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醫療機構分類 單位名稱 電話 地址 服務項目 網址

新莊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 https://www.tph.mohw.gov.tw/

三重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02)2982-9111 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3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 http://www.ntch.ntpc.gov.tw/

板橋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02)2257-5151 板橋區英士路198號 精神科門診 http://www.ntch.ntpc.gov.tw/

板橋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02)8966-7000 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

院
http://www.femh.org.tw/

汐止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 http://sijhih.cgh.org.tw/

新店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02)2219-3391 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 http://www.cth.org.tw/

永和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02)2928-6060 永和區中興街80號 精神科門診 http://www.cthyh.org.tw/

新店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02)2212-3066 新店區車子路15號 精神科門診 http://www.cth.org.tw/

三峽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02)2672-3456 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居家治

療
http://www.eck.org.tw/

中和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02)2249-0088 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院http://www.shh.org.tw/

新店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急性住院http://www.tzuchi.com.tw/

淡水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02)2809-4661 淡水區民權路47號 精神科門診、居家治療、急性住 http://www.mmh.org.tw/

新莊區 綜合醫院(身心科)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02)8200-6600 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 http://www.lslp.mohw.gov.tw/

八里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02)2610-1660 八里區華富山33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 、居家治

療、附設精神復健機構(住宿

型)、附設精神復健機構(日間

型)、附設精神護理之家、急性住

院、慢性住院

http://www.bali.mohw.gov.tw/

新莊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

濟醫院
(02)2201-5222 新莊區中環路一段28號

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

居家治療、附設精神復健機構(日

間型)、急性住院、慢性住院

http://www.tjci-sj.org.tw/dispPageBox/SJMAIN.aspx?ddsPageID=SJHP

新店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怡濟慈園醫療社團法人宏濟神經精神科專科

醫院
(02)2211-8899 新店區安忠路57巷5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none

淡水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長青醫院 (02)8626-0561 淡水區糞箕湖1-5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http://www.ecch.com.tw/

淡水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泓安醫院 (02)2623-2681 淡水區下圭柔山91巷2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none

三芝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台安醫院 (02)2637-1600 三芝區興華里楓子林路42-5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6%B0%E5%8C%97%E5%B8%82%E5%8F%B0%E5%AE%89%E9%86%AB%E9%99%A2/252888191419419

淡水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 (02)2620-9199 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1-2號
精神科門診、附設精神護理之

家、急性住院、慢性住院
http://www.peihsin.com.tw/

鶯歌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名恩療養院 (02)2670-1092 鶯歌區鶯桃路二段62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http://www.memh.com.tw/

新店區 精神科專科醫院 宏慈療養院 (02)2215-1177 新店區安泰路157號 精神科門診、慢性住院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E%8F%E6%85%88%E7%99%82%E9%A4%8A%E9%99%A2/262455540443459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喜樂診所 (02)2951-1737 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54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selahjubilee

三峽區 身心科診所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北榮譽國民之家醫

務室
02-2673-1201 三峽區白雞路 127 號 精神科門診 http://www.vac.gov.tw/vac_home/taipei/home/index.asp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放開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55-7768 板橋區忠孝路92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fanghappy.com.tw/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家樺聯合診所 (02)8252-3000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42號一樓 精神科門診 none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實健診所 (02)8952-6627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2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unshine-clinic.com/information.htm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幸福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57-8000 板橋區實踐路83號 精神科門診 http://www.lovemind.com.tw/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樂為診所
(02)2251-8068

(02)2250-0007
板橋區漢生西路68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janehclee.wordpress.com/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順心診所 (02)8952-0669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6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Banqiao/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楊思亮診所 (02)8252-8779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號 精神科門診 http://psyclinic.com.tw/index.php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255-5222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75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bodymind.com.tw/about.asp

板橋區 身心科診所 心康診所 (02)2962-6888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4號1樓 精神科門診 none

汐止區 身心科診所 謝宏杰身心精神科診所 (02)8691-6588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32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calm.tw/

新店區 身心科診所 楊聰才診所 (02)2918-1299 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39號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yang1963.com.tw/

新店區 身心科診所 賽斯身心靈診所 (02)2218-0875 新店區中央七街26號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ethclinic.com/

