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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小錦囊  

 

在疫情下，我們謹請校長和老師留意和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1，亦鼓勵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統籌主任﹚

和學生支援組成員繼續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情況和需要，尤其是他們情緒上的需要。統籌主任應與

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家長緊密協作，幫助為其子女提供合適的支援。統籌主任和老師可建議家長善用以

人為本的工具，在家中教導和鼓勵子女以積極和正面的態度面對疫情的困擾，克服生活的不同挑戰。我們

現將相關的支援策略列舉如下，作為統籌主任和學生支援組成員的小錦囊，適時參考，與家長攜手支援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1.  採用以人為本的工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  

1.1  與家長保持溝通（例如電話、通訊應用程式及

電郵等不同方式），讓家長和學生可以在有需

要時尋求學校的支援；並建議家長採用以人為

本的工具（如：一頁檔案、好日子‧壞日子、

4+1 問題等）了解子女在家學習期間的日常作

息、學習和情緒需要及變化、假期活動安排等；

如發覺子女的表現有異，鼓勵家長與老師聯

絡，共同商議適當的處理方法。  

 

 

  教育局：《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手冊》第 II 部

分的實用工具 5.1-5.3（中文簡化版）  

一頁檔案   

  可作為溝通的框架，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了

解他們於假期或在家學習期間的情況及需

要。  

  提問例子：於假期或在家學習期間，你對甚

麼最感興趣？你安排了甚麼活動？有沒有事

情阻礙你？你的心情如何？甚麼方法能有效

幫助你？  

                                                      

1   請參考教育局的心理教育短片「疫流停課．不停『愛』」（教師篇）。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support/senco.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support/senco.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XYn5Ougb0&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2&t=2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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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好日子‧壞日子   

  用作引導學生思考面對陰晴不定的新常態時

如何令自己有好心情，令好日子增多，壞日

子減少。  

  提問例子：你認為怎樣是好日子？你認為怎

樣是壞日子？你會做甚麼令你有較多好日子

和較少壞日子？  

 

4+1 問題    

  可作為引導學生反思情緒和行動的思考框

架。  

  提問例子：(1)我們試過甚麼方法？ (2)當中學

懂甚麼？ (3)甚麼令我們感到滿意？ (4)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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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令我們感到憂慮？ + (1)我們接着需要做甚

麼？  

 

1.2  按需要建議家長收看教育局的心理教育短片

「疫流停課‧不停『愛』」（家長篇），了解

子女面對壓力事件時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以

及如何協助他們保持心理健康和正面迎接新

學年的學習生活。  

  教育局：心理教育短片「疫流停課‧不停『愛』」

（家長篇）  

 

1.3  對於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有自閉症的學生

及有精神病患的學生，與他們的家長保持較緊

密的溝通，因應其需要提供協助。  

 

  教育局：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適應停課及復課安

排之《抗疫小錦囊》（支援有自閉症的中學生、

支援有自閉症的小學生）  

 教育局：心理教育短片「疫流停課‧不停『愛』」

（家長篇）  

  教育局：《學校如何幫助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 

  教育局：《認識及幫助有精神病患的學生—教師

資源手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sd/ASD_sec_tips.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sd/ASD_pri_tip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Resource%20Packages%20and%20Guidelines/CHI_Guidelines%20to%20help%20MI%20students_202007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Resource%20Packages%20and%20Guidelines/CHI_Teacher's%20Resource%20Handbook%20on%20Understanding%20and%20Supporting%20Students%20with%20Mental%20Illness%20(August%20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Resource%20Packages%20and%20Guidelines/CHI_Teacher's%20Resource%20Handbook%20on%20Understanding%20and%20Supporting%20Students%20with%20Mental%20Illness%20(August%20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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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2.  在日常生活中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2.1  鼓勵家長和學生同心抗疫，時刻保持良好的個

人及環境衞生，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

網站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健康資訊及網上資源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健康建議  

