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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引言 
 

作為父母，一定希望子女能健康快樂地成長，務求給予

子女最理想的環境和支援，培育他們成材。然而，當知道自己

的子女確實有特殊教育需要時，部分家長或會感到徬徨無助、

傷心難過，又或是選擇逃避。  

 

如果你選擇採取積極的態度從另一角度去想想，會有另

一番的體會：每一個孩子都有不同的潛能，成長發展亦有差異，

不要因為他們的特殊教育需要而否定他們的學習能力。家長

的參與和支援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人會比你更明白自己子女

的能力、需要、興趣、強項和弱點。不少事例均證明若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能夠得到「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他們

都能順利適應校園的生活，並能發揮潛能。  

 

香港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現行的政策是根

據專家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安排有較嚴重或多重

殘疾的學童入讀特殊學校，以便接受加強支援服務；而其他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則可入讀普通學校，讓他們與一般兒童相

處，從而獲得主流教育的裨益。家長可透過現行的派位機制，

因應子女的能力、性向及興趣等因素，為他們選擇入讀心儀的

學校，而我們鼓勵及支援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

育，以便有效地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提升整體的教學效能。  

 

無論子女就讀特殊學校或普通學校，家長均應把子女的

特殊教育需要資料交予學校，並與教師合作，以便及早為子女

訂定合適的學習計劃。  

 

我們希望所有家長，不論子女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均

明白融合教育體現平等和人權的理念，透過接納個別差異的

共融文化，可幫助所有孩子培養包容和尊重別人的情操，從而

共同建設一個和諧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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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認識特殊教育需要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一般都會在學習、溝通或社交方

面遇到困難，因而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支援。學生的特殊教育

需要包括以下的類別：  

 

特殊學習困難   

讀寫障礙是一種最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有讀寫障礙的

兒童，雖然有正常的智力和常規的學習經驗，卻未能準確而流

暢地認讀和默寫單字。他們的記憶力較弱，信息處理的速度也

較慢，對字形結構意識、語音檢索處理、語音記憶、語素意識

或視覺感知能力可能較弱。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校內的「學生支

援組」、教師、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閱讀欠流暢，時常讀錯或忘記讀音；  

 書寫時經常漏寫或多寫筆劃；  

 較易疲倦，需要更多注意力去完成功課；   

 容易混淆字形 /音 /義及相近的字詞；  

 把文字的部件左右倒轉；及  

 默書常常不合格，寫錯字和交白卷。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specific-learning-difficulties/index.html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特
殊學習困難】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cific-learning-difficulti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cific-learning-difficulti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cific-learning-difficulti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cific-learning-difficulti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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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障礙  (智障 ) 

 這種情況早在嬰兒或兒童期間可察覺得到，是永久的發

展障礙，不是藥物可以治癒的；但可以透過教育來發展孩子的

潛能，提升其獨立生活的能力。  

 

 智障可分為：  

  輕度智障  

  中度智障  

  嚴重智障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校內的「學生支

援組」、教師、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對一些抽象概念難於理解；  

 較難適應和學習新事物；  

 注意力短暫及容易分心；及  

 在一般的日常對答中，語言表達能力弱，句式簡單，  

詞彙有限或發音不準。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intellectual-disability/index.html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智
力障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tellectual-disability/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tellectual-disability/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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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  

 
這是一種發展障礙，徵狀通常在幼童三歲前出現。孩子可

能同時有智障、癲癇或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等問題，但亦有

不少是智力一般或以上的。  

 

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三種障礙：  

  社交障礙  

  語言及溝通障礙  

  行為障礙  

 

社交障礙是指與人交往或參與活動時，欠缺主動性、較難

理解社交規範及別人的感受；語言及溝通障礙是指語言發展異

常、不善用言語及身體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語言理解方面

亦可能會有困難；行為障礙則指較難適應環境轉變，行為表現

固執，抗拒改變習慣和常規。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下的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學生輔

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與別人傾談時缺乏目光接觸；  

 未能主動與人交往、分享及參與活動；  

 說話如鸚鵡學舌、欠缺口語溝通能力；及  

 重複性及局限性的行為模式，例如只沉迷某些玩具、  

物件等。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

educational-needs/autism-spectrum-disorder/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自閉

症】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utism-spectrum-disorder/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utism-spectrum-disorder/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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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這是指一些兒童的注意力、活躍程度和自制力，較同齡兒

童有明顯的差異，導致他們在學習、社交及家庭生活上有障礙。

他們在行為上出現的表徵可分為三大類：  

  注意力渙散  

  活動量過多  

  自制力弱  

 

一般而言，有這種症狀的兒童以男孩子居多。兒童在七歲

之前會出現上述的徵狀，且有關的行為會在兩個或以上生活範

疇上 (如在學校、家庭或社交場合 )持續出現最少六個月。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專注力不集中和短暫；  

  容易受外界干擾而分心；  

  做事欠缺條理；  

  常有疏忽；  

  難以在課堂中安坐；  

  經常手舞足蹈；  

  沒有考慮後果便衝動行事；及  

  搶着說出答案。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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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傷殘  

 

肢體傷殘泛指因中樞及周圍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

其他先天性骨骼肌肉系統發病所造成肢體上的殘障，以致某方

面或多方面的日常活動受到妨礙或限制。  

 

肢體傷殘常見的類別有：  

  腦麻痺症  

  脊柱裂  

  肌肉萎縮等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經常抽筋，以致肢體等變得僵硬或震動； 

 經常流口水； 

 四肢協調有困難，引致寫字、扣鈕、綁鞋帶等協調動作十分緩

慢； 

 突然發呆、無反應、或有一些重複性的無意識動作； 

 在爬、坐或企立的發展上出現困難；及 

 容易被食物嗆著，進食緩慢。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physical-disability/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肢體傷殘】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physical-disability/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physical-disability/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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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  (視障 )  

 

若配戴眼鏡或透過手術矯正後，以視力較佳的一隻眼睛

計算，仍無法達到正常程度，便可說是有「視障」。  

 

視覺障礙可分為完全失明或低視能。低視能可按程度分為： 

  輕度 (視覺敏銳度為 6/18 或更差，但未達 6/60)  

  中度 (視覺敏銳度為 6/60 或更差，但未達 6/120)  

  嚴重 (視覺敏銳度為 6/120 或更差，視野角度在 20 度或以

下 )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閱讀或抄寫時，經常低著頭貼近書本；  

 經常無故碰翻東西或撞傷手腳；  

 不願意四處走動；  

 說話及聆聽時，不面向對方；  

 經常側著頭看東西；及  

 有跳行閱讀的表現。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visual-impairment/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視覺障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visual-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visual-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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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障礙  (聽障 ) 

