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估機構資料 

(包括智能評估、讀寫障礙評估及其他學習障礙評估)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備註 
1 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旺角鴉蘭街 

服務地區：香港島、九龍

西(包括荔枝角、深水埗 

、油麻地、尖沙咀、旺

角) 
 中九龍 

服務地區：九龍中(包括

九龍塘、九龍城、黃大

仙、紅磡) 
 尤德夫人（觀塘） 

服務地區：九龍東(包括

觀塘、西貢) 
 下葵涌 

服務地區：葵涌、荃灣、

青衣、東涌及新界西(青
龍頭及以東地區) 

 尤德夫人（沙田） 

服務地區：沙田、大埔及

北區 

 屯門 

服務地區：新界西北(青
龍頭以西包括元朗、屯

門) 
 粉嶺 

服務地區：大埔及北區 

----- 政府 2246 6659  www.info.gov.hk/dh/  對象：初生至 12 歲的兒童 
 兒童體能智力評估組的成員包括兒科醫生、臨床

心理學家、醫務社工、聽力學家、言語治療師、視

覺矯正師、視光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健康

科護士及其他輔助人員。 

 測試孩子的體能、感知、智力、語言、社交等多

方面的水平。 

 只接受註冊西醫及心理學家所轉介的兒童。 

 家長請攜帶介紹信、孩子的出生証明書及近照， 

 前往住址所屬地區之測驗中心登記及安排預約。 

2395 4298 九龍旺角鴉蘭街 9 號 

 
 

2246 6633 

 
 
九龍亞皆老街 147 號 L 2 

 字樓 

 
2727 8474 

 
觀塘茶果嶺道 79 號3 字樓 

 
2370 1887 

 
葵涌麗祖路 77 號 

 

2647 7411 

 

沙田插桅杆街 31-33 號 2 
 字樓 

2468 5261 屯門青松觀道屯門醫院地 

 
2639 1402 

下 

 
粉嶺壁峰路 2 號粉嶺健康
中心四樓 

http://www.info.gov.hk/dh/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備註 

2 協康會 (青蔥計劃) ----- 經費由 

香港賽   

會慈善 

2393 7555 順利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電話:2342 5107 
九龍觀塘順利  利富樓 2 

https://slp.heephong.org/  

   信託基  樓  
   金慷慨    
   資助  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 

電話：2827 2830 
 

     香港筲箕灣愛東 愛善樓地

下 G1 室(鄰近筲箕灣地鐵

站) 

 

3 明愛全人發展培訓中心 ----- 政府

資助 

2525 6265 香港堅道二號明愛大廈一

樓 132 室 

https://www.counselling.caritas.org.hk/  

4 香港小童群益會 ----- 政府 

資助 

2527 9121 香港灣仔駱克道 3 號 http://www.bgca.org.hk/  

5 全人發展中心 黃重光 私人 2895 6321 總辦事處及培訓中心： 香 http://www.ican.com.hk/zh/  
  博士   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311  
     號皇室大廈 1711 室  

     
評估及諮詢中心：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 311  
     號皇室大廈 1701 室  

https://slp.heephong.org/
https://www.counselling.caritas.org.hk/
http://www.ican.com.hk/zh/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性質 電話 地址 網址 備註 

6 樂苗坊 周婉芬

博士 

私人 2566 0026 香港北角英皇道 370 號振

華 5 樓 A2 室 

http://cheerfulmind.com.hk/  

7 新領域潛能 彭智華

先生 

(教育心

理學家) 

私人 2499 0896 
9125 0738 

九龍油麻地碧街42 號東南

商業中心 6 樓（油麻地地

鐵站 A1 出口） 

http://www.nhdchk.com/  

8 助展會 ------ 私人 2528 4096 香港灣仔謝菲道 52-58 號 

金鐘大廈 8 樓 

www.pdachild.com.hk  

9 養和醫院 

兒童發展及評估部 

劉健真

醫生 

私人 2835 8608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二號李

樹培院一樓特約門診部 

www.hksh.com  

10 仁安醫院 

兒童發展及評估部 
劉健真 

醫生 

私人 2608 3361 新界沙田大圍富健街 18 號 http://www.union.org/  

11 越己堂 ------ 私人 2503 3028 香港北角電氣道 231-233 
號城市中心商場 2 字樓26 
室 

http://www.potential.net.hk/  

12 邁步兒童發展中心 ------ 私人 2899 2993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50 號 

陸佑行 802 室(中環地鐵站 

D2 出口) 

http://www.step-hk.com  由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進行評估 

 為協助有經濟困難和有特別需要的家庭盡早

獲得服務，我們會在他們輪候公營機構服務期

間， 提供免費的短期臨床心理或言語治療服 

務。 
 

備註 : 如資料有修訂，一切依有關機構最新資料為準 

http://cheerfulmind.com.hk/
http://www.nhdchk.com/
http://www.pdachild.com.hk/
http://www.hksh.com/
http://www.union.org/
http://www.potential.net.hk/
http://www.step-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