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s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Ltd. 香港心理學會 臨床心理學組
Room 506, Lemmi Centre, 50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phone: 6774 7752; website: https://hkps-dcp.org.hk ; email: dcp@hkps.org.hk
地址：香港觀塘開源道 50 號利寶時中心 506 室；電話：6774 7752；網站： https://hkps-dcp.org.hk ；電郵： dcp@hkp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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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私人執業服務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名單 (2021 年 4 月)
免責條款
此名單列出的臨床心理學家為： (1)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 (以下簡稱本組) 之會員 ；(2) 香港心理學會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3)
以自僱形式提供服務；和 (4) 願意提供其聯絡方法予公眾人士。此名單並未盡錄所有在香港提供私人執業臨床心理服務的機構或人士。

本組提供此名單只作公眾參考之用，並非推薦個別會員或機構的服務，亦不涉及本組之利益。
此名單內的資料，由會員提供。印製此名單當日，本組只可核實他們是否香港心理學會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以及本組的會員。本組對個別會員或機
構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謹慎選擇合資格的臨床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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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及本組的會員資格 (註解 1)。

* 註解 2 : 成 = 成人；青 = 青少年；兒 = 兒童；婚 = 婚姻 /夫妻；家 = 家庭；長 = 長者
* 註解 3 :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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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約期方法及收費

1.

一般來說，可由當事人或親友直接電話預約。多數亦接受以下人士(例如醫護、專職醫療、社會工作者、老師)和機構轉介。

2.

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服務多數是以每節收費，由個別臨床心理學家以服務性質、個案特點，及臨床心理學家的年資等因素釐定收 費。

3.

請致電個別臨床心理學家查詢安排服務方法及收費詳情。本組不能安排預約。

註解
1.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的會員資格
所有本組的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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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對象： 成 = 成人；青 = 青少年；兒 = 兒童；婚 = 婚姻/夫妻；家 = 家庭；長 = 長者

3.

服務範疇：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 註解 2 : 成 = 成人；青 = 青少年；兒 = 兒童；婚 = 婚姻 /夫妻；家 = 家庭；長 = 長者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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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姓名 (銜頭)
AU, Hoe Chi Angel (Dr.)
區浩慈博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Angel Au Developmental Consultancy
(電話: 2319 1433; 傳真:2982 4403)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中文(廣東話)、
英文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Autism Partnership
(電話: 2526 3812; 傳真: 2982 4403)
香港北角英皇道633號7樓
陳晧宜心理服務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60 號紐約行 6 樓
(電話: 3160 2933; 傳真: 2336 6341)
網址: www.drcindychan.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婚; 長

評; 治; 專; 法

CHAN, Cindy (Dr.)
陳皓宜博士

Pat & Matthew Psychological Consultancy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大廈 22 樓 2214 室
(電話: 9310 9925)
電郵: patchan1214@gmail.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家

CHAN, Ka Wing Patricia (Ms.)
陳嘉詠女士

評; 治; 專;
員工培訓

Sumee Chan Clinical Psychologist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68-200 號信德中心
招商局大廈 915 室
(電話: 2841 8863; 傳真: 2841 8806）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CHAN, Kit Bing Sumee (Ms.)
陳潔冰女士

評; 治; 專; 法;
Mindfulness Teaching

陳少清心理工作室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6樓1605室
(電話: 5282 7370)

中文 (廣東話)

青; 成

治; 專

CHAN, Siu Ching (Dr.)
陳少清博士

中環診所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8樓804室
(電話: 2122 9202)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CHAN, Wing Yee Michelle (Dr.)
陳穎儀博士

仁安醫院臨床心理科
沙田大圍富健街十八號
仁安醫院大樓8樓微創中心
(電話: 2608 3383)
WhatsApp/WeChat: (852) 9196 6183 敬請預約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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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CHAO, Puihan Joyce (Dr.)
周佩嫻博士

CHEUNG, Chuen Yih Amos
(Dr.)
張傳義博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服務對象
(註解 2*)
青; 成; 婚; 家; 長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法;
Program
development

