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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此名單列出提供臨床心理服務的機構包括政府資助及非政府資助的機構，而且，部份服務是根據私人收費，故務請注意。此名單並未盡錄所有在

香港提供臨床心理服務的非政府(志願)機構。

Ø 本組提供此名單只作公眾參考之用，並非推薦個別機構的服務，亦不涉及本組之利益。

Ø 此名單所刊載的臨床心理學家，均是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的會員，他們已同意本組將其姓名列在此名單上。

Ø 此名單內的資料，由個別機構提供，其提供的專業服務，本組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臨床心理學是一門應用心理學專科。臨床心理服務是以臨床心理學的理論、科研結果、實踐經驗和臨床判斷為基礎而提供的四類服務:

(1) 以當事人為中心的直接服務，包括各種心理評估(例如個人性格、行為及智能狀況等) 和心理治療 

(例如以個人、家庭或小組形式進行的認知行為治療、面談輔導及家庭治療等)；(2) 協助照顧者的支援服務；(3) 專業諮詢 

(包括培訓其他專業人士、提供臨床督導、傳授有關心理學的知識、為各機構提供諮詢服務等) 及推廣大眾心理健康和預防身心疾病的公眾教育活動；(4) 

科學研究。

非政府(志願)機構臨床心理服務 (2022 年 4 月)

 

現時，香港特區政府內任何人都可以自稱為「心理學家」和提供「心理服務」或「心理治療」。本港並沒有一個有法律約制力的註冊機構去監管認可的專業資

格或香港執業資格。為保障個人的權益，在尋找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服務時，應謹慎選擇。首先留意或查核執業人士的專業資格，例如他或她是否符合香港心

理學會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資格(註解 1) 及 本組的會員資格(註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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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謹慎選擇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 

免責條款 



1. 香港心理學會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HKPS) 的「註冊心理學家」 (Registered Psychologist) 資格

一九九四年，香港心理學會成立一個由香港心理學會執行及自願性質的心理學家的專業註冊名冊。 註冊資格包括：(i)

持有心理學學士及碩士學位或心理學博士學位，和(ii)修畢學位後有一年的相關資歷，以及同意遵守香港心理學會制訂之專業守則。在註冊後

，心理學家可以使用「註冊心理學家」的名銜。香港心理學會之註冊委員會所發給每位註冊心理學家的註冊証書，會清楚列明註冊心理學家的

全名(英文及中文(如適用))、註冊編號及有效日期(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及由註冊主任和秘書聯合簽署。「註冊心理學家」必需遵守專業守則

等要求，才可以每年重新註冊。香港心理學家專業註冊名冊現可在香港心理學會網頁上參閱 (http://www.hkps.org.hk) 。  

2.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的會員資格

a.

所有本組的成員，必須擁有臨床心理學碩士或以上的專科學位 

[當中必須包括(1)在不同的分科(例如兒童及青少年、成人精神科、長期病患或傷殘等)中，由臨床心理學家緊密督導下接受實習訓練；(2) 

評估訓練 (例如智力評估等)；和 (3) 獨立研究]。

b. b)所有本組的成員，在修畢學位後有一年的相關資歷後，皆有成為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臨床心理學家的資格。 

註冊後，他們可以用「註冊心理學家(臨床)」或「註冊臨床心理學家」的名銜。目前，成為本組會員與及成為註冊臨床心理學家都不是強制性

的。一九九九年，本組開始執行一個自願性質的延續專業進修計劃。

此名單內列出的資料謹供參考，請致電個別機構查詢安排服務方法及收費詳情。本組不能安排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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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約期方法及收費 

  註解 



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九龍旺角彌敦道736號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循道衛理 梁雅麗女士 中滙商業大廈地下 旺角及大角咀區居住之人士 的社工/輔導員

楊震社會服務處 (電話：2171 4001) (根據社署服務分區) 轉介

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傳真：2388 3062)

網址： 形式：

www.yang.org.hk/tc/service_detail.php?id=15 個人、課程 (靜觀認知治療)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9樓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私人收費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康倚華女士 (電話: 3413 1604: 傳真: 3413 1511) 全港人士 的社工/輔導員

臨床心理及輔導服務 網址： 轉介 或
www.bokss.org.hk/clinical-psychological-and-counseling-

services
形式：個人、小組及家庭輔導 接受其他機構

其他包括智力評估,特殊學習需要評估, 的社工/輔導員

危機管理,講座及訓練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灣仔)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李明琳女士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8樓 居住於灣仔、港島東或 的社工/輔導員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電話: 3413 1641: 傳真: 3413 1656) 葵青區的居民 轉介 或