 
聽覺系統任何一部分出現毛病，我們的聽力會受影響，因

而影響言語及溝通的能力。如一個人的聽力閾高於 25 分貝，

便可以說是有某程度的聽障。聽力問題的產生，可以是先天性，

亦可以由疾病、創傷、藥物等後天因素造成。  
 
聽障可分為傳音性、感音性及混合性三個類別。按聽障程

度劃分，則可分為：  

  輕度聽障 (聽力閾由 26 至 40 分貝 )  

  中度聽障 (聽力閾由 41 至 55 分貝 )  

  中度至嚴重聽障 (聽力閾由 56 至 70 分貝 )  

  嚴重聽障 (聽力閾由 71 至 90 分貝 )  

  深度聽障 (聽力閾在 91 分貝或以上 )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聆聽時，喜歡把頭側向一邊；  

 聆聽時，喜歡把身體移近講者；或凝神觀望講者的面部

表情及說話口形；  

 對音量較細的談話內容反應遲緩；  

 經常要求講者重複詞句；  

 容易把語音相近的詞彙混淆；  

 經常把電視機的聲量調高；  

 無法理解別人談話的內容；及  

 經常問非所答，或錯誤理解別人的指示。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

educational-needs/hearing-impairment/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聽力障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hearing-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hearing-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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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障礙  

 

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在理解或說話方面有顯著困難，因而

不能與其他人有效地溝通，嚴重的在學業、情緒或社交生活等

方面均會受到影響。  

 

常見的言語障礙，主要分為四大類：  

  發音問題：是指發音時由代替音、省略音或其他錯誤模式

引致語音不清的情況。如：把「手」說成「豆」；「羊」說

成「良」等；  

  語言問題：是指對語言的理解及 /或運用未達同齡程度；  

  流暢問題：是指說話的流程有阻窒，亦即所謂口吃；及  

  聲線問題：因過度使用或錯用聲帶，而引致聲音沙啞或失聲、

聲調過高、聲量控制困難、鼻音過重或過輕等。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  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理解能力薄弱，以致答非所問；  

 句子結構簡單，語序混亂，以致影響所表達的訊息；  

 詞彙貧乏，經常詞不達意；  

 發音不正確；  

 聲音沙啞；及  

 說話欠流暢。  

參閱下列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speech-and-language-impairment/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言語障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ech-and-language-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speech-and-language-impairment/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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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些學生是既有特優智能，同時亦有學習障礙的雙

重特殊資優學生。他們除了擁有一般資優生的特質外，還有一

種甚至多種的特殊教育需要 (如讀寫困難、自閉症、注意力不

足 /過度活躍症、視障、聽障、言語障礙或肢體傷殘 )。  

 

給家長的提示： 

 

 

假若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表現，請盡快聯絡衞生署 /醫管局轄下

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校內的「學生支援組」、教師、學

生輔導人員或社工，以便作出跟進：  

 

資優生的特質  特殊教育需要  

 邏輯思考力特強   特殊學習困難，如讀寫困難 

 記憶力特佳   自閉症  

 愛尋根究底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富創造力   視障  

 善於解決難題   聽障  

 處理抽象觀念能力高   言語障礙  

 知識豐富   肢體傷殘  

 語言能力強   

 具尖銳的幽默感   

 自我要求高   

 對他人的期望或批評非常敏感   

 富理想，重公平   

 喜歡作領導   

 

 

自 2017/18學年起，學習支援津貼涵蓋精神病，請參閱「融

情特教」網址，以獲得更多相關資料: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

needs/mental-illness/index.html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 > 精神病】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mental-illnes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mental-illnes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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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融合教育在香港的現況 
 

 

2.1 《殘疾歧視條例》與《教育實務守則》  

 
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下稱《條例》)於一九九六年九月

起生效，目的是消除和防止對殘疾人士的歧視，包括在教育範

疇中應確保殘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出版《殘疾歧視條例教育

實務守則》(下稱《守則》)，目的是幫助教育工作者及公眾了解

各持份者的責任和權利，亦提供了如何遵守法律規定的實務指

引。  

 

《條例》的第 25 條列出學生及家長的角色與責任，例如：  

 

第 25.2 段  有殘疾的學生如想教育機構能及時有效地營造出

一個符合他們需要的學習環境、課程、服務及設施，

他們及其家長就有責任向校方說明有關學生的特

殊需要  ……。  

第 25.4 段  ……家長宜培養子女以正面的態度看待殘疾；及教

育子女不應取笑、嘲諷或騷擾殘疾人士。他們應明

白他們可以互相幫助及支援那些需要理解和鼓勵

的家長。  

第 25.5 段  為推動平等機會，有殘疾的學生的家長宜參與校內

組織，如家長教師會。他們亦宜與校方通力合作，

以便為有殘疾的學生在學習和康樂活動上作出遷

就。  

 

《條例》和《守則》保障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均等

入讀普通學校的機會和權利，學校亦有責任照顧他們的特殊需

要，包括學校的環境設施、課程及評估上的調適等。教育局一

直強調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我們期望校方與家長有充分的溝通

和合作，為孩子訂定適切的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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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校參與」的推行方式  

 

我們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習差異，提升整

體的教學效能。「全校參與」模式是指校園文化、政策與措施

三方面互相配合。  

 

 

 

 

 

 

 

            

 

 

 

 

共融政策  ﹕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政策  

共融文化  ﹕  建構共融校園，師生皆尊重個別差異，互助互

愛  

共融措施  ﹕  整合資源，統籌三層支援模式  

學校發展範疇 

 (一)管理與組織 

 (二)學與教 

 (三)校風及學生支援 

 (四)學生表現 

 

政

策 
措

施 

文化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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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 

及早識別，並透過優質課堂教學， 

幫助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避免問題惡化。 

第二層 

額外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成立

「學生支援小組」以策劃和推動各項支

援措施。 

第三層 

加強支援個別 

問題較嚴重的學生 

我們建議學校按以下三層支援模式，及早識別學生的困難

和對不同程度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  

 

 

三層支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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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特殊教育需要的甄別及支援服務 
 

3.1  學前階段  

 
衞生署及醫管局轄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服務對象

是 12 歲以下有發展障礙的兒童。測驗中心的服務是由多個專業

人員組成的評估組，包括兒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

公共健康護士、聽力學家、言語治療師、視光師、物理治療師及

職業治療師等，為成長發展上有問題的兒童合力提供多方面的

評估及診斷。此外，測驗中心為已登記的家長提供多項不同的

支援服務，例如：講座、工作坊、訓練課程及治療小組等。目的

是提高家長對兒童發展的認識，並提供適當的方法，促進兒童

成長；讓家長能夠透過積極參與而協助子女克服困難。  

 

很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早已在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接受評估及跟進，部分有需要的兒童會在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或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接受