永和區 身心科診所 心晴診所 (02)8925-0802 永和區竹林路27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unshine-clinic.com/

永和區 身心科診所 永平身心診所 (02)2920-5660 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74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yp-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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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身心科診所 中永和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29-1555 永和區中正路558號1、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bodymind.com.tw/h_index.asp

永和區 身心科診所 福和身心診所 (02)2929-1868 永和區福和路24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psyclinic.com.tw/C_01.php

永和區 身心科診所 明心診所 (02)2928-6111 永和區中正路748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monet763.pixnet.net/blog

中和區 身心科診所 寧靜海診所 (02)2921-2321 中和區永貞路239巷2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njh-clinic.com/

中和區 身心科診所 樂活精神科診所 (02)2946-3655 中和區安樂路25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Zhonghe/

土城區 身心科診所 永康身心診所 (02)2273-0199 土城區裕民路82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psyclinic.com.tw/index.php

土城區 身心科診所 悠活精神科診所 (02)2274-8877 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58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Tucheng/

三峽區 身心科診所 王湘琦身心診所 (02)2671-0427 三峽區中華路28巷8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greetingfu.pixnet.net/blog

樹林區 身心科診所 喜悅診所 (02)2682-0039 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Shulin

鶯歌區 身心科診所 養心診所 (02)2677-5767 鶯歌區建國路36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nourishmind

三重區 身心科診所 陳信任精神科診所 (02)2987-1868 三重區正義北路32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belief.tw/

三重區 身心科診所 美麗心成人兒童精神科診所 (02)2988-6773 三重區正義北路21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

三重區 身心科診所 林南診所 (02)2980-9803 三重區重陽路四段11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linnan.psy?fref=photo

新莊區 身心科診所 晴美身心診所 (02)2908-1775 新莊區中正路577號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harumipsyclinic.pixnet.net/

新莊區 身心科診所 永悅診所 (02)2204-8782 新莊區民安西路6號1樓 精神科門診 none

蘆洲區 身心科診所 長建身心診所 (02)2847-1313 蘆洲區中山一路165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foreverpmc.com/

蘆洲區 身心科診所 福田診所 (02)8286-3287 蘆洲區中正路14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hheight168.pixnet.net/blog

蘆洲區 身心科診所 壬康精神科診所 (02)8282-5885 中蘆洲區正路114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naturetherapyclinic.blogspot.tw/

淡水區 身心科診所 陳灼彭身心醫診所 (02)2629-8996 淡水區北新路192號之1 精神科門診 http://drchansclinic.weebly.com/

淡水區 身心科診所 知見身心診所 (02)2808-7008 淡水區民族路9號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visionmental.com.tw/

新莊區 身心科診所 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277-9773 新莊區新泰路193號1樓至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spirits.url.tw/Xinzhuang/

汐止區 身心科診所 合康診所 (02)8642-5222 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12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hekang.clinic

土城區 身心科診所 合康身心診所 (02)2264-3905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7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harmonic2014.pixnet.net/blog

鶯歌區 身心科診所 欣慈診所 (02)2677-5610 鶯歌區國慶街16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AC%A3%E6%85%88%E8%A8%BA%E6%89%80-%E9%B6%AF%E6%AD%8C-%E8%BA%AB%E5%BF%83%E7%A7%91-%E7%B2%BE%E7%A5%9E%E7%A7%91%E8%A8%BA%E6%89%80/919572454755275

新莊區 身心科診所 好心情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96-5868 新莊區復興路二段10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s://www.facebook.com/haomood88

土城區 身心科診所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土城門診部 (02)2274-5250 土城區青雲路6號1、2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bali.mohw.gov.tw/?aid=1001

蘆洲區 身心科診所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蘆洲門診部 (02)8285-6224 蘆洲區光榮路116號1樓 精神科門診 http://www.bali.mohw.gov.tw/?aid=1001&pid=0

新店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杏陵心理諮商所 (02)2914-3527 新店區北新路3段212號1樓
個別心理諮商、伴侶心理諮商、

親子心理諮商
http://mercysexco.pixnet.net/blog/post/56324394

新店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荷光心理諮商所 (02)2918-1060 新店區中華路60巷2弄3號3樓
個別心理諮商、伴侶心理諮商、

