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急號召診所參與COVID-19疫情下之全民身心健康診療

編號 地區 醫師名 專科別 診所名 聯絡窗口 電話

1 台北市 王仁邦 精神科 伯特利身心診所
楊芷欣、潘潔

安小姐
02-27200938

2 台北市 李旻珊 精神科 捷思身心醫學診所 魯逸 0223221739

3 台北市 鄭宇明 精神科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潘佩蘭護理長 02-28227660

4 台北市 李慧玟 精神科 台北市天晴身心診所
李慧玟醫師

楊淳媄護理師
02-28355329

5 台北市 洪敬倫 精神科 振芝心身醫學診所
廖晏英(周二，

三，五）
02-2506-9169

6 台北市 葉卓兪 精神科 大心診所 洪元婷 02-27718821

7 台北市 江漢光 精神科 光慧診所 江漢光醫師
（02）2755-5627，

2755-5727

8 台北市 李政洋 精神科 李政洋身心診所

診所櫃台人

員、主任黃獻

賢

27620086

9 台北市 魯思翁 精神科 平安身心精神科診所 王新儀 02- 2368-0055

10 台北市 鄭宇明 精神科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所 潘佩蘭護理長 02-28227660

11 台北市 黃信得 精神科 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黃信得 02-28378787

12 台北市 林威廷 精神科 林威廷身心精神科診所 李加霖 02 26308128

13 台北市 黃苑婷 精神科 內湖身心精神科診所 林宸衣 02 26271028

14 台北市 黃鈞蔚 精神科 鈺璽診所 陳俞均 0225095569

15 新北市 楊聰財 精神科 楊聰才診所 魏兆玟 02-29181299

16 新北市 陳亭秀 精神科 永平身心診所 陳亭秀 02-29205660

17 新北市 郭家穎 精神科 樂活精神科診所 歐陽菁菁 02-29463655

18 新北市 陳書喬 精神科 板橋實健診所 美萱
0229626888 會再加

裝專線

19 新北市 陳志軒 精神科 心晴診所 董育琪 02-89250802

20 新北市 賴雅文 精神科 喜悅診所 趙禹淇 02-26820039

21 新北市 蔡喜箴 精神科 新莊永悅診所 紀淑筠 （02）22048782

22 新北市 李秀娟 精神科 樂為診所 池芳儀 0222500007

23 新北市 王桓奇 精神科 晴美身心診所 王桓奇 02-29081775

24 桃園市 謝正熙 精神科 正文身心診所 謝正熙 (03) 3151658

25 桃園市 單瑜 精神科 尚語身心診所 田雅惠 03-4512181

26 桃園市 劉貞柏 精神科 柏樂診所 劉貞柏 034560208

27 桃園市 林晴玉 精神科 心晴診所 王筱萱 03-3467895

28 桃園市 郭信麟 精神科 悅情身心科診所 張庭涵 033411220

29 桃園市 吳威毅 精神科 一德身心診所 呂佳芳 03-3583115

30 桃園市 陳炯旭 精神科 陳炯旭 陳炯旭 032805285

31 台中市 林淇祥 精神科 淇祥診所 林淇祥 0918229116

32 台中市 賴德仁 精神科 德仁診所 陳秀娟 0422652718

33 台南市 鍾明勳 精神科 明如身心診所 鍾明勳 06-722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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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南市 林界男 精神科 心田診所 林界男 063306768

35 台南市 王盈彬 精神科 王盈彬精神科診所 王盈彬 06-2600661

36 台南市 羅信宜 精神科 羅信宜精神科診所 張秋泙 062002268

37 台南市 林晏弘 精神科 林晏弘診所 林晏弘 06-6336500

38 台南市 杜佳軒 精神科 心寬診所 杜佳軒 063131212

39 台南市 江明澤 精神科 明澤欣心診所
翁慧宜、龍薏

因
（06）2012866

40 台南市 鄭安富 精神科 明澤欣心診所
翁慧宜、龍薏

因
（06）2012866

41 台南市 范庭瑋 精神科 心樂活診所 吳小姐 062383636

42 台南市 陳文郁 精神科 晴光診所 0988216783 065856629

43 台南市 蕭文勝 精神科 蕭文勝診所 蕭文勝 062755088

44 台南市 吳吉得 精神科 吳吉得診所 吳吉得 06-3563342

45 台南市 郭建成 精神科 安芯診所 郭建成 06-5727629

46 台南市 王鋕清 精神科 晟欣診所 鄧伊婷 護理師 06-2585766

47 高雄市 范樂群 精神科 樂群診所 魏君玲 07-5555596

48 高雄市 林耕新 精神科 耕心療癒診所 林如津 07/3592022

49 高雄市 孫柏鈞 精神科 希望心靈診所 陳思穎 073110303

50 高雄市 唐子俊 精神科 唐子俊診所 毛莞榕 07-5564028

51 高雄市 謝佳峰 精神科 心方診所 蔡佩芳 07-3450697

52 高雄市 朱晉良 精神科 榮欣身心診所 朱晉良 072150123

53 高雄市 李俊人 精神科 欣明精神科診所 李俊人 07-6627802

54 高雄市 許家璋 精神科 家慈診所 許家璋 073333375

55 高雄市 林宏彥 精神科 心悦診所 林恩如 07-3805562

56 高雄市 陸悌 精神科 尋路身心診所 劉小姐 07-3506021

57 高雄市 陳舒欣 精神科 舒心身心診所 陳少芃 07－3116116

58 高雄市 郭玉柱 精神科 郭玉柱診所 郭玉柱 073661166

59 高雄市 孫讚福 精神科 河堤診所 陳家玲 07-557-5658

60 高雄市 鄭沁綺 精神科 寬福診所 劉沛芸 （07）5570708

61 高雄市 吳景寬 精神科 大順景福診所 陳采靖 073833799

62 高雄市 王瓊儀 精神科 心欣診所 王瓊儀 073640490

63 高雄市 陳明招 精神科 心樂是診所 陳靜蕙 07-3847373

64 高雄市 蔡東杰 精神科 養全診所 蔡東杰 07-3451258

65 高雄市 簡佳璋 精神科 佳璋診所 周湘珍 07 7212090

66 高雄市 陳建佑 精神科 佳欣診所 周湘珍 07-7212090

67 新竹市 林正修 精神科 林正修診所 林正修 035166746

68 新竹市 陳能清 精神科 能清安欣診所 陳能清 035357600轉14

69 新竹市 黃薇諭 精神科 馬大元診所 邱心純 035795698

70 新竹市 林彥輝 精神科 平衡身心診所 林彥輝 03-5320622

71 新竹縣 姚姵宇 精神科 安立身心診所 姚姵宇 03-657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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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苗栗縣 吳四維 精神科 吳四維診所 吳四維 0939128794

73 雲林縣 廖寶全 精神科 廖寶全診所 曾秋雪 0988766330

74 嘉義市 王家麟 精神科 真善渼診所 王家麟 052230505

75 宜蘭縣 劉光中 精神科 光中身心診所 劉承恩 039312300

76 花蓮縣 王春惠 精神科 同心診所 劉佳蓉 03-8567803

77 花蓮縣 林岳增 精神科 悅增身心診所 林岳增 03-8321805

78 花蓮縣 劉邦垠 精神科 悅思身心診所 陳靜敏 03-8460436

79 澎湖縣 沈宏穗 精神科 陽明診所 沈宏穗 （06）9266633

80 金門縣 吳阿瑾 精神科 愛人放心診所 陳姿瑋 082-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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