支援服務，有關機構的資料，請參考附錄一。當家長安排子女入

讀小學時，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及學前訓練中心在取得家長

同意後，會將有關學生的評估資料轉送到學生入讀的學校。  

 

我們鼓勵家長主動向有關的專責人員和學校教職員，尋求

專業諮詢及商討如何支援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  

 

3.2  學齡階段  

 
小學一年級的學位安排  

 

如果在學齡前已發現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或因此而正在

接受學前服務的話，家長可在子女升讀小學一年級時，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的建議，為子女選擇適合的學校。對於一些有較嚴

重 /多重殘障的兒童，家長可考慮選擇特殊學校（包括為聽障、

視障、智障及肢體殘障兒童而設立的特殊學校），讓他們在一個

有較佳師生比例、較多輔助人員和提供較切合他們能力的課程

的環境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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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特殊學校  

 

家長在考慮專家評估結果和建議後，如希望子女入讀特殊

學校，可把有關子女的資料送交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組辦理（聯

絡資料見附錄一表二）。  

 

教育局收到轉介資料後，會根據專家的報告及建議、特殊

學校的收生區域、各區的學額供求情況等因素，安排學生入讀

合適的特殊學校。局方會透過電話聯絡或約見家長，向他們講

解特殊學校的課程特色及學位安排事宜。在取得家長書面同意

後，教育局便會把學生轉介往特殊學校。  

 

入讀普通學校  

 

家長如為子女選擇普通學校，應根據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或統一分配學位階段為子女辦理入學申請，

並主動向學校提供有關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的資料，以便學校

盡早作出相應的安排。  

在選擇入讀普通學校時，家長宜留意下列各點：  

 在「小一入學申請表」上有關的空欄內，註明子女的

特殊教育需要類別，以便教育局作出適當的安排；  

 公營及直資學校均獲政府提供額外資源以照顧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 ; 

  可參考「小學概覽」及學校報告，藉以了解學校在照

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及  

 家長為子女申請入學時如遇有困難，可向教育局學位

分配組 (小一入學組 )或各區域教育服務處查詢（聯絡

資料見附錄一表二）。教育局的職員會了解情況，並協

助家長與學校共同商議解決方法。  
 

入學後的甄別及轉介  

 

現時，所有小學都可透過使用由教育局編製的「小一學生

之學習情況量表」、「香港小學生讀寫特殊學習困難行為量表  

(第二版 )」、「學生語能甄別問卷」或由校本言語治療師提供的

相關語能甄別問卷，以識別有學習困難或言語障礙的學生。而

中學方面則可利用「香港中學生中文讀寫能力測驗」(教師專用 )、

「香港初中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或「中學生語能甄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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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用 )」等工具來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或言語障礙的中

學生。 學校會因應個別的情況提供支援，並按需要轉介予專業

人員作進一步評估及跟進。  

 

如果家長在子女入讀普通學校後，才懷疑他們有特殊教育

需要，可聯絡就讀學校的「學生支援組」、教師、學生輔導人員

或社工，以便跟進。  

 

現時全港公營小學每年均會推行「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

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工作流程如下：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流程圖  

 

 

 

 

 

 

 

 

 

 

 

 

         

 

 

 

 

 

 

 

 

 

 

 

 

 

 

  

觀察 
九月至十二月 
 

教師觀察每一名小一學生的學習及行為表現。 

 
觀察 

十二月至一月 

1. 教師為有需要的學生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 
2. 根據量表所顯示，識別有輕微或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及 
3. 如有需要，教師可使用《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困難行為量

表》(第二版) 識別疑似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輔導及評估進展 
(一月至七月) 

「學生支援小組」為有學
習困難的學生訂立及推行
輔導計劃，包括： 
1. 參考輔導教材建

議： 
2. 與家長商討有關學

生所需的家課和評
估調適:及 

3. 檢視學生的進展。 

諮商和評估 
(二月至六月) 

教育心理學家或助理協助
學校： 
1. 分析個別學生的識

別結果； 
2. 釐訂輔導計劃；及 
3. 為個別有嚴重學習

困難的學生安排進
一步的評估。 

專家評估 
(二月至六月) 
教育心理學家按
學生的個別情況
提供咨商或評
估。 

 
 

 

(九月至六月) 

下學年 

學生有良好

進展，無須

繼續跟進。 

跟進輔導 
(九月至一月) 

如學生未有良好的
進展，學校會 
1. 提供加強輔導

教學或其他校
本支援服務；
及 

2. 定期檢視學生
的進展。 

 

諮商和評估 
 (九月至一月) 

教育心理學家或助理
協助學校 
1. 覆檢學生的進展；

及 
2. 有持續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安排進一步
的評估。 

 
(九月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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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的詳情及相關的資料，已上載香港教育城網站：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page_5292c930e34399b231000000  

家長亦可透過下列「融情特教」網站的連結，了解

相關詳情︰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 -education/transition-

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e-primary-to-primary-

schooling.html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融合教育  > 不同學習
階段的轉銜  > 幼小銜接  >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
的小一學生」計劃】  

 

 

 

在及早識別和及早輔導計劃中，家長的參與可包括下列各方面：  

第一階段  

 

每年 9 月至  

翌年 1 月  

(識別 ) 

- 出席小一迎新家長會或簡介會  

- 了解「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計劃」的詳情  

- 觀察子女在學習上是否遇到困難  

主動與教師聯絡，商討子女的學習情況  

向學校提供有關子女的資料  

 

 

第二階段  

 

1 月至 5 

(輔導 ) 

配合校方為子女作出的學習支援  

- 出席校方安排的有關會議  

- 了解並參與校方提供的輔導項目，例如在家

中與子女進行識字活動，以鞏固子女的認字

能力  

- 參加學校安排的工作坊，認識輔導有學習困

難學生的技巧，例如伴讀和「每日評估、記

錄及施教」的方法  

 

 

第三階段  

6 月至 8 月  

(評估進展 ) 

- 與校方一同檢討子女接受輔導後的表現，並

積極提出意見  

http://www.hkedcity.net/sen/spld/basic/page_5292c930e34399b231000000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e-primary-to-primary-schooling.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e-primary-to-primary-schooling.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e-primary-to-primary-school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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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識別後，學校一般可提供以下的學習支援，家長應積極

配合：  

課堂內的支援  小組輔導  

例如﹕  

課程調適  

課堂教學調適  

家課調適  

評估調適  

例如﹕  

小一學習適應小組  

讀寫技巧訓練小組  

學習技巧小組  

社交訓練小組  

家長義工計劃  

朋輩輔導計劃  

一般情況下，津貼及官立學校都可轉介有顯著學習或適應

困難的學生到教育局的專責組別（聯絡資料見附錄一表二）或

透過「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等，接受教育心

理、言語或聽力評估服務。家長可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向有關的專責組別或透過學校申請索取評估報告的副本，有關