親子心理諮商

新店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芸光心理諮商所 (02)2914-3527 新店區北新路1段337號2樓
個別心理諮商、伴侶心理諮商、

親子心理諮商

新莊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漱心坊心理治療所 (02)8991-4930 新莊區明中街38號8樓之1

個人心理治療、家族心理治療、

親職功能評估、兩性關係評估、

自律神經功能檢查

http://www.okmood.com/

永和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養心心理治療所 (02)8925-3044 永和區博愛街20巷1號1樓
個別心理治療、兒童心理治療、

青少年心理諮商、一般成人心理
https://www.facebook.com/nurtureourmind/

永和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沛智心理治療所 (02)2928-9399 永和區福和路229-1號2樓

個別心理治療、親職互動技巧訓

練、兒童遊戲治療、注意力訓

練、腦波注意力檢測

https://www.facebook.com/peichihpsycenter/

三重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隨心沐語心理諮商所 (02)2981-0715 三重區三和路3段135號2樓
個人心理諮商、伴侶、親子、家

庭共同諮商
http://twtacf-counseling.blogspot.tw/

三重區 立案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好日子心理治療所 (0968)063-864 三重區正義北路227號2樓

自律神經功能檢查、腦波回饋注

意力檢查、深度心理諮詢、團體

心理諮詢

https://www.facebook.com/goodchen888

板橋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2)2257-2623 板橋區英士路192-1號 心理諮商 http://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502

板橋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板橋區衛生所 (02)2258-6606 板橋區英士路192號 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 http://banqiao.health.ntpc.gov.tw/

淡水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淡水區衛生所 (02)2621-5620 淡水區中山路158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tamsui.health.ntpc.gov.tw/

三重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三重區衛生所 (02)2982-5233 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anchong.health.ntpc.gov.tw/

中和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中和區衛生所 (02)2249-1936 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zhonghe.health.ntpc.gov.tw/

http://www.spirits.url.tw/
http://www.bali.mohw.gov.tw/?aid=1001
http://mercysexco.pixnet.net/blog/post/56324394
https://www.facebook.com/peichihpsycenter/
http://twtacf-counseling.blogspot.tw/
http://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10502


新莊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新莊區衛生所 (02)2996-7123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xinzhuang.health.ntpc.gov.tw/

永和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永和區衛生所 (02)3233-2780 永和區秀朗路一段137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yonghe.health.ntpc.gov.tw/

蘆洲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蘆洲區衛生所 (02)2281-2011 蘆洲區中央路58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luzhou.health.ntpc.gov.tw/

五股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五股區衛生所 (02)2291-7717 五股區中興路四段67-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wugu.health.ntpc.gov.tw/

鶯歌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鶯歌區衛生所
(02)2670-2304

(02)2670-2309
鶯歌區文化路389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yingge.health.ntpc.gov.tw/

土城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土城區衛生所 (02)2260-3181 土城區和平路26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tucheng.health.ntpc.gov.tw/

新店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新店區衛生所 (02)2911-3984 新店區北新路一段88巷1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xindian.health.ntpc.gov.tw/

樹林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樹林區衛生所 (02)2681-2134 樹林區中山路二段80-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hulin.health.ntpc.gov.tw/

汐止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汐止區衛生所 (02)2641-2030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6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xizhi.health.ntpc.gov.tw/

泰山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泰山區衛生所 (02)2909-9921 泰山區全興路212號3樓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taishan.health.ntpc.gov.tw/

林口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林口區衛生所 (02)2606-8760 林口區林口路70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linkou.health.ntpc.gov.tw/

三芝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三芝區衛生所 (02)2636-2007 三芝區中山路一段12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anzhi.health.ntpc.gov.tw/

瑞芳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瑞芳區衛生所 (02)2497-2132 瑞芳區明燈路三段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ruifang.health.ntpc.gov.tw/

烏來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烏來區衛生所 (02)2661-7200 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109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wulai.health.ntpc.gov.tw/

金山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金山區衛生所
(02)2498-4807

(02)2498-2778
金山區大同里民生路59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jinshan.health.ntpc.gov.tw/

深坑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深坑區衛生所 (02)2662-1567 深坑區深坑街165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henkeng.health.ntpc.gov.tw/