寧思中心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一號 16 樓 1601 室
The London Medical Clinic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一號 9 樓
(電話: 2789 2297)
網址: www.dimensionscenter.com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常棣醫務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卡佛大廈2201室
(電話: 2147 2202; 傳真: 2147 2211)
電郵: therosalesclinic@gmail.com (敬請預約)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法

腦脊椎醫學顧問中心
九龍尖沙咀中間道15號 H Zentre 6樓606-607 室
(電話: 2724 3000; 傳真: 27243636)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評; 治; 專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
西座10樓1006A室
(Tel: 2322 8922)
網址: www.emilycheung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婚; 家

評; 治

Dr. Doo 兒童發展及評估中心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61-65號華人銀行大廈
11樓1102-03室
(電話: 2516 0333; 傳真: 2516 0222)
微信: irenewcheung
電郵: irenewcheung@yahoo.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Dr. Greg Mak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號興瑋大廈501室
(電話: 2687 6777; 傳真: 2687 5777)
電郵: amoscy.cheung@gmail.com (敬請預約)
CHEUNG, Mei Chun (Prof.)
張美珍教授
CHEUNG, Siu Wan Emily (Miss)
張小雲女士

CHEUNG, Wing Sze Irene (Ms.)
張詠思女士

傳仁醫療中心
尖沙咀美麗華廣場A座22樓2215室
(電話: 2332 0065; 傳真 2332 0097; 手機: 6580 6506)
電郵: shalon-medical@dr.com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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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法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28號亞太中心

中文

CHEW, Po Ling Linda (Ms.)

八樓804室

(廣東話)

周寶玲女士

(電話: 2369 0096; 傳真2369 0289)

英文

My Online Therapy
245 Hammersmith Road, London
U.K. W6 8PW
(電話: +44(0)20 3389 8867)
網址: www.myonlinetherapy.com

中文
英文

成

評; 治

思健心理諮詢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萬年大廈709室
(電話: 2186 7850; 9859 1850)
網址: www.wellness-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長

評; 治; 専; 法;
Public talks and workshops,
treatment groups

藍天心理諮詢中心
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96 號美敦大廈 8 樓 D 室
(電話: 2537 2628; 傳真: 2537 2628)
網址: www.cheers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逸和醫務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1708-09室
(電話: 2801 7088 / 2801 7001; 傳真: 2801 6200)
電郵: susannachoy.cp@gmail.com
網址: www.ywmedicalcentre.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Public talks and
workshops,
treatment groups）

CHING, Yee Ning Elaine (Miss)
程苡寧小姐

CHIU, Sze Nga (Miss)
趙思雅小姐

Facebook: www.facebook.com/WellnesssPsychologicalServices

CHOW, Hoi Sze Daisy (Ms.)
鄒凱詩女士

CHOY, Shan Shan Susanna (Ms.)
蔡珊珊女士

蔡珊珊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萬年大廈1104室
(電話: 2801 7028; 傳真: 2801 7008)
電郵: susannachoy.cp@gmail.com
助展會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4-200號東新商業中心一樓
(電話: 2528 4096; 傳真: 2528 4347)
電郵: pda@pdachild.com.hk
網址: www.pdachild.com.hk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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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服務對象
(註解 2*)

服務範疇
(註解 3*)

邁步兒童發展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0-436號
彌敦商業大廈4樓A室
(電話: 2899 2993; 傳真: 2899 2262)
電郵: info@step-hk.com
網址: www.step-hk.com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評; 專

香港兒童發展及腦神經專科中心
香港區
香港中環夏慤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10樓1006室
九龍區
九龍紅磡都會道6號置富都會8樓833號舖
(電話: 2243 0000; 傳真: 2140 6880)
網址: www.hkdpc.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家

評; 治; 專

Annie Ho Psychological Service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京華中心十六樓1605室
(電話: 6464 9973)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婚; 家; 長

治; 專; 法

HO, Nim Chee Annie (Ms.)
何念慈女士

香港大學心理服務組
香港大學賽馬會教學樓六樓, 心理學系
(電話: 39172398; 傳真: 2858 3518)
網址: www.psu.hku.hk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家; 長

評; 治

HUANG, Hai Yen (Dr.)
黃海燕博士

Fullife 臨床心理服務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座
10樓1006A室
(電話: 2322 8456; 傳真: 3522 1561)
電郵: sarahip@fullife.com.hk
網址: http://fullife.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KEUNG, Yuen Nai Winnie (Dr.)