申請表格，請參閱附錄二，或於以下連結下載 :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   
 

 

 

學生資料傳遞   
 

就有關學生升讀中學事宜，教育局會定期向學校發放通告，

提醒小學在取得家長的同意後，於學生到獲派的中學註冊後的

一個月內，將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送交新校。這安排亦適

用於一般的轉校情況。  

 

在此，我們鼓勵家長：  

 向小學的學生輔導人員或教師，徵詢有關選擇中學的意見；  

 透過「中學概覽」及學校報告了解個別中學在支援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政策和措施；及  

 在知悉派位結果時，主動接觸所屬中學，向他們講述子女

的學習情況，並在辦理入學註冊手續時，將小學交給貴子

弟作轉交資料及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特別安排的表

格交給中學，以便中學及早作出適當的安排。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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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家長意願書的樣本，請參閱以下「融情 特教」網

站連結︰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

C19015C.pdf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關於我們  > 教育局

通告> 教育局通告第 15/2019 號】）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5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901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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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長的角色  

 
4.1  及早關注孩子的困難  

 可直接與校內「學生支援小組」及任教老師、學生輔導人

員或社工聯絡，了解子女的學習困難，並商議支援的策

略；及  

 假若子女在接受支援後仍未能克服困難，便須轉介予專

業人士，例如心理學家或醫生，接受一個較全面的評估，

從而找出問題的癥結，以便安排適當的跟進服務（詳情

見第三章）。  

 

4.2  與專業人員協作  

 在評估前給予子女心理準備，如評估安排 (包括目的、地

點、所需時間 )。  

 整理子女個人及家庭資料，以便有系統地向評估人員提供

子女成長、學習過程及家庭的資料（詳見附錄三）；  

 向專業人士詳細了解評估的結果，認識子女的特殊教育需

要及對學習的影響，並商討跟進的方法。在完成評估後，

教育心理學家會給予家長一份評估摘要，同時也為學校撰

寫評估報告，內容通常會包括評估重點、結果和建議。家

長 /監護人亦可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申請索取該份

報告的副本，申請表載於附錄二，或可於教育局網頁內下

載：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

/files/Dformc.pdf   

 

 

 若認為子女有足夠的理解能力，也可以與子女一起商討最

合適他們的教育安排；及  

 向學校相關的專業人員了解有關的特殊教育服務，更可自

行搜集資料，或參閱附錄四了解更多機構 /組織所提供的

支援服務）。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


 

20 

 

4.3  幫助孩子在人際關係及情緒方面的成長  

 
所有孩子都有相同的基本需要，就是安全感和自信心。以

下是經驗人士的一些值得仿傚的做法：  

 經常留意子女的身體狀況及變化；  

 接受子女的不足和多加諒解，但不要過於保護或降低對

他們的期望。家長宜盡量引導子女解決功課上的難題，但

不應替子女完成課業，因為這不僅剝奪子女的學習機會，

也會令他們養成依賴的習慣。此外，若是害怕子女因嘗試

失敗而有太大的挫敗感，家長可先選擇孩子有能力完成

的事，適時的給予指導和讚賞，透過成功的經驗讓子女建

立自信心；  

 讓家庭成員也認識有關的特殊教育需要的特徵，並抱着

實際的期望；鼓勵各家庭成員共同採取一致的態度與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相處；  

 讓子女明白每個人都有個別差異，並了解和接納自己的

強項和弱點，繼而幫助子女發揮其所長及改善其弱點。可

透過刻意安排，讓子女多與別人溝通、多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需要；  

 給子女鼓勵，使他們盡量做到最好，並欣賞他們所付出的

努力，令子女有成功感；發掘子女的天分，加以培養，建

立自信。讓子女明白，縱使有先天的不足，自己還是有潛

能的；  

 讓子女明白家庭、學校及其他的專業人員正對他們的學

習提供不同的支援；  

 幫助子女學習基本社交和溝通技巧，使他們在一般的社

交場合中，能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情緒和需要；  

 教導子女應有的禮貌及保持整潔的儀容，使人樂意接觸；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安排社交活動，並鼓勵子女多

參加校內和校外的活動，以擴闊社交圈子、培養自信。年

長的子女如要跟朋友外出，應事前向同行的朋友講解在

遇上突發事故時要注意的地方；平時也應與子女討論交

友之道；  

 教導子女處理功課的策略，例如先把簡單或不需太多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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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功課完成。此外，一個有規律的作息時間表，能令子

女有效地運用課餘的時間；  

 培養子女解決困難的能力。可透過日常生活，鼓勵子女找

出問題，然後列出不同的解決途徑，從中選出最有效的解

決方法；  

 教導他們如何向別人清楚表達自己的特殊教育需要，從

而加強自我認識及接納，並爭取他人對自己的認識。家長

可透過角色扮演，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預習如何處

理在學校可能遇到的情景；及  

 若發現或懷疑子女被欺凌或侵犯，應立刻尋求「學生支援

小組」、老師、學生輔導人員或社工的協助。  

以上各點說明，家長可以透過日常生活幫助子女建立一些生活

常規和社交技巧，以配合他們在學校的學習。  

 

 

4.4  輔導孩子的學習  

 

特殊學習困難  

 為協助家長教導有讀寫障礙的學生使用有效的學習策略，

教育局在 2005 年出版的《如何提升學童讀寫能力－家長

培訓課程導師手冊》光碟，供學生輔導人員和教師為家

長舉辦講座之用，光碟共有十九個主題內容，每一主題

都有簡介、講義及簡報。部分主題如「每日評估、記錄

及施教」、親子伴讀和默寫技巧，更附有影片。。此外，

教育局在 2013 年出版《讀寫易：高小中文讀寫輔助教材

(家長版 ) 》光碟並派發給全港小學，內容包括提升閱讀、

寫作能力的教學資源，和相關的輔導策略，方便學校人

員為高小學生的家長提供培訓。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及教育局共同組成的「香港特殊學

習困難研究小組」所製作的「中文字詞認讀訓練  (第二

版 )字得其樂」 (2008)多媒體光碟，是針對有讀寫困難學

生在認知能力方面的缺損而設計的，藉電腦遊戲幫助小

學生識字。此光碟的第一版《中文字詞認讀訓練光碟》

曾於 2003  年派發給各小學。此外，「香港特殊學習困難

研究小組」在推出其本地化的讀寫障礙測驗時，已將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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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使用有關測驗並同意公開其資料的心理學家姓名，

載列於研究小組的網頁讓家長查閱。該網頁為：  

https://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html 

 

 

