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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1
（三重院區）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02)2982-9111

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楊明樞醫師

22051
（板橋院區）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02)2257-5151

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蔡雅如醫師

24936
（八里門診）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02)2210-1660

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潘亦蕾、張哲鴻醫師

23656
（土城門診）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6號
(02)2274-5250

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洪嘉均、潘亦蕾、黃正誼醫師

24759
（蘆洲門診）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116號
(02)8285-6224

開設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張介信、張哲鴻、徐智罡、

馬景野、潘亦蕾醫師

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

醫院

2206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02)8966-7000

4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

國泰綜合醫院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02)2648-2121

5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
23142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77號 (02)6628-9779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

人耕莘醫院
2314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7
怡濟慈園醫療社團法人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2315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57巷5號 (02)2211-8899

8 宏慈療養院 23157 新北市新店區安泰路157號 (02)2215-1177

9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

人永和耕莘醫院
23445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02)2928-6060

10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

建經營)

23561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02)2249-0088

11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

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23702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02)2672-3456

12 名恩療養院 23943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二段62號 (02)2670-1092

1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24213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02)2276-5566

14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

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濟

醫院

24241 新北市新莊區中環路1段28號 (02)2201-5222

15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02)8200-6600

16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24352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 (02)8512-8888

17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

醫院
25150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1之2

號
(02)2620-9199

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

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

紀念醫院

2516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02)2809-4661

19 泓安醫院 25172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91巷2號 (02)2623-2681

20 台安醫院 25243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楓子林路42之

5號
(02)2637-1600

21 楊思亮診所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號 (02)8252-8779

22 家樺診所 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3弄

51號1、2樓
(02)8252-3000

23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2205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75號1樓 (02)2255-5222

24 樂為診所 22051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西路68號1樓 (02)2250-0007

25 心世界身心精神科診所 22053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33號1樓 (02)2275-2279

26 喜樂診所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54號1樓 (02)2964-7761

27 放開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22063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92號1樓 (02)2955-7768

1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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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幸福身心精神科診所 22064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83號1、2樓 (02)2957-8000

29 順心診所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60號1樓 (02)8952-0669

30 實健診所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2號1樓 (02)8952-6627

31 合康診所 2217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12號1樓 (02)8642-5222

32 謝宏杰身心精神科診所 2217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32號1

樓
(02)8691-6588

33 新店北新身心診所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8號1樓 (02)2913-0191

34 楊聰才診所 23146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39號2樓 (02)2918-1299

35 賽斯身心靈診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七街26號2樓 (02)2218-0875

36 心晴診所 23441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7號1樓 (02)8925-0802

37 永平身心診所 23443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74號1樓 (02)2920-5660

38 明心診所 23448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48號1樓 (02)2928-6111

39 中永和身心精神科診所 23455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58號1、2樓 (02)2929-1555

40 福和身心診所 23574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28號 (02)2929-1868

41 寧靜海診所 23574 新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39巷20號1樓 (02)2921-2321

42 樂活精神科診所 23582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25號1樓 (02)2946-3655

43 合康身心診所 23645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7號1樓 (02)2264-3905

44 悠活精神科診所 23657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58號1樓 (02)2274-8877

45 永康身心診所 23663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2號1樓 (02)2273-0199

46 王湘琦身心診所 23742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28巷8號1樓 (02)2671-0427

47 喜悅診所 23844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0號1樓 (02)2682-0039

48 欣慈診所 23941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60號1樓 (02)2677-5601

49 養心診所 23942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36號1樓 (02)2677-5767

50 安興精神科診所 24143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32號1樓 (02)2974-3029

51 林南診所 24145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11號1樓 (02)2980-9803

52 陳信任精神科診所 24146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20號1樓 (02)2987-1868

53
美麗心成人兒童精神科

診所
2414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1樓 (02)2988-6773

54 翔宇診所 24152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86號1樓 (02)2286-8005

55 輔大診所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醫學

綜合大樓1樓）
(02)2905-2526

56 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2424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93號1樓、2

樓
(02)2277-9773

57 好心情身心精神科診所 24254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10號1樓 (02)2996-5868

58 晴美身心診所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77號2樓 (02)2908-1775

59 永悅診所 24267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6號1樓 (02)2204-8782

60 龍霖身心診所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82號1

樓
(02)2606-9556

61 拉法睡眠診所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15號1

樓及夾層

62 欣泉身心診所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156號 (02)2600-6182

63 長建身心診所 24753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65號1樓 (02)2847-1313

64 壬康精神科診所 24758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14號1樓 (02)8282-5885

65 福田診所 24759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40號1樓 (02)8286-3287

66 開心生活診所 24760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376之3號1樓 (02)8282-3531

67 心悅身心診所 2515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99號 (02)2622-5003

68 陳灼彭身心醫診所 25165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92號之1 (02)2629-8996

69 芸光心理諮商所 23147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37號2樓 (02)2914-3527

70 荷光心理諮商所 23149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60巷2弄3號 (02)2918-1060

71 賽斯心理治療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七街26號2樓 (02)2218-0875



72 養心心理治療所 23441 新北市永和區博愛街20巷1號1樓 (02)8928-0123

73 頂溪心理諮商所 23441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號3F (02)8927-3456

74 沛智心理治療所 23450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29-1號 (02)2928-9399

75 米露谷心理治療所 23559 新北市中和區連勝街28號2樓 (02)8245-8820

76 隨心沐語心理諮商所 24145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42號 (02)2981-0715

77 好日子心理治療所 24146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27號2樓 0968-063864

78 方煦心理諮商所 2416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89號6樓 (02)8985-3002

79 漱心坊心理治療所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8樓 (02)8991-4930

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02-2257-2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