樂源心理服務
香港銅鑼灣伊榮街9 號欣榮商業大廈15樓1501室

姜源妮博士

(電話: 2890 1821 / 91709138)

英文

CHU, Ka Lai (Ms.)
朱嘉麗女士

CHUNG, Wai Hung Angela (Ms.)
鍾慧虹女士

IP, Miu Yin Sarah (Ms.)
葉妙妍女士

電郵: rizapsyservice@gmail.com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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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家; 長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KONG, Mo Yee Maureen (Dr.)
江慕儀博士

香港兒童發展專科及腦神經専科
香港中夏愨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10樓1006室
(電話: 2243 0000; 傳真: 2140 6880)
網址: wwww.hkdpc.com/
黎玉蓮臨床心理學服務
寧思中心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1號16樓1601室
(電話: 5543 6996)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長; 婚

治; 專

LAI, Yuk Lin Josanna (Miss)
黎玉蓮小姐

滌心情緒健康專科
香港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金百利12樓1203室
(電話: 2886 3839)
網址: www.mindcare.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LAM, Yue Tung Candice (Ms.)
林玥彤女士

兒; 青; 長

評; 治; 專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法
(撫 養 權 評估;

LAU, Mei Ting Eliza (Miss)
劉美婷女士

LAU, Yuet Ying Esther (Dr.)
劉月瑩博士

如家心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17-19號
香港工商大廈7樓702室
(電話: 2875 8233; 傳真: 2530 9438)
網址: www.harmonyhome.com.hk
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大學D1座2樓22室
(電話: 2948 8253)
網址:
https://repository.eduhk.hk/en/persons/esther-yuet-ying-lau

LEE, Man Kwan Jacen (Dr.)

香港臨床腦神經心理中心
九龍佐敦道廟街273號寶發大廈5樓D室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李玟頵博士

(電話: 2730 8166 / 8108 0295)

英文

電郵: npsyhk@gmail.com
網址: www.neuropsyhk.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neuropsyhk
微信: jacen123lee
Whatsapp: 6558 6100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決策能力評估;
臨床腦神經心理評估及
治療; 腦神經認知能力
復康; 育兒教育諮詢;
專業人員培訓;
高級管理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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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LEE, Mo Kit Mona (Dr.)
李慕潔博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邁步兒童發展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0號彌敦商務大廈4樓A室
(電話: 2899 2993; 傳真: 2899 2262)
網址: www.step-hk.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法

梁國強博士臨床心理學家及腦神經心理學家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81號大新行1216室
(電話: 5055 6960)
電郵: kkleung@drkkleung.com
網址: www.drkkleung.com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成; 青;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法

邁步兒童發展中心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30號彌敦商務大廈4樓A室
(電話: 2899 2993; 傳真: 28992262)
網址: www.step-hk.com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偕行坊心理中心
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三號時財商業大廈五樓
(電話: 2311 2512; 傳真: 2311 2627)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恩德賢診所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6號
印刷行405室
(電話: 2151 8009; 傳真: 2151 3886)
電郵: info@alphaclinic.com.hk
網址: www.alphaclinic.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家
長

評; 治; 專; 法;
Biofeedback;
Mindfulness

Twiggy Mak & Associates
九龍尖沙咀樂道27號
樂輝商業大廈14樓A室
(電話: 2311 2866; 傳真: 2311 2826)
電郵: eddieli@tmak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長; 婚

評; 治; 專; 法

FUNG, Shuk Man Amy (Dr.)
馮淑敏博士

(電話: 2917 1153; 傳真: 2892 7404)
網址: www.hksh.com

LEUNG, Wai Yin Amy (Dr.)
梁慧賢博士
LI, Chi Kwan (Dr.)
李智群博士

LI, Kam Wah Eddie (Mr.)
李錦華先生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養和東區醫療中心
香港筲箕灣阿公岩村道5號
李樹芳樓5樓