 有讀寫障礙的學生需要用「多感官學習」，「小步驟」和

「重複學習」等技巧來鞏固學習。家長可參考以下的方

法：  

 運用適當的識字策略，例如：清楚明確地教導筆順規

則、字形結構、部首聲旁的功用；利用兒歌、謎語和

遊戲學習生字；用手指在紙 /沙紙 /絨紙上臨摹；運用

不同顏色筆寫字，來突顯某些部件的寫法；鼓勵子女

把需要溫習的內容錄下來，通過反覆聆聽自己的聲

音來加強記憶；  

 運用「看、讀及臨摹、蓋、寫、校對」的方法學習生

字，先看看字卡，把字的筆畫或部件讀出來，同時用

手指把字臨摹一遍，把字卡遮蓋，默出來，然後校對；  

 鼓勵子女應用有效的識字及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習

效能；  

 以小步驟、重複練習來鞏固學習，例如每週與子女選

約五個詞語，每天利用約十五分鐘的時間進行讀、默、

寫練習；  

 運用視覺組織圖協助學習，例如利用腦圖幫助理解

及記憶，利用六何法寫作記敘文；  

 善用資訊科技，例如使用互動的教育軟件，瀏覽教育

網站等；及  

 讓子女學習有條理的生活方式。家長可以與子女一

起編訂作息時間表，利用顏色文件夾把筆記及家課

分類，訓練孩子獨立工作的能力。  

 

 

 

https://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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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障礙  

 因應子女的能力，調整對他們的要求和期望。家庭各成

員對孩子的期望要一致；  

 子女認知功能方面有障礙，可以優先教導他們基本的和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認知內容，尤其是能增進未來獨立生

活的技能（例如：認識數字、數簡單的數目）；   

 透過日常生活訓練孩子的自我照顧能力；  

 教導子女的時候，盡量安排有趣和有變化的活動，以引

起學習的興趣及動機；  

 孩子通常對抽象事物的認知會較困難，故此，家長宜在

實際環境中向他們教導。例如：在教導有關香港的交通

工具時，讓孩子直接看見公共交通工具；教導購物程序，

可在超級市場內進行，這樣的安排不僅有助把所學的技

巧應用於生活中，也能提高子女的學習動機；  

 多元化的練習模式可激發子女的學習興趣和鞏固學習； 

 可刻意製造一些成功的機會，以鼓勵和強化良好的行為，

提高學習動機和自信；  

 教導子女運用適當的策略來學習是相當重要。例如：教

他們記誦的時候，可利用腦圖，把有關連的資料聯繫起

來，加強記憶；又或採用多感官學習模式來增強他們的

學習興趣和動機；  

 為他們訂定家居作息時間表。有規律的生活能幫助他們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加強自理的能力；  

 每天上學前或日常外出時，宜預先向子女講解當天的程

序和可能出現的事故，好讓他們作好準備；及  

 即時稱讚子女恰當的表現，能強化良好的行為。  

  



 

24 

 

 

自閉症  

 提升社交能力  

 及早幫助子女與同輩建立友誼。自閉症孩子通常缺

乏與人相處的技巧，不會太喜歡與人主動接觸，因此

應利用各種機會讓孩子和家中兄弟姊妹或是其他鄰

居孩子多接觸。可以利用一些孩子有興趣的活動或

遊戲來吸引他們，增加他們與其他人的互動；  

 協助子女掌握簡單易明的社交規則，並隨著子女年

齡的增長，適當地深化；  

 多利用真實的情景來教導他們了解別人的感受；  

 教導子女如何回應別人的說話；及  

 透過角色扮演來幫助孩子明白別人的處境和練習社

交應對。  

 提升溝通能力  

 孩子如果兼有溝通障礙，遇到挫折時，可能會容易以

哭鬧或是自我傷害的方式來表達，因此須協助孩子

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已發生的事情 /想法 /需要 /情緒；  

 鼓勵子女用簡單詞彙說出需要，可由單字開始；  

 按子女程度使用實物和手勢來輔助口頭指示；  

 給予的指示要簡單、清晰和直接；  

 解釋步驟時須逐步說明，讓子女易於掌握；  

 給予充分時間，讓子女解讀說話的內容；及  

 善用圖像來幫助孩子理解抽象的指令、生活常規和

課文內容。  

 改善固執的行為  

 患自閉症的孩子對於任何改變都非常敏感，家長事

前須給予預告以減低焦慮，幫助子女逐步適應轉變；  

 當孩子經常無意識地重複某些動作，宜盡量幫他們

找到感興趣的事物或活動來取代。例如：當孩子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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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晃身體時，可以播放音樂，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和

節拍隨著音樂搖擺身體；同時教導他們在適當的地

方、時間才可進行；及  

 協助孩子發展潛能，如果孩子的視覺記憶力強，可讓

他們培養繪畫的興趣。  

 培養恰當的行為  

 學習一項新的技能時，宜從孩子已學懂的部分開始，

先讓孩子有成功感，再把工序細分，以小步驟教導；  

 做家課時，將容易令子女沉迷的物件收起來，以避免

分散孩子的專注力；  

 配合子女的喜好，建立有效的獎懲計劃，以培養恰當

的行為；  

 進行訓練時，只要孩子嘗試參與，家長可立即獎勵，

以提升嘗試的動機；  

 多從子女的角度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及功用；  

 管教時家長需要以身作則，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恰當

的行為，作為子女的模範；及  

 避免施行體罰，因為體罰並不能根治問題，但卻造成

很負面的例子給孩子模仿，而使問題更為複雜。  

 

 

 

 溝通方面  

 與子女交談時，先叫喚孩子的名字，並將手輕放他們

的肩膊上，以確保有目光接觸使他們專注；及  

 逐項說出清晰明確的指示，或請子女重複講述。  

 行為管理  

 肯定子女的長處，多用讚賞及鼓勵的方法；  

 即時及一致地處理子女的行為，給予合理的正面或

負面後果；  

 清楚指出子女犯錯的事項及原因，並提供解決的方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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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  

 運用並張貼「視覺提示」以提醒子女容易忘記的事情

或規則。  

 情緒處理  

 避免在子女發脾氣時與他衝突，待他冷靜才解說；及  

 教導孩子適當處理情緒的方法，如深呼吸、放鬆自己、

望遠處或喝水等。  

 學習方面  

 可跟孩子一同訂定作息時間表，讓孩子的學習與活

動交替進行；  

 為子女安排固定的位置做功課時和擺放物品，保持

桌面整潔及文具簡潔，讓他遠離分心的事物；  

 協助子女把工作細分，並分次完成；及  

 運用聲音、顏色、動作、圖像等多種感官刺激活動，

以提升子女的學習興趣。  

 覆診安排  

 依時帶子女覆診及安排服藥，留意子女服藥後的進

展以及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  

 緊密協作  

 加強與教師及專業人員 (例如醫生、心理學家或社工 ) 

的協作和溝通，了解子女的需要，並商議支援的策略。 

 

 

 

