRcdTVlMDJcdTUzZjBcdTRlMmRcdTVlMDJcdTU5MjdcdTc1MzJcdTUzNDBcdTdkOTNcdTU3MGJcdThkZWYzMjFcdTg2NWYiLCJsYXRpdHVkZSI6MjQuMzQ2NjUsImxvbmdpdHVkZSI6MTIwLjYxNjkyLCJwcm92aWRlck5hbWUiOiJmYWNlYm9vayIsInByb3ZpZGVySWQiOjIwMTYzMDM1MzE4MzYxNH0=?link=addresses&fb_locale=zh_TW&ref=facebook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1&ved=0ahUKEwiZ1MzO2fzNAhVLi5QKHfPGB6IQFghAMAo&url=http%3A%2F%2Fpoi.zhupiter.com%2Fp%2Fcht-236657%2F%25E5%25A6%2582%25E7%25A9%258E%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6%2588%2590%25E9%2595%25B7%25E4%25B8%25AD%25E5%25BF%2583%25E5%25BF%2583%25E7%2590%2586%25E6%25B2%25BB%25E7%2599%2582%25E6%2589%2580%2F&usg=AFQjCNFPwYqe0lnWXQetw3Kz6yzvfsF-Fg&sig2=CtfLxf54Hy7ckJtH-5sRRQ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1MTQ5XHU3NTMwXHU3ZDljXHU1NDA4XHU5MWFiXHU5NjYyLVx1NTkyN1x1NzUzMlx1OTY2Mlx1NTM0MCIsImFkZHJlc3MiOiJcdTUzZjBcdTRlMmRcdTVlMDJcdTUzZjBcdTRlMmRcdTVlMDJcdTU5MjdcdTc1MzJcdTUzNDBcdTdkOTNcdTU3MGJcdThkZWYzMjFcdTg2NWYiLCJsYXRpdHVkZSI6MjQuMzQ2NjUsImxvbmdpdHVkZSI6MTIwLjYxNjkyLCJwcm92aWRlck5hbWUiOiJmYWNlYm9vayIsInByb3ZpZGVySWQiOjIwMTYzMDM1MzE4MzYxNH0=?link=addresses&fb_locale=zh_TW&ref=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