LEUNG, Wai Yee Winnie (Dr.)
梁慧儀博士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LEE, Wing Ho, Peter (Prof.)
李永浩教授

LEUNG, Kwok Keung (Dr.)
梁國強博士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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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家; 長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法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33號
誠信大廈21樓2103室 (港鐵上環站C出口)
(電話: 2815 5661; 傳真: 2815 2119)
網址: www.allianceholistic.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幸福樂園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96號美敦大廈8樓D室
(電話: 2537 2628; 傳真: 2537 2628)
電郵: lyceum.hk@gmail.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評; 治; 專

LO, Chak Chuen Eddie (Mr.)
羅澤全先生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家; 長

評; 治; 專

LO, Tak Yin (Dr.)
盧德賢博士

偕行坊心理中心
九龍尖沙咀堪富利士道三號
時財商業大廈五樓
(電話: 2311 2512; 傳真: 2311 2627)
Twiggy Mak & Associates
九龍尖沙咀樂道 27 號樂輝商業大廈 14 樓 A 室
(電話: 2311 2866; 傳真: 2311 2826)
網址: www.tmak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婚; 家;長

評; 治; 專

MAK, Twiggy (Dr.)
麥芍琪博士

Mindfullly
香港中環雲咸街43-45號余悅禮行701室
(電話: 9198 7264)
網址: www.mindfully.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評; 治; 專

NG, Shung Yan Beatrice (Ms)
吳祟欣女士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亞太中心 8 樓 804 室
(電話: 2369 0096; 傳真: 2369 0289)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婚; 長

治; 專; 法

匯兒心理健康及發展評估中心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
朗豪坊辦公大樓41樓
(電話: 2156 5849)
網址: www.primecare.com.hk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法

評; 治; 專

LI, Wing Sai Frendi (Dr.)
李詠茜博士

NG, Yu Fa Esther (Ms.)
吳如花女士
POON-MAK, Sui Man Rachel
(Dr.)
潘麥瑞雯博士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7/11

姓名 (銜頭)
POON, Wing Tak Rhonda (Ms.)
潘頴德女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滙兒心理健康及發展評估中心
九龍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辦公大樓41樓
(電話: 2156 5849)
網址: www.primecare.com.hk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家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寧思中心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1號16樓1601室
(電話: 2789 2297; 傳真: 2788 3917)
網址: www.dimensionscenter.com
博施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83號柯士甸廣場902室
(電話: 2523 5211; 傳真: 2523 5155)
網址: www.parksclinic.com.hk
SUEN, Yiu Kwan Edmond (Dr.)

孫耀君博士
SUN, Nee Ngor Lina (Dr.)
孫妮娜博士

TONG, Sung Ki (Dr.)
湯崇琪博士

WONG, Adrian (Dr.)
黃沛霖博士

會臻心理服務
九龍彌敦道469-471號新光商業大廈1806室
(Tel: 2393 7111)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Ch; Ad; A; OA; C; F

評; 治; 專; Hypotherapy;
Coaching

心理坊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美麗華廣場A座10樓1001室
(電話: 2702 3038; 傳真: 2697 7000)
電郵: info@thecenterpsy.com
網址: www.thecenterps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評; 治; 專

湯崇琪博士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九龍彌敦道570號基利商業大廈19樓
(油麻地港鐵站A2出口)
(電話: 2114 4028; 傳真: 27409 077)
Whatsapp: 6409 2688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長

評; 治; 專

中卓醫務
香港中環畢打街1-3號中建大廈812室
(電話: 2219 9992; 傳真: 2219 9993)
電郵: adrian.wong@hkmedicalconsultants.com
網址: www.hkmedicalconsultants.com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法

評; 治; 專; 法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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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WONG, Man Wing (Ms.)
黃雯頴女士
WONG, Mui Fong Rose (Ms.)
黃玫芳女士

