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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衛生局「申辦需知」      104.12.22修訂 

標題 非醫療機構申請為心理師執業機構之說明 

作業流程 一、 送件至本局醫政科審查。 

二、 依據「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進行書

面審核，資料符合規定者函文回復審核通過及機構代碼，

不符合規定者，退件。 

受理時間 上班時間(上午 8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30分) 

申請資格 一、依據心理師法第 7條規定「心理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

業。」第 10條略以「心理師執業．．．應在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心理治療所、

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 

二、依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93年 6月 4日衛署醫字第

0930209857號公告函略以：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機構，係指： 

1.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2.機關、學校設有提供其員工或師生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之

單位。 

3.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設之醫療衛生單位，

有提供心理治療或諮商業務之單位。 

4.財團法人基金會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附設提供心理治療或

心理諮商業務之單位。 

5.法務部所屬監獄、戒治所、勒戒所。 

 以上機構，並具「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或「心理諮商所

設置標準」所定之條件。 

應備證件 一、 建築物平面簡圖【請標示機構空間規劃（實際長寬）、設

施位置、照片】 

二、 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請提供建物使用執照或合法房

屋證明】 

三、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機構證明文件【財團法人機構需檢附

主管機關同意函】。 

費用 無 

服務單位 醫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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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電話 

或傳真 

TEL：7115141分機 5308-5309 

FAX：7124557 

處理天數 收件後且審查結果符合 7 個工作天 

設置標準 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 

一、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二、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 

三、應有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室，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

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 

四、應有等候空間。 

五、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並有專責人員管理。 

六、其他 

（一）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室應在明顯可及處，設置警鈴。 

（二）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室及等候空間，應明亮、整潔及

通風。 

（三）應有緊急照明設備。 

----------------------------------------------------- 

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 

一、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二、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二十平方公尺。 

三、應有心理衡鑑室或心理治療室，其空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

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 

四、應有等候空間。 

五、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並有專責人員管理。 

六、其他 

（一）心理衡鑑室或心理治療室應在明顯可及處，設置警鈴。 

（二）心理衡鑑室或心理治療室及等候空間，應明亮、整潔及

通風。 

（三）應有緊急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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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彰化縣衛生局辦理心理師執業機構書面審查表 

1. 機構名稱：                                 單位名稱：                

2. 機構地址：                     

3. 機構負責人：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4. 機構類別：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 

□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 機關、學校設有提供其員工或師生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之單位。 

□ 事業單位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設之醫療衛生單位，有提供心理治療或諮商業務之單位。 

□ 財團法人基金會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附設提供心理治療或心理諮商業務之單位。 

□ 法務部所屬監獄、戒治所、勒戒所。 

5. 審核情形如下表（依據「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或「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所定之條件）：       

「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心理諮商

所設置標準」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機構提供資料說明 分項審查結果 

第一款  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

所及出入口。 

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有，如所附平面圖及照片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二款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二

十平方公尺。 

1.總樓地板面積：如所附平面圖      ， 

共計        平方公尺。 

2.諮商空間所在位址建築物使用執照。 

有，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三款  應有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

商（治療）室，其空間應具

隱密性與隔音效果，且合計

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 

1.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治療）室：如所

附平面圖            ，計      間，

合計     平方公尺。 

2.隱密性與隔音效果： 

有，如所附照片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四款 應有等候空間。 等候空間： 

有，如所附照片          。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五款 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

施，並有專責人員管理。 

1.紀錄放置設施： 

有，說明：如所附照片    。否 

2.管理人員： 

有，說明：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六款其他 

第一目 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

（治療）室應在明顯可及處，設置

警鈴。 

設置警鈴： 

有，說明：如所附照片           。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二目  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

（治療）室及等候空間，應明亮、

整潔及通風。 

空間明亮、整潔及通風： 

有，說明：如所附照片          。 

否 

 

符合 

 

 

不符合 

 

第三目  應有緊急照明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有，說明：如所附照片        。否 

 

符合 

 

 

不符合 

 

6.審查結果：准予備查  其他     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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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學校諮商室設立申請函(範本) 

附件：諮商室設施平面簡圖、照片 

主旨：本校心理諮商室相關設施，業已依照「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

規定設置完成，請准予成為心理師法第 10 條所定之心理師執

業機構，請 鑒核。 

說明： 

一、 本校因教育需要，必要時將申請諮商心理師到校支援諮商輔

導工作，爲確保諮商場所之合法性，特提此申請。 

二、 本校擬作為諮商室之場所，位於本校 ooo，樓地板面積 ooo

平方公尺，心理諮商室面積 ooo平方公尺，等待室 ooo平方公尺

(如附件一)，該二處場所通風良好、光線充足、有獨立出入口、

等待區，窗戶裝有窗簾，隱密性佳，設有緊急照明燈、警鈴、資

料儲放設備（如附件二照片），並由 ooo專人管理，完全符合「心

理諮商所設置標準」規定。 

三、 檢附本校擬作為心理諮商室之設施平面簡圖(如附件一)、照

片(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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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國小心理諮商室簡易平面圖 

 

00 國小 oo 校舍 oo 樓 

 

總樓板面積：○○平方公尺（需大於 20平方公尺） 

心理諮商室面積：○○平方公尺（需大於 10平方公尺） 

相關設施照片 

附件資料 內容 照片 

1 有明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及出入口 提供獨立作業場所及出

入口之照片 

2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 20平方公尺 提供心理諮商室之平面

圖說明 

3 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治療）室，其空

間應具隱密性與隔音效果 

提供心理諮商室照片（門

上需註明心理諮商室） 

4 等候空間 提供等候空間照片 

5 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錄之設施，並有專責

人員管理 

提供紀錄之設施之照片

（需有上鎖及專人管理） 

6 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治療）室應在明

顯可及處，設置警鈴 

提供警鈴照片（需註明警

鈴） 

7 心理衡鑑室或心理諮商（治療）室及等候

空間，應明亮、整潔及通風 

提供心理諮商室及等候

空間之整體空間之照片 

8 應有緊急照明設備 提供緊急照明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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