三峽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三峽區衛生所 (02)2671-1592 三峽區光明路71號3樓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anxia.health.ntpc.gov.tw/

八里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八里區衛生所
(02)2610-2137

(02)2610-1902
八里區舊城里舊城路16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bali.health.ntpc.gov.tw/

萬里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萬里區衛生所 (02)2492-1117 萬里區瑪鍊路157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wanli.health.ntpc.gov.tw/

石門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石門區衛生所 (02)2638-1007 石門區中山路28-1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himen.health.ntpc.gov.tw/

坪林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坪林區衛生所 (02)2665-6272 坪林區坪林街104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pinglin.health.ntpc.gov.tw/

貢寮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貢寮區衛生所
(02)2490-1431

(02)2490-1590
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gongliao.health.ntpc.gov.tw/

石碇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石碇區衛生所 (02)2663-1325 石碇區碇坪路一段82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hiding.health.ntpc.gov.tw/

平溪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平溪區衛生所 (02)2495-1015 平溪區石底里公園街17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pingxi.health.ntpc.gov.tw/

雙溪區 政府機構附設心理諮商雙溪區衛生所
(02)2493-1210

(02)2493-1211
雙溪區新基南街18號 心理諮商、社區精神病患關懷訪視http://shuangxi.health.ntpc.gov.tw/

八里區 精神護理之家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02)2610-1660分機3810 八里區華富山33號 精神復健 http://www.bali.mohw.gov.tw/?aid=54&pid=15&page_name=detail&iid=4

淡水區 精神護理之家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附設精神護理之家 (02)2620-9199分機112 淡水區忠寮里演戲埔腳1-2號2樓 精神復健 http://www.peihsin.com.tw/

淡水區 精神護理之家 私立晨恩精神護理之家 (02)2801-1697 淡水區賢孝里番子田132號1-2樓 精神復健 none

深坑區 精神護理之家 私立樂活精神護理之家 (02)8662-6930 深坑區北深路3段141巷24號2樓 精神復健 none

深坑區 精神護理之家 私立樂天精神護理之家 (02)8662-6001 深坑區北深路3段141巷24號3樓 精神復健 none

蘆洲區 精神護理之家 敏金精神護理之家 (02)8283-8218 蘆洲區光明路85巷15號1、2、3樓精神復健 none

蘆洲區 精神護理之家 家妘精神護理之家 (02)8282-3635 蘆洲區長榮路410號2、3、4樓 精神復健 none

汐止區 精神護理之家 元康精神護理之家 (02)8648-1027 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69巷26號1~3樓精神復健 none

鶯歌區 精神護理之家 禾軒精神護理之家 (02)8678-1867 鶯歌區中正一路165號1~4樓 精神復健 none

中和區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中和社區復健中心 (02)2246-9893分機207 中和區南山路4巷3號5樓 精神復健 https://www.facebook.com/%E4%B8%AD%E5%92%8C%E7%A4%BE%E5%8D%80%E5%BE%A9%E5%81%A5%E4%B8%AD%E5%BF%83%E5%B8%8C%E6%9C%9B%E6%9C%83%E9%A4%A8-177521128965122/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新莊工作坊 (02)2208-4545 新莊區景德路258號1樓 精神復健 https://www.facebook.com/NEWSTRONG99

板橋區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心橋工作坊 (02)2255-7504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548巷31號1樓 精神復健 https://www.facebook.com/hbworkshop

土城區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得揚工作坊 (02)2274-7021 土城區青雲路10-2號 精神復健 none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日間型)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社區復健中心(02)2201-5222分機6130 新莊區瓊林路100巷21號1樓 精神復健 http://www.tjci-sj.org.tw/dispPageBox/SJCP.aspx?ddsPageID=SJSERVICEE

新店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新店怡園康復之家 (02)8667-3167 新店區民權路145號 精神復健 https://www.facebook.com/%E6%96%B0%E5%BA%97%E6%80%A1%E5%9C%92%E5%BA%B7%E5%BE%A9%E4%B9%8B%E5%AE%B6-317420254941475/

八里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第二所康復之家(快樂村康復之家)(02)8630-5755 八里區華富山33號 精神復健 none

八里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附設八里康復之家 (02)8630-5766 八里區中華路二段312號2樓 精神復健 none