WONG, Sau Ying Connie (Dr.)
黃秀英博士
WONG, Ting Emma (Dr.)
黃婷博士

WONG, Wing Sze Karen (Ms.)
黃詠詩女士

WOO, Mei Sum (Ms.)
胡美心女士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服務對象
(註解 2*)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17樓1703室
(電話: 2246 8313)
網址: https://www.drmiao.com.hk/ms-wing-wong

中文
英文

青; 成

願．心理服務
香港尖沙咀寶勒巷 22-24 號雲龍商業大廈4 樓 B 室
(電話: 9547 6963)
網址: www.way-psyserv.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長

評; 治; 專;
情緒焦點治療;
情緒焦點伴侶治療;
情緒焦點技巧治療;

心研
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28 號亞太中心 1713 室
(電話: 2311 8118; 傳真: 2311 2181)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評; 治; 專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2-24 號
雲龍商業大廈 4 樓 B 室
(Whatsapp/Signal: 9602 0280)
電郵: emmawongting@gmail.com
網址: www.emmawong.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長

治; 專;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 Mindfulness
Training;

悅愉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1302-4室
(電話: 3520 3066; 傳真: 35203061)
電郵：karenwongpsychologist@gmail.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評; 治; 專

Mindy-In-Action
九龍彌敦道 776-778 號
恆利商業大廈11 樓，1101 室
(電話: 6764 5211)
電郵: woocontact@gmail.com
網址: www.woomeisum.hk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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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長

評; 治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長; 婚; 家

評; 治; 專

心.林.工作坊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06號4樓C室
(電話: 6353 0610)
電郵: yyypfw@gmail.com
網址: https://yypfw.weebly.com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青; 成; 長; 婚; 家

評; 治; 專

童心苗童成長發展中心
九龍觀塘成業街7號寧晉中心30樓G室
(電話: 3101 9339; 傳真: 3005 7079)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兒; 青; 成; 婚; 家

評; 治; 專
Mindfulness Training and
introductory workshop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s,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姓名 (銜頭)
WU, Fung Kuen (Ms.)
胡鳯娟女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誠信綜合治療中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33號諴信大廈2103室
(港鐵上環站C出口)
(電話: 2815 5661; 傳真: 28152119)

服務範疇
(註解 3*)

九龍彌敦道655號1205室
(港鐵旺角站E1出口)
(電話: 2397 0798; 傳真: 2787 3069)
敬請預約
網址: www.allianceholistic.com.hk
YEUNG, Kin Yan (Miss)
楊健恩女士

Edge Development Centre
香港金鐘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5樓98室
(電話: 5539 6773)
網址: dorisyeungcp.com
Mindfully
香港中環雲咸街43-45號余悅禮行701室
(電話: 9198 7264)
電郵: contact.mindfully@gmail.com
Facebook: onbecomingmama
網址: http://www.mindfully.hk

YEUNG, Yin Yan (Dr.)
楊燕恩博士

YIU, Fong Lee (Ms.)
饒方莉女士

將軍澳唐賢街23號帝景灣商場1樓43號鋪
(電話: 2244 6614)
網址: http://www.seedlingheart.com
Whatsapp: 6604 4966
Facebook: https://m.facebook.com/seedlinghearthk/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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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銜頭)
YU, Man Wai Philippa (Dr.)
余文蕙博士

YUNG, Yuen Man Samantha (Dr.)
翁婉雯博士

執業地點 (電話及傳真)

執業時用的
語言及方言

啓心臨床心理服務
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102號10樓,1003-04室
(港鐵佐敦站D出口)
(電話: 2362 5411)
Whatsapp, Wechat : 6633 9498
網址: connectedness.com.hk

中文
(廣東話，普通話)
英文

香港心靈健康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卡佛大廈1007室
(電話: 3101 2988; 傳真: 31012977)
電郵: info@samanthayung.hk
網址: www.samanthayung.hk /www.hkmwc.com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 註解 3: 治 = 治療；評 = 評估；專 = 專業顧問；法 = 法證心理學
[DCP/ER/Indept CP list/Chi/04/21]

服務對象
(註解 2*)
兒; 青; 成; 家; 長

服務範疇
(註解 3*)
評; 治; 專

成; 長

評; 治; 專; 靜觀訓練,
臨床催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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