 鼓勵孩子時常使用輔助器材，並定時檢查或更換所配戴

的輔助儀器；  

 陪同子女接受復康治療，並且要在家作配合訓練；  

 鼓勵子女保持正確的坐姿。提供適合的座椅或坐墊，避

免孩子因為常常彎腰駝背而造成脊柱異常或其他肢體變

形；  

肢體傷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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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子女的需求及能力，在生活的細節上，作出適當的

調整，不要強求他們達到一般孩子的水平。例如：在扣

鈕方面有困難，不妨用拉鍊來取代；綁鞋帶有困難，可

以用魔術貼鞋帶來取代。雖然子女有動作協調的障礙，

還是要多鼓勵他們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尤其是生活自理

方面，以提高自我照顧的能力；  

 讓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有外出的機會。有需要時，可向各公

共運輸系統查詢有關肢體傷殘人士的特別設施；外出時要

遷就子女的步伐，在人多擠擁的地方要加倍小心照顧；及  

 留意孩子的健康情況，若有任何變化，要盡早通知校方。  

 

 

 

 留意孩子的視覺情況，並按照眼科醫生或相關專業人員

的建議定期為子女安排視力檢查；  

 教導孩子在說話或聆聽時，要面向對方；  

 多與子女外出，並引導他們運用其他感官去探索四周的

事物，以加強聯繫；  

 完全失明的兒童主要運用觸覺和聽覺進行活動，家長可

透過日常生活，訓練他們一些生活上的技能，例如：  

 給予子女安全的家居環境，確保家中的地面不會濕

滑、避免凌亂擺放雜物；  

 為子女預告將會發生的事情，以加強他們對事物或

情境的了解，並作出合適的反應；  

 加強聲向訓練，以識別不同環境中聲音的來源和方

向；  

 多講解和給予清晰的方向指示，以增強方向及距離

感；  

 在坐下時，引領子女的手放在椅背或枱面上，讓他們

知道座位的正確位置；   

 走路時，讓他們握著家長的手臂，使他們憑著家長的

動作知道是否踏著平路、上落樓梯或轉換方向；  

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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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委託香港盲人輔導會中央點字製作中心為視

障學童提供轉譯課本服務，包括將中小學的教科書

及參考書轉為點字書及電子點字檔課本，供學童使

用。家長可鼓勵或協助子女閱讀點字書，並以增進他

們閱讀點字的能力；並提醒子女多運用輔助儀器，如

點字打字機、具備讀屏軟件及點字顯示器的電腦等，

以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  

 低視力兒童的視覺功能各有不同，家長須關注下列各項：  

 按子女的視力鼓勵善用適合的儀器輔助學習，包括

點字書、光碟、望遠鏡、放大鏡、閉路電視放大器及

電腦等；  

 如子女需要戴眼鏡，請多配備一副，以便損毀時可供

替補；並注意鏡框上的螺絲有否鬆脫，避免鏡片滑落； 

 子女對明暗、距離、體積和色彩感覺可能較差，因此

他們閱讀或書寫時，須注意光源的方向，並選擇合適

的光線強弱程度以協助他們閱讀及書寫；  

 由於視障的關係，子女可能對自己的儀容及姿勢沒

有概念，家長應多加提醒以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儀

容和姿勢；及  

 進行伴讀時，盡可能選擇顏色對比分明、圖像清晰及

字體較大的圖書，並指著書中需要子女注視的圖畫

或文字，以加強專注力。  

 

 

 

 家長應接納子女的聽障，盡量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鼓

勵和支持。並與教師及專業人士建立伙伴關係，配合他

們提供的支援，為其子女改善言語及溝通能力；  

 家長應鼓勵聽障子女經常使用其助聽器，並在家中為他

們複習復康機構教導的聽力及言語訓練技巧，以協助他

們發展言語及溝通能力 ; 

 與聽障兒童談話時，家長應盡量站在他們面前，讓他們

聽力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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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口型、面部表情和手勢，說話要清楚自然，不用刻

意提高聲線，亦毋須刻意拖慢或過分誇張口型。如有需

要，可以輕拍他們的肩膊或用其他手勢示意，吸引他們

注意 ; 

 聽障兒童理解抽象詞語、複雜語句結構可能會出現困難，

有需要時，可重新組織或解釋他們不明白的談話內容，

也可以用動作提示或文字協助解釋 ; 

 聽障兒童可能因發音不準或表達能力較弱而不敢發問或

說話。因此，應給予他們提升自我形象及改善社交技巧

的訓練，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及  

 聽力障礙限制了兒童的聆聽經驗及接觸語言的機會。因

此，應鼓勵他們養成良好的閱讀及書寫習慣，幫助他們

掌握有效的學習技巧和方法，逐步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 

 

 

 

 不要取笑孩子的言語障礙；  

 當孩子發音不準確時，可示範正確的發音及鼓勵他們模

仿；  

 運用故事文法（如：時間、人物、地點、起因、想怎樣、

怎樣做、結果和感想）或引導性問題，幫助孩子思考及

組織說話內容，以加強他們的表達能力；  

 在流暢問題上，可給予孩子充分的時間表達；及  

 在聲線問題上，可提醒孩子減少濫用聲線的行為，以保

護聲線，避免問題惡化。  

 

教育局已為家長提供多款如何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子

女的單張，請參閱附錄五。  

   另外，在支援雙重特殊資優學生方面，應  

 將焦點放在強項而不是弱項上  

 要辨識、瞭解和肯定孩子的優異能力、強項和興趣，

鼓勵孩子要無懼自己的特殊障礙，善用並發揮自己

言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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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的資賦。幫助孩子建立能力感、成功感及自信

心；及  

 善用社區資源，為孩子安排空間和發展才能的機會，

如鼓勵孩子按自己的興趣參加一些富挑戰性的活

動，與自己能力或強項相若的朋輩互相切磋，激發潛

能，力求突破。  

 透過個別化的補償策略協助孩子跨越學習障礙  

 雙重特殊資優孩子的邏輯思考力、記憶力、創造力、

解難能力等都特別強。家長可給予適當引導，讓他們

能掌握自己的情況並作出反思，尋找甚至創造出合

適自己需要的「補償策略」。對於個別學習障礙的「補

償策略」，可參考輔導有特殊學習需要孩子的相關部

分。  

 細心關顧孩子的社交及情緒需要  

 資優生常因其認知、生理及社交情感方面的發展步

伐不一致而出現「不協調」的情況。他們的思維能力

雖然較同齡高，但情緒表達方面可能未能同步，甚至

比同齡差。而雙重特殊資優生則更容易出現發展步

伐「不協調」的情況，令他們產生焦慮和挫敗感。家

長須明白和接納他們的情緒需要，並及早輔導。有關

詳情，家長可參閱香港教育城網站內「共融資料

館」︰  

https://www.hkedcity.net/sen/ge/basic  

【登入路徑 : 香港教育城網站主頁
>專題資料＞資優教育】  

 

