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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錦囊 - 有/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服務
(例如︰讀寫困難、過度活躍、自閉、專注力不足)
溫馨提示︰以下資料只供參考，請先致電聯絡有關機構

機構／中心名稱

地區

對象

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心橋兒童發展計劃

柴灣

2

協康會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

筲箕灣

3

香港小童群益會筲箕灣兒童中心及

筲箕灣

懷疑有發展危機的孩子、正輪候
評估或已接受評估証實有訓練需
要的孩子、讀主流小學有學習上
困難的孩子及其家長
為由初生至高中階段，在學習和
發展上有困難的兒童和青少年提
供專業的訓練、治療及家庭支援
服務。
小一至小六兒童及其家長

炮台山

初生嬰兒至中學生

圖書館

4

5

6

香港耀能協會耀能兒童發展中心

救世軍天鑰家庭及兒童發展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輔導中心

灣仔

灣仔

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和其
家庭，包括自閉症譜系障礙、 特
别學習障礙、發展障礙、專注力
缺乏及過度活躍症及其他有特别
需要的孩子
3 至 18 歲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
庭

服務

機構地址/電話/網址









個別評估及治療服務
兒童訓練小組
支援服務
家長教育講座等
資源圖書館
玩具圖書館
青葱計劃服務

柴灣環翠村福翠樓地下 102-107 號
電話: 3758 2703
網址: http://www.pbridge.hk
電郵: pbridge@hkcs.org
筲箕灣愛東村愛善樓地下 G1 室
電話: 2827 2830
網址: http://slp.heephong.org









成長小組
社交訓練和情緒教育
各類興趣班
遊戲治療活動
親子伴讀計劃
家庭小組及子女教養工作坊
專業評估/診斷服務 (智力評估、專注
力評估、讀寫障礙評估、自閉症評估、
中學生書寫能力綜合評估測試等)
言語、職業、音樂、遊戲治療
密集式訓練及小組活動
心理輔導及諮詢
到校支援服務
專業評估服務(包括: 智力、自閉症、
專注力、讀寫障礙、言語治療及職業
治療等評估)
家庭為本支援服務(如到訪式家居訓
練/個別課後實習)
個人及小組訓練服務
到校訓練及支援服務
專業評估服務 (包括: 智力評估、專注
力評估、讀寫障礙評估、自閉症評估等)
輔導服務會按個案的不同處境及需要，
進行個別面談、家庭治療或遊戲治療
提供親子情緒支援小組
設有兒童身心發展家長專線，由輔導員
接聽家長來電，提供有關兒童身心發展
的知識，需要時會為家長作轉介及跟
進。

筲箕灣明華大廈 A 座地下高層
電話: 2569 9732
網址: http://skw.bgca.org.hk















北角電氣道 180 號百家利中心 6 樓
電話: 2866 3236
網址:

http://cdc.sahk1963.org.hk/

灣仔救世軍街 6 號教育及發展中心
4 樓 403 室
電話: 2893 2537
網址: http://www.salvation.org.hk

灣仔駱克道 3 號 4 樓
電話: 2520 2950
網址:
http://counselling.bgca.org.hk
兒童身心發展家長專線
電話: 2866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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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資源錦囊 - 有/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服務
(例如︰讀寫困難、過度活躍、自閉、專注力不足)
溫馨提示︰以下資料只供參考，請先致電聯絡有關機構

7

香港小童群益會成長發展中心

灣仔

由嬰兒至高小或特殊組群



8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健苗軒

灣仔

全港 0-12 歲兒童及其照顧者



灣仔

由初生嬰兒至高中，在語言、學
習、體能、心理及整體發展上有
障礙的兒童及青少年

灣仔

有特殊需要之兒童及其家長









有特殊需要之兒童及其家長





9

協康會青蔥計劃

10 聖雅各福群會澤善基金會灣仔樂寧兒童
發展中心

11 聖雅各福群會渣打香港 150 週年慈善

中環

基金中環樂寧兒童發展中心

12 香港明愛樂融兒童成長專業支援服務

13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明愛「樂動同行」計劃學前專注訓練小組

14 香港青年協會特殊教育需要支援服務
/青苗計劃

15 協康會青蔥計劃

九龍
(可提供服務
予港島區家
長及小孩)

九龍
(可提供服務
予港島區家
長及小孩)

九龍

專注力較弱的學前兒童
名










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稚齡兒童及學
童

(可提供服
務予港島區
家長及小孩)

九龍
(可提供服務
予港島區家
長及小孩)



由初生嬰兒至高中，在語言、學
習、體能、心理及整體發展上有
障礙的兒童及青少年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如: 社交發展、智
能發展、體能發展等)，協助成長中兒
童達至均衡的發展
提供兒童全人健康的指導、治療及訓
練服務(包括社交技巧、情緒管理、專
注力提升、言語治療及感覺統合訓練)
提供專業評估及支援服務
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專業評估及治療
訓練及小組活動
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家長及社區教育服務
臨床心理服務 (如提供智能、特殊學
習困難、自閉譜系症、專注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等評估)
言語治療、職業治療
小組訓練
臨床心理服務(如提供智能、讀寫困難、
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評估)
言語治療、職業治療
小組活動
專業評估
治療訓練
成長輔導
家長專業諮詢服務及培育活動
執行功能及感官訓練
家長諮詢時間或家長小組

香港灣仔駱克道 3 號 3 樓
電話: 2529 3322
網址: http://hke.bgca.org.hk
灣仔軒尼詩道 72 號新禧大樓 2 樓
電話: 3628 5008
網址: http://www.kidsmind.org.hk

為讀寫障礙學生提供中文拆字學字小
組或其中提升學習動機的趣味學習組
學童協調障礙調查及講座
青苗計劃-為具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
及自閉學生提供訓練服務
專業評估及治療
訓練及小組活動
到校專業支援服務
家長及社區教育服務

九龍大角咀必發道 54 號賽馬會學校
支援中心地下
電話: 2130 4050
網址: http://yadc.hkfyg.org.hk

灣仔道 185 號康樂商業大廈 703 室
電話: 2891 8011
網址: http://slp.heephong.org
灣仔堅尼地道 100 號聖雅各福群會
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 6/F B 室
電話: 2596 2500
網址: http://ujwcc.sjs.org.hk
中環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G04
室
電話: 2186 8451
網址: http://ujcdc.sjs.org.hk
九龍太子道西 256A 號二樓
電話：2394-6122
網址: http://sen.caritaspss.org/
九龍太子道西 256A 號二樓
電話：2394-6122
網址: http://sen.caritaspss.org/

九龍大坑東邨東裕褸地下
電話: 23937555
網址: http://slp.heepho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