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補修碩士班諮商實習課程一覽表
學年度/

實習單位名稱

學期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6-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07)7219054 分機 1611

106-2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08)7663800 分機 25101

107-2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博士生「學校諮商進階實習」課程實習單位一覽表
學年度/

實習單位名稱

學期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6-1

旭立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 69 號 4 樓之 1 (07)3311676 分機 16

106-1

禾心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 80 巷 65 號

(06)3587725

106-1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6-1

文心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 256 號

(07)3108004

106-1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99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107-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07)7172930 分機 1611

107-1

禾心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 80 巷 65 號

(06)3587725

108-1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8-1

希望心靈診所

高雄市九如二路 281 號

(07)3110303

108-1

國立溪湖高中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 86 號

(04)8826436

108-1

國立屏東大學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08)7663800 分機 25101~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9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
108-1

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109-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 分機 560

109-1

安心塾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181 號

(07)2236263

109-1

春暉精神科診所

台南市長榮路二段 43 號 1 樓

06-2373888

109-1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9-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560

博士生「社區諮商進階實習」課程實習單位一覽表
學年度/
學期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6-2 晴朗心理諮商所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東街 429 號

(04)22542238

106-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 分機 560

106-2 臺南市禾心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 80 巷 65 號

(07)3587725

106-2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6-2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216 號

(07)3626342 分機 741、742

學年度/
學期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6-2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107-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07)7172930 分機 1611

107-2 禾心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 80 巷 65 號

(06)3587725

107-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 分機 560

108-2 希望心靈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81 號

(07)3110303

108-2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216 號

(07)-3626342 分機 741

108-2 國立溪湖高中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 86 號

(04)8826436

108-2 國立屏東大學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08)7663800 分機 25101~7

109-2 回甘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 100 號 4 樓

(07)5889880

109-2 台南春暉精神科診所

台南市長榮路二段 43 號 1 樓

(06)2373888

109-2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9-2 安心塾心理治療所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181 號

(07)2236263

109-2 鳳陽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小港區鳳陽街 2 號

(07)8010865

博士生「諮商督導實習」課程實習單位一覽表
學年度/
學期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6-2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 145 號

(07)8120152 分機 50

106-2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 101 號

(07)8215354

106-2 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心理室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07)5817121

107-2 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5

107-2 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輔導室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687 號

(06)2990461 分機 901

107-2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07)7358800 分機 1126

107-2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 101 號

(07)8215354

107-2 海軍軍官學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669 號

(07)5833334

107-2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0

107-2 晴朗心理諮商所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東街 429 號

(04)22542238

108-2 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5

108-2 崑山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06)2727175

109-2 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輔導處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122 號

(07)2115418 分機 500

109-2 高雄市南成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 101 號

(07)8215354 分機 51

109-2 國立屏東大學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08)7663800 分機 25101~7

109-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博士生全年實習單位一覽表
(依本所規定全年實習機構及督導須經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臺灣諮商心理學會之一認證合格)

學年度/
學期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103-1&2 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高雄分會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 69 號 4 樓之 1 07-3311676
103-1&2 崑山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06-2050245

104-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07-7172930#1611

107-1&2 禾心諮商所

台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二段 80 巷 65 號

(06)3587725

109-1&2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9-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07)717-2930 分機 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