 

4.5  協助孩子面對不同的學習階段  

 
子女從學校生活過渡到成年人生活的過程中，會經歷很多

轉變，包括入學、升班、換老師、轉校等，都需要重新適應。為

減輕他們的適應困難，事前必須要有周詳的銜接計劃。  

 

如何幫助孩子適應新環境  

 家長須清楚地向新環境的教職員講述子女的需要和特性，

https://www.hkedcity.net/sen/ge/basic


 

31 

 

並配合教師、社工等的建議；及  

 對於較年長的孩子，可徵詢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表達自

己的要求及需要。  

 

以下是每個階段的一些建議：  

 

零至六歲學前階段  

 多談論上幼稚園的事。讓子女覺得上幼稚園是長大了的表

現和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從而對上幼稚園產生一種熱

切的期待；  

 家長可以在家中模擬一個上課的環境，由家長與子女輪流

扮演老師和學生，預習學校上課情況。讓子女還未開始上

學時，已有上學的概念，這樣令他們在開學後，能盡快融

入幼稚園的環境及生活，而不會産生强烈的抗拒；  

 家長可以安排子女到幼稚園附近參觀，讓他們瞭解周圍的

環境。於幼稚園上下課時，帶他們看看老師及其他小朋友

上學的情境。這樣的實地觀察，比語言的講解來得更有效； 

 幫助孩子認識幼稚園的小朋友，透過朋輩交往，讓他們學

習基本的社交禮儀；  

 提升子女自理能力，特別是個人衞生方面；家長可向校方

說明子女的特殊教育需要及在家中的有效處理方法，同時

亦教導子女如何表達需要；  

 及早養成子女的生活規律；及  

 家長應盡可能出席學校有關的會議，尤其是討論孩子的學

習問題。  

 

小學階段  

 讓子女知悉小學生活的情況，及預習一些在新環境下需要

運用的技能；  

 與校方及教師緊密聯繫，在子女校內的學習計劃中加入逐

步邁向獨立生活的訓練；  

 讓子女參與社區的文娛活動；  

 讓子女儘早習慣使用各項輔助器材，以增強他們的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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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  

 耐心聆聽子女在新環境的體驗，以便與教師聯絡及時給予

輔助。  

 

初中階段  

 鼓勵子女積極參與校內活動從而擴闊生活經驗；  

 在子女的學習計劃中加入適應不同處境所需的技能；  

 敎導子女運用公共交通往來家居與學校；  

 探討適當的資訊科技，並鼓勵運用電子媒介；  

 探討子女日後事業和生活上的志趣；  

 鼓勵子女確認自己在學習上的强項；  

 鼓勵子女積極參與擬定學習及生活的目標；  

 幫助子女建立有效率的工作方式，改善不良的習慣；  

 幫助子女學會學習及自我監察，鼓勵孩子與支援他們的專

業團隊分享其進展；  

 幫助子女確認自己學習成果並以此作為繼續發展的基礎；

及  

  在新高中學制下，所有學生均有升讀三年高中的機會，高

中課程會包括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其他學習經歷及應用

學習課程等。家長宜先了解子女對升讀高中的取向，與子

女及其就讀學校，商討子女的升學選擇。家長可以參考以

下 網 站 以 獲 取 更 多 生 涯 規 劃 的 資 訊 ：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study/index.html。   

【登入路徑：生涯規劃資訊網站主頁  > 升學  】  

 

高中階段   

 成為子女的良師益友，聆聽他們的希望和夢想；  

 多與子女討論關於學習、進修、事業發展的問題；  

 鼓勵子女訂立切實可行的短期和長期目標；  

 幫助子女探討各項決定的後果，並解釋信念、態度及價值

觀可以影響生活和事業上的決定；  

 鼓勵子女在能力範圍內參與不同的學習經歷；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stud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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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如何調節才可以讓子女發展潛能，例如運用復康輔助

器材等；及  

 協助子女完成學生生涯規劃檔案，記錄及肯定他們各方面

的成就。  

 

家長可按子女的特殊學習需要，在不同的學習階段與學校

或有關人員商討合適的評估調適。  

 

  在公開考試方面，學校會留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公開試特別安排，並讓家長知悉有關

程序，以便及早蒐集所需的資料。有關「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

務」和「為學障考生提供服務」資料，可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的網頁：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

s_candidates/hkdse.html   

 

 

 簡而言之，校內進行的日常評估用作檢視個人的進度，調

適的方法會較寬鬆。但公開試則著重水平比較，因此必須符合

公平公正的原則，調適的方法會較為嚴謹。有關各類校內評估

調適的建議，已上載於「融情 特教」網頁 :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 -

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融合教育 > 指引  

>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完成學業階段  

 家長應與子女就讀學校的教職員聯繫，如輔導教師或社工

等，討論和申請子女離校後的教育、職訓、職業、住宿 /護

養或其他服務的安排；   

 多主動接觸升學、培訓或職業資訊，掌握高中畢業生出路

的各種可行性；  

 鼓勵子女表達對於進修的意向及需要，並把意見與輔導教

師或社工商討；及  

 妥善保存子女申請離校後服務的所需文件。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guidelines/sea_guid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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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校合作  

 

 在第二章所述的三層支援模式下，如子女需要第二層支

援，學校會向家長解釋有關的支援措施，好讓家長積極

配合。如子女需要第三層支援，學校會召開「個別學習

計劃」會議，同時邀請家長出席，以便一同制訂有關的

支援計劃；  

 學校或有關人員會按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特別設計和調

適家課，並與家長商討。  

 家長可主動聯絡學校商討子女的學習問題。一般而言，

家長可聯絡「學生支援小組」、學生輔導人員、班主任或

學生支援主任；  

 家長與學校的「學生支援小組」保持溝通與合作，例如

在每學年的新生迎新日中，學校會向新生和家長簡介小

組的工作，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學校生活；及  

 我們亦建議家長多參與學校的活動，如家長會、親子活

動等；更加重要的是透過學校通告，了解學校的最新情

況和作出積極的配合  

 

只有在互相信任和互相欣賞的家校關係中，才能提升教育的

成效。這種真誠可貴的關係，並非資源的多寡所能計算和創造

的。家長若能把子女的特性清楚地告知學校，便可以加強學校

支援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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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育局提供的支援  

 
6.1  額外資源  

 
現時，教育局為收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中、小學提供不

同類別的資助和服務。學校從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校內各類資源，

按照「個別計算，整體運用」的原則，結合基礎及補充資源，以

三層支援模式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服務。這些額外資源如下：  

支援層級  額外資源  

第一層  學校可利用學校發展津貼、教學和語文科的資源

教師、課程發展主任、學生輔導人員 /社工及教師

培訓等來優化課堂教學，及早介入這些學生的輕

微或過渡性的學習問題，避免情況惡化。  

第二層  學校可運用一些補充的資源，為有持續學習困難

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  

這些補充資源包括在小學的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學習支援津貼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在中學，包