鮑海茵女士 (港島東) 接受其他機構

香港筲萁灣道361號 形式:  個人、小組及家庭輔導、 的社工/輔導員

利嘉中心11樓 智力評估、特殊學習需要、 轉介

(電話: 2967 0902: 傳真: 2967 0577) 評估、危機管理、

(葵青) 講座及訓練

新界青衣長亨邨亨緻樓地下7-14號

(電話: 2434 4569: 傳真: 2436 3977)

網址：

www.bokss.org.hk/integrated-mental-health-services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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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香港灣仔駱克道3號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根據入息而

香港小童群益會 梁子真女士 (電話: 2527 9121; 傳真: 2865 4332) 兒童，青少年及其照顧者（所有地區） 的社工轉介 定

網址： 或

http://www.bgca.org.hk 形式：個人、小組，intellectual 接受其他機構

陸清妍女士 assessment,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的社工/輔導員

assessment, other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轉介 或

and crisis management 自行約見

九龍深水埗郵政信箱 88446 號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私人收費

呼吸微笑身心正念中心 陳燕妮女士 (電話: 2363 1112) 公眾人士(所有地區) 的社工轉介

網址: www.breathesmile.org 形式： 或

個人、小組輔導、家庭輔導 接受其他機構

Mindfulness training 的社工/輔導員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九龍旺角山東街47-51號中僑商業大廈8樓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私人收費

香港中華基督教 余欣泉女士 (電話: 2332 4899) 兒童及青少年, 全港人士 的社工轉介

青年會輔導組 電郵: rachelyu@ymca.org.hk 或

網址: https://cou.ymca.org.hk 形式 :  個人輔導; 特別學習需要評估, 接受其他機構

情緒輔導, 個人成長, 講座及工作坊 的社工/輔導員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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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Small Group Home Service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郭詠琪女士 5/F., 33 Granville Road 兒童 / 青少年及家長 的社工/輔導員轉介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Tsimshatsui, Kowloon (所有地區)

(Tel: 2731 6278; Fax: 2724 3655)

Foster Care Service 形式：個人及小組庭輔導;

何愷霖女士 Room 103-104, 1/F., Princess Alexanddra intellectual and special

Community Centre, 60 Tai Ho Road education needs assessment,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talks and training, professional

(Tel: 2492 6088; Fax: 2411 6400) consultation

Website: https://www.hkcs.org/

九龍太子道西 191 號 對象：全港人士 接受轄下機構 根據入息而定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彭曉宏女士 馬禮遜紀念會所一樓 的社工/輔導員

(電話: 2397 1495; 傳真: 2787 3949) 形式：個人及家庭輔導 轉介 或

網址：http://clinpsy.hkcccc.org 自行約見

香港北角百褔道21號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私人收費

香港青年協會 - 王昌哲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大樓1樓 6-35歲兒童及青年; 的社工轉介

全健空間 (Tel: 3755 7021; Fax: 3755 7031) 中小學臨床心理服務 或

電郵: wp@hkfyg.org.hk 形式: 接受其他機構

網址: wp.hkfyg.org.hk 個人輔導; Consultation Service 的社工/輔導員

轉介

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 對象： 自行約見 私人收費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郭碧珊女士 中央廣場1座15樓1511-12室 為全港各區的小童、少年及成人

(電話: 2144 6004; 傳真: 2144 5129) 提供有關情緒病、進食失調及

陳忠明博士 網址：www.hmdc.cuhk.edu.hk 其他常見心理困擾的心理評估及

治療。以彈性服務時間，配合不同

人士的需要，中心星期六全日辦公。

形式：

個人心理診治療，家庭治療及婚姻輔導,

公眾及專業講座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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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香港九龍馬頭涌道139號 對象： 接受其他機構 私人收費

香港聖公會輔導 羅苑華博士 聖三一白普理中心5樓 公眾人士 (所有地區) 的社工/輔導員

服務處 (電話: 2713 9174; 傳真: 2711 3082) 形式：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藍兆雅女士 網址: https://cs.skhwc.org.hk Individual seccion, Group counseling;

Family therapy; Play therapy; 

cognitive assessment;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Learning 

disorders; Attentional-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Parenting 

Programs, Talks and Training

九龍觀塘觀塘道370號 對象： 接受其他機構 免費　／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 袁約心女士 創紀之城三期樓602-603室 以服務觀塘區為主; 也為來自香港 的社工/輔導員 私人收費