  教育局：「同心抗疫‧你我出力」有聲故事繪本  

2.2  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同編製作息時間表，建立有

規律的生活。  

  教育局：學習至叻篇（小學生）、有效溫習篇

（中學生）  

   社會福利署：給在學孩子的家長：停課期間的常

規管理  

2.3  鼓勵學生每日進行適量的運動，減少焦慮和負

面情緒。  

  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在家童喜動」  

  衞生署：身心抗疫小貼士（學生篇、家長篇）  

2.4  鼓勵學生善用網上資源，發掘多元興趣，充實

在家生活。  

  香港公共圖書館：中文及英文電子書、網上讀者

登記服務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24/102466.html
https://www.chp.gov.hk/tc/resources/464/102466.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health_advice_on_prevention_of_covid19.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health_advice_on_prevention_of_covid19.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L2pTSyyM0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supporting-students-with-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78.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supporting-students-with-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77.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supporting-students-with-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77.html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8/tc/P_P3.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4288/tc/P_P3.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j6zUae5Sg&t=1s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Parents).pdf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home/9180
https://www.hkpl.gov.hk/tc/about-us/services/borrower-reg/notes.html
https://www.hkpl.gov.hk/tc/about-us/services/borrower-reg/notes.html
https://www.hkedcity.net/edb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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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3.  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和家長建立正向思維  

3.1  鼓勵家長積極面對疫情，建立正向家庭；運用

適當的技巧，與子女保持良好溝通。  

  家長智 Net：正向家長運動  

  教育局：心理教育短片「疫流停課‧不停『愛』」

（家長篇）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服務科： 2020 抗疫心理資

源庫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身心抗疫—家

長篇》  

3.2  鼓勵學生多關心身邊的人，感謝協助防疫的

人，與信賴的朋友保持溝通，彼此關顧，互勵

互勉。  

  教育局：「感恩珍惜  同心抗疫」— 中學篇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情緒健康小錦囊  

3.3  教導學生學習以平靜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變

化及自我放鬆。  

  賽馬會「樂天心澄」靜觀校園文化行動：學習減

壓學靜觀   

  賽馬會音樂兒童啟樂計劃：「停課不停學」系列

網上音樂會  

4.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  

4.1  鼓勵家長協助學生每日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

動。  

  教育局：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樂在家、

網學易」系列  

  香港教育城：少年 teen 空（中學生適用）、小校

園  （小學生適用）  
4.2  向學生介紹合適的網上學習資源，鼓勵學生自

學和温習。  

https://www.parent.edu.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nzof2BIUM&list=PLsNQuY6XoSaDOgUtaiTr_kRjyOODo1J7u&index=3&t=0s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cps/sub_gp/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cps/sub_gp/
https://www.dhcas.gov.hk/file/Psycho-educational%20booklet_Parent.pdf
https://www.dhcas.gov.hk/file/Psycho-educational%20booklet_Parent.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B9_X7R6ro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emotional_health_tips.html
http://www.jcpanda.hk/sr2020/webpage.pdf
http://www.jcpanda.hk/sr2020/webpage.pdf
http://jcmcseed.org.hk/category/%e6%bc%94%e5%87%ba/
http://jcmcseed.org.hk/category/%e6%bc%94%e5%87%ba/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
https://www.smallcampus.net/
https://www.smallcamp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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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策略  
相關參考資源  

（按住 Ctrl 鍵再按一下滑鼠以連結相關網址）  

  香港教育城：教學資源庫  

5.  為不同的授課形式作準備  

5.1  留意教育局有關安排的公布，適時讓學生和家

長知悉授課形式、校內活動及支援措施的安

排，鼓勵家長加以配合。  

  教育局：「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的最新消息、

指引及實用資料、給學校的信件  

  教育局：關注學生精神健康「迎接新學年」小

單張  –  老師關心篇、家長溝通篇、學生 IG 篇  5.2  向學生和家長提早預告防疫措施的最新安排，

以助減低憂慮；辨識有需要的學生並提供適當

的協助。  

5.3  向家長介紹學校為不同學習階段的新學生（尤

以小一及中一新生）所作的準備，以便家校合

作，讓學生循序漸進地適應課室常規，協助他

們投入校園生活。  

 

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https://resources.hkedcity.net/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New%20School%20Year%20Pamphlet%20(Teachers).jp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New%20School%20Year%20Pamphlet%20(Parents).jpg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New%20School%20Year%20Pamphlet%20(Students).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