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善心理治療所合作機構 

(1)政府單位 (2)基金會 (3) 國小 (4)國中 (5)其他教育機構 (6)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財團法人天主教

善牧社會福利基

金會 

台南市勝利國小 台南市文賢國中 

台灣高雄少年及

家事法院 
台積電 18 廠 

台灣自來水公司 
財團法人台北市

立心慈善基金會 

台南市公園國小 台南市金城國中 台南市光華女中 
香格里拉飯店 

台灣高雄少年及

家事法院 

財團法人台灣世

界展望會 

台南市新興國小 台南市佳里國中 台南高商 
達宣科技有限公

司 

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台北行政執行

處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台南市大港國小 台南市學甲國中 台南市白河商工 
高鐵特約福利廠

商 

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肯愛社會服務

協會 

台南市開元國小 台南市新化國中 台南市玉井商工 

中華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政府公務

人員訓練中心_

心理健康課 

財團法人彭婉如

文教基金會 

台南市海東國小 台南市和順國中 

台南私立敏惠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 

安捷科技 

台北 e 大_心理

健康指數診斷概

念 

財團法人台灣兒

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台北市、

臺南市、台南縣

佳里、永康)  

台南市慈濟國小 台南市崇明國中 台南護專 

台灣凸版國際彩

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財團法人董氏基

金會 

台南市顯宮國小 台南市大內國中 

國立教育研究院

籌備處 

達方電子 

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 

台南市兒童福利

服務中心 

台南市後壁國小 下營國中 淡江大學 

統一企業 

台南縣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_個案輔

導 

財團法人國際單

親兒童文教基金

會 

台南市建功國小 西港國中 長庚大學 

康新室內裝修設

計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台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_演講 

財團法人中華文

化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台南市三股國小 台南市山上國中 德霖技術學院 

台灣奧斯帝摩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北縣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

財團法人台北市

聖道基金會 

台南市竹橋國小 台南市大橋國中 

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智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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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心_個案輔

導 

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家暴中心_強

制親職教育 

台南市婦女兒童

安全保護協會 

台南市山上國小 台南市柳營國中 

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 

 

台北市萬華區第

二戶政事務所_

外籍配偶團體 

蔣揚慈善基金會 台南市大內國小 台南市善化國中 

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 

 

新營就業服務站 永齡基金會 台南市仁德國小 台北市大安國中 遠東科技大學  

台南市衛生局 

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 

台南市港尾國小 台南市後甲國中 台南藝術大學 

 

台南地方法院 

少年事件執行業

務 

社團法人台南市

新世代社會福利

關懷協會 

台南市月津國小 台南市東山國中 德光中學 

 

臺南市教育產業

工會 

台南市生命線協

會 

台南市新東國小 台南市昭明國中 善化高中 
 

 勵馨基金會 台南市安順國小 台南市忠孝國中 台南高商  

 
台南女性權益促

進會 

台南市長安國小 台南市關廟國中  
 

 奇美博物館 台南市安慶國小 

   

 麻二甲之家 台南市南安國小 

   

 台南少年觀護所 台南市西港國小    

 
台南家事法庭家

事服務中心 
台南市新進國小   

 

  台南市新民國小    

  台南市和順國小    

  台南市土城國小    

  台南市蚵寮國小    

 

預約專線:(06) 237-5555 

台南市北區林森路三段 77 號 2 樓 

Email: up3.up3@msa.hinet.net 

統一編號：1048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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