服務處 (電話: 2342 0688; 2342 0844) 18區的人仕服務 轉介

(復康服務) 陳緻韻女士 (傳真: 2342 6199) 或

電郵: belle_yuen@ktmss.org.hk 形式： 自行約見

電郵: tracey_chan@ktmss.org.hk 個人輔導、復康服務

網址: www.ktmss.org.hk

九龍南昌街332號 對象： 接受其他機構 免費

新生精神康復會 - 凌悅雯博士 (電話: 2778 4503; 傳真: 3552 5383) 15歲以上, 受精神問題困擾的人士, 或因 的社工/輔導員

臨床心理服務 楊翠兒女士 網址: https:// www.nlpra.org.hk 生活壓力而受情緒困擾的新生會服務 轉介

張敬斯博士 單位使用者(包括: 深水埗; 油尖旺; 葵涌; 

鄧亮瀅女士 沙田; 離島; 屯門; 天水圍)

嚴雪玲女士

鄧朗然先生 形式:

個人、小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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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新界沙田安耀街3號匯達大廈701室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香港耀能協會 梁善如女士 (電話：3905 1205; 直線: 3905 1208) 6-25歲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社工/輔導員 轉介

躍動同行先導計劃 傳真: 3893 0827 (輕微/中度)的兒童,青少年或成人 或 接受其他機構

電郵： cindy_lc@sahk1963.org.hk 服務地區：新界東 的社工/輔導員

網址: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137 形式：
個人、小組輔導

九龍大坑東邨東旺樓地下G1室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香港耀能協會 葉婉娜女士 (電話：2529 1002; 傳真 15歲或以上中樞神經系統創傷而致 的社工轉介

(Tel: 2529 1002; Fax: 2865 2529) 身體殘障的人士

電鄄：nar_iyn@sahk1963.org.hk

Website: 形式：個人、小組輔導、復康服務、

https://www.sahk1963.org.hk/en_index.php 心理評估和治安; 心理培訓和咨詢;

製作心理教育及訓練資源; 危機介入

服務

(電話: 2520 1056; fax: 2520 1725)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

聖公會 溫穎瑤女士 電郵: cp@skhsch.org.hk 全港兒童／青少年及家長 的社工轉介 私人收費

聖基道兒童院 Website: 或

網址://www.skhsch.org.hk 形式 接受其他機構

吳素心女士 個人及小組輔導; 智力評估，特殊學習 的社工/輔導員

需要評估，情緒及精神評估／轉介， 轉介 或

危機處理，講座及訓練 自行約見

九龍深水埗黃竹街17-19號深崇閣2樓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根據入息而定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何思敏女士 (電話：2776 7600) 公眾人士 (所有地區) 的社工轉介

社會服務部 (傳真：2778 6936) 或

接受其他機構

香港上環德輔道西32-36號 形式：個人、家庭輔導、 遊戲治療、 的社工/輔導員

帝權商業大樓11樓1101室 特殊學習需要評估、 心理評估、 轉介 或

(電話：2547 9300) 講座及培訓 自行約見

(傳真：2547 9730)

網址: http://cp.ttms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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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臨床心理

學組會員之臨床

心理學家姓名

機構 聯絡資料 服務對象及形式 轉介方法 收費

香港上環蘇杭街91-97號 對象：兒童及青少年 接受轄下機構 根據入息而定

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心 陳詠恩女士 東利商業大廈一樓 的社工/輔導員

理服務中心 盛綺婷女士 電話：2254 0501 形式：個人及小組輔導 轉介 或

盧普茵女士 傳真：2402 4661 接受其他機構

劉采軒女士 網址：www.tungwahepsc.org 的社工/輔導員

曹茜敏女士 轉介 

張巧苑女士

趙曉文女士

吳穎彤女士

廖嘉懿女士

新界沙田禾輋邨民和樓地下121至123號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香港耀能協會 黃志茵博士 (電話: 2662 2980; 傳真: 2662 2711 ) 15歲或以上，智力達正常或以上程度 的社工轉介

青年發展平台 電郵:  joanne_wcy@sahk1963.org.hk 的特別學習需要人士, 包括自閉症, 或

網址: 専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其家長/照顧者; 接受其他機構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134學校/大専院校教職員; 社福機構,以及 的社工/輔導員

僱主。 服務地區: 全港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形式：個人、小組輔導、家庭輔導、
自閉症;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評估

香港西灣河聖十字徑2號5樓B室 對象： 接受轄下機構 免費

協青社- 林靖怡女士 (電話: 2513 0213; 傳真: 2804 8625) 6-24歲兒童/青少年及其照顧者 的社工轉介

清聆心理服務 網址: www.yo.org.hk/cps 或

形式：個人輔導、到校心理服務: 接受其他機構

為學生提供心理評估及治療, 為職員/ 的社工/輔導員

家長提供諮詢, 講座及培訓 轉介 或

自行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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