三峽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永丞康復之家 (02)2674-0789 三峽區中華路13-5號5樓及5樓之1精神復健 none

板橋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全安康復之家 (02)2960-6077 板橋區東門街34號3樓及36號2~5樓精神復健 none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鴻安康復之家 (02)8201-9595 新莊區中正路391號6樓及393號6樓精神復健 none

五股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五股康復之家 (02)2298-1126 五股區五權路7巷8號之1，1、2樓精神復健 none

http://pingxi.health.ntpc.gov.tw/
http://www.bali.mohw.gov.tw/?aid=54&pid=15&page_name=detail&iid=4
https://www.facebook.com/%E4%B8%AD%E5%92%8C%E7%A4%BE%E5%8D%80%E5%BE%A9%E5%81%A5%E4%B8%AD%E5%BF%83%E5%B8%8C%E6%9C%9B%E6%9C%83%E9%A4%A8-177521128965122/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佳瑩康復之家 (02)8993-5058 新莊區中正路55之5號 精神復健 http://chiayih.com/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全人康復之家 (02)2203-1628 新莊區瓊泰路95號1-3樓 精神復健 none

汐止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鹽光康復之家 (02)2641-8555 汐止區中興路100號2樓、2樓之1 精神復健 none

三峽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安溪康復之家 (02)2671-1993 三峽區中華路13-5號3樓 精神復健 none

新莊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文德康復之家 (02)2998-8831 新莊區中正路175-1號3樓 精神復健 none

淡水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永安康復之家 (02)2628-2175 淡水區商工路141號及143號1、2樓精神復健 http://sunnyhome.myweb.hinet.net/

板橋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永吉康復之家 (02)8952-2801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4樓之2 精神復健 none

汐止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汐止康復之家 (02)2695-9798 汐止區中興路183巷1號2~4樓 精神復健 none

板橋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祐成康復之家 (02)2952-9550 板橋區重慶路260、262號9樓 精神復健 none

板橋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湳雅康復之家 (02)2960-0050 板橋區館前西路207號4樓、4樓之1 精神復健 none

中和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中和康復之家 (02)8245-9066 中和區中和路59號4樓 精神復健 https://www.facebook.com/home82459066

土城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迦百農康復之家 (02)2262-8568 土城區明德路二段62號9樓、9樓之1精神復健 none

新店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禾欣康復之家 (02)8667-3055 新店區中正路539-2號4樓 精神復健 none

淡水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私立淡水康復之家 (02)2801-3168 淡水區後洲子15-3號 精神復健 none

三重區 精神復健機構(住宿型)重安康復之家 (02)2981-5580 三重區重陽路四段130號、132號8樓精神復健 none

淡水區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馬偕協談中心 (02)2809-4661#2179 淡水區民生路45號 心理諮商 http://mmhcounselor.blogspot.tw/

板橋區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 (02)8967-5599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245巷89號1

樓
心理諮商 http://www.1995.org.tw/

新莊區 社福機構附設心理諮商張老師基金會-「張老師」輔導中心 (02)2998-6180 新莊區中華路一段8號6樓 心理諮商 http://www.1980.org.tw/

板橋區 支持性機構 新北市樂欣家資中心 (02)2257-8822 板橋區莒光路39巷10號2樓
生活重建、自立支持團體、照顧

者支持活動、福利宣導
https://zh-tw.facebook.com/%E6%A8%82%E6%AC%A3%E5%AE%B6%E8%B3%87%E4%B8%AD%E5%BF%83-721602351315428/

土城區 支持性機構 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 (02)8262-1305~6 土城區中正路18號6樓 就業輔導、聯誼活動、教育課程、外展關懷、社會宣導https://www.facebook.com/cihfang

板橋區 支持性機構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02)2255-1480 板橋區莒光路15巷17號5樓

就業輔導、聯誼活動、教育課

程、附設精神復健機構(日間

型)、社會福利及精神醫療諮詢、

提供疾病與藥物資訊、社會宣導

http://www.ntcami.org.tw/

https://zh-tw.facebook.com/%E6%A8%82%E6%AC%A3%E5%AE%B6%E8%B3%87%E4%B8%AD%E5%BF%83-721602351315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