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心組碩士生「個別諮商實習」課程實習單位一覽表
學年度/

實習單位名稱

學期

106-1 繪星心理治療所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 212 號 2 樓

(07)2362585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07)3815366 分機 2228

106-1 高雄市立福誠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 145 號

(07)8120152 分機 50

106-1 高雄市立龍華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30

106-1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 63 號

(07)8152271 分機 272

106-1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4

106-1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07)3821200

106-1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6-1 文藻外語大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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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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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6-1 心樂活診所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 39 號

(06)2383636

106-1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輔導室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 231 號

(08)7656444 分機 601

107-1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07)3821300

107-1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7-1 國立屏東大學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五育樓 10 樓

(08)7663800 分機 25107

107-1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2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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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 號

(07)2862550 分機 161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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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107-1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 2 號

(07)7012831 分機 310

108-1 高雄市瑞興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108-1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8-1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 號

(07)2862550 分機 118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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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07)3821200

108-1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1

108-1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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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51

108-1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20972

108-1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10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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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09-1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9-1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214 號

(06)2752858

109-1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07)382120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生
106-1

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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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4 號

(07)9748541

109-1 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 145 號

(07)8120152 分機 50

109-1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諮心組碩士生「學校諮商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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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6-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6-2 文藻外語大學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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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1

106-2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10

106-2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 63 號

(07)8152271 分機 270

106-2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4

106-2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07)3821200

106-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7-2 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132 號

(07)8226841 分機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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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 145 號

(07)8120152 分機 50

107-2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20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 巷 15 號

(07)3811765 分機 1216

107-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 號

(07)2862550 分機 161

107-2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 2 號

(07)7012831 分機 310

107-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8-2 高雄市瑞興國小輔導處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108-2 後勁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216 號

(07)3626342

108-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8-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07)3815366 分機 2262

108-2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4

108-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8-2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輔導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0 號

(07)2862550 分機 118

108-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8-2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 2 號

(07)-7012831

109-2 上善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林森路三段北區 77 號 2 樓

(06)2375555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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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

109-2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 7929337 分機 41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輔導諮
107-2

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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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擁抱天使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44 號

07-5226622

109-2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4 號

07-9748541

109-2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214 號

(06)2752858

109-2 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忠誠路 145 號

(07)8120152 分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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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心組碩士生「社區諮商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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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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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輔導室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 231 號

(08)7656444 分機 601

106-2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小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07)3815366 分機 222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生
106-2

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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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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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6-2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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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北區育德一街 227 號

(06)2510966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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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232

107-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7-2

高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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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7-2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輔導處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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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心樂活診所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 39 號

(06)2383636

108-2

高雄市瑞興國小輔導處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108-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8-2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1

108-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9 號

(07)3815366 分機 2262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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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7

108-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8-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20972

108-2

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 2 號

(07)5570720 分機 410

109-2

予愛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 54 巷 32 號

0905-923-518

109-2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07)5567315( 芯耕圓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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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07)3878970 (兒諮方
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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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

高雄市南成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 101 號

(07)8215354 分機 51

109-2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214 號

(06)2752858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102 號

(07)5525887 分機 321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08)7799821 分機 8229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輔導
109-2
109-2

處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小輔導處
美和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中心暨

109-2

資源教室

諮心組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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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實習單位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07)5508216

106-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一號

07-8060505 轉 1350-1353

1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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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 271 號

(07)7429803 分機 50

106-1&2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輔導室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三十三號

(02)23632077 分機 741

106-1&2 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7 號 2 樓

(08)721-3448

106-1&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6-1&2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 363 號

106-1&2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214 號

06-2752858

106-1&2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6-1&2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07)5567315

106-1&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 號

(06)2521083 分機 11

(07)382-1200(行政中心區)
(07)781-0680(大寮分區)

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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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06)2532106 分機 285

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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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1

107-1&2 家慈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 118 號

(07)3333375

107-1&2 高雄市小港高級中學輔導處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7 號

(07)8016916 轉 401

107-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 分機 560

1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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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1611

107-1&2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07)5567315

107-1&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學年度/學

實習單位名稱

期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職涯發展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單位聯絡電話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07)5252000 轉 2232

108-1&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8-1&2 真誠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 109 號 1 樓

0905-760-003

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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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3875 分機 560

108-1&2 高雄市立鳳翔國中輔導室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07)7929337 分機 41

108-1&2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02)29053003

108-1&2 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市北區育德一街 227 號

(06)2510966

107-1&2

組

108-1&2 嘉南藥理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 號 嘉南藥
理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06)2664911 分機 1217

108-1&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108-1&2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學務處心理諮商組

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 100 號

(03)4506333 分機 8022

108-1&2 高雄市立前鎮高中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 132 號

(07)8226841 分機 401

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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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

108-1&2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07)5567315

108-1&2 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04)23590231

108-1&2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輔諮組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 420 巷 15 號

(07)3811765 分機 1216

108-1&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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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175 轉 232
07-5567315( 芯耕圓辦公

109-1&2 芯耕圓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312 號 17 樓之 3 室)、07-3878970 (兒諮方案
辦公室)

109-1&2 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輔導室
109-1&2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理諮商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 100 號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07-7929337 分機 45
(04)7238595 分機 4381,
4384

109-1&2 國立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屏東市林森路 7 號 2 樓

(08)721-3446

109-1&2 高雄市道明中學輔導室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4 號

(07)9748541

109-1&2 耕心療癒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332 號

(07)3592011

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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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529 號

06-2531980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綜合中心 2F

04-7232105 #1402～1416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

07-7613875# 560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07）7358800-1126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228 號 7 樓

(07)5530101

109-1&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
心
109-1&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中心
109-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中輔導室
109-1&2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事務
處學生輔導中心
109-1&2 繪心庭心理諮商所

109-1&2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與輔導中心 高雄市民族一路 900 號

(07)3426031 分機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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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07-8100888 轉 25091

109-1&2 綠野仙蹤心理諮商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188 號 2 樓

07-5508216

台南市東區慶東街 214 號

(06)2752858

109-2&100-1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