括由 2006/07 學年起為照顧全港第三派位組別和

成績最弱的一成學生的中學而提供的額外教師及

在 2008/09 學年推出的學習支援津貼。  

第三層  支援措施包括為中、小學提供的「融合教育計劃」

和學習支援津貼。  

 

 

6.2  專業支援  

 
教育局為中、小學及教師提供不同類別的支援，例如：  

 教育局的特殊教育支援主任、督學及專責人員會到所

屬的中、小學協助學校推動「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

育；  

 透過增設教育心理學家職位，逐步為全港公營學校提

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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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有關融合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詳情請參閱

以下網頁：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 -

development-of-teachers/teacher-professional-

development-framework-on-integrated-

education.html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主頁 > 教
師專業發展 > 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  

 

 為教師舉辦特殊教育在職培訓活動及各類專業發展研

習班 /研討會 /工作坊；及  

 為教育機構和其他專業機構提供特殊教育專題講座。   

 

6.3  學生支援  
 

教育局分別在九龍及新界葵涌設立特殊教育服務中心，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下列的服務：  
 

(1) 學位安排服務  

 根據個別兒童的需要及專家的評估建議，安排有

較嚴重或多重殘障的兒童入讀特殊學校，有關服

務的詳情，可致電3698 3957查詢；及  

 轉介在普通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接

受合適的特殊教育服務。  

(2)  聽覺服務  

 為聽障兒童提供定期聽力覆檢，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助聽器、耳模及相關的聽覺服務；  

 為聽障兒童所就讀的學校提供校本支援及諮詢服務； 

 為學校人員及家長就聽障兒童的教育及服務提供專

業建議、輔導及訓練；及  

 就聽障兒童的服務及教育作研究及策劃。  

(3)  言語治療服務  

 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童提供評估、診斷和跟進服務；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framework-on-integrated-education.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framework-on-integrated-education.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framework-on-integrated-education.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teacher-professional-development-framework-on-integrated-edu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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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童提供校本支援計劃，並為教師及

家長提供訓練和輔導；  

 為學校提供專業諮詢、支援服務及監察校本服務計劃； 

 為特殊學校的言語治療人員提供專業支援服務；及  

 舉辦培訓、聯網活動和研發評估工具及資源套。  

 

 (4)  教育心理服務  

 為有學習、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教育心理評估

及介入服務；  

 就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為學校人員及家長提

供支援和諮詢服務；  

 協助學校發展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學習差

異；  

 進行有關甄別及評估工具的研究及發展，並編撰照顧

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資源套；  

 舉辦培訓和分享活動，幫助學校人員和各持份者不斷

提升有關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知識和技巧；及  

 支援學校處理危機及緊急事件。  

  (5)  其他服務  

(a) 培訓專業人員  

 為修讀教育心理、言語治療、聽力學課程的學

生在實習時提供督導服務。  

(b) 諮詢服務  

 向幼兒中心、特殊學校、普通學校、非政府機

構及政府部門提供有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

童之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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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長或專業工作人員如欲申請上述服務（教育心理服

務 1、言語治療服務 2及聽覺服務 3除外），請致函或致電下列特殊

教育服務中心：  

 

九龍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號西座2樓240室  (電話：3698 3957)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傳真：2711 9644) 

特殊教育服務總務室  

 

新界  

新界葵涌麗祖路77號4樓  (電話：2307 6251)  

下葵涌特殊教育服務中心         (傳真：2744 5315)

  

                                                 
1  現時各小學均設有學生輔導人員，中學則設有學校社工及學生輔導老

師，家長可聯絡這些校內專業人員，為有困難的子女提供支援。如有

需要，這些專業人員會轉介學生給教育局的教育心理服務組或透過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接受專業評估及跟進。  

 
2 當家長懷疑子女有言語障礙，可先向子女就讀的學校尋求協助。如有

需要，學校會轉介有關學生到校本言語治療師或教育局的言語及聽覺

服務組，作進一步的評估及跟進。  

 
3 家長如發現子女有聽覺問題，應盡快向醫生求診，接受聽力評估。如有

需要，學校和醫生會轉介有持續聽障的學生到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

組，作進一步的評估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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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校網絡支援  

 

(1)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  

部分特殊學校擔當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角色，為普通學校

提供校本支援。有關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名單及支援項目，請

瀏覽以下網頁：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professional -

support/school-partnership-

scheme/List%20of%20SSRCs_2021_22%262022_23_tc.

pdf。  

【登入路徑：融情特教網站主頁  > 專業支援  > 學
校伙伴計劃  > 資源中心名單】  

 

 

(2)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自 2005/06 學年開始，教育局邀請有優良教學經驗的學校，

包括特殊學校，透過學校之間的集體觀課及評課等，互相提升  

專業知識。有關這計劃的詳情，請瀏覽本局網頁：   

 

6.5  調解紛爭  

 

為了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不

同機構都擔當了不同的角色：  

 

(1) 學校  

 制定平等教育機會的學校政策；及  

https://www.edb.gov.hk/ tc/curriculum-

development/resources -

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

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

ml。  

【登入路徑：教育局網站主頁  >課程發展  >資源及
支援  >專業發展課程小冊子  >專業發展課程小冊子  

2021/2022】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professional-support/school-partnership-scheme/List%20of%20SSRCs_2021_22%262022_23_t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professional-support/school-partnership-scheme/List%20of%20SSRCs_2021_22%262022_23_t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professional-support/school-partnership-scheme/List%20of%20SSRCs_2021_22%262022_23_t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professional-support/school-partnership-scheme/List%20of%20SSRCs_2021_22%262022_23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support/booklet_on_professional_development_programmes/pdp_for_heads_and_teachers_web_202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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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校本程序，以處理家長和學生有關殘疾歧視的投

訴。  

 

(2) 教育局  

 學校與家長如因意見分歧未能達成共識，可向教育局

的區域教育服務處尋求協助；  

 

(3) 平等機會委員會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任何人士認為受到殘疾歧視，

都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書面投訴；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會就投訴進行調查，盡力為投訴人及

答辯人調停，以達致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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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期望這《家長篇》能闡述有關香港特殊教育
的支援服務，並希望家長能抱著坦誠的態度去尋求

專業支援，並與學校積極配合，從而為孩子安排適切

的學習支援。  

 

我們期望，學校教職員、家長、專責人員和

社會人士能共同努力，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平等的機會，讓  

他們可以全面參與校園學習，  

在一個充滿關愛的校園中  

盡量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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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甄別及支援服務機構  
 

1. 學前兒童甄別及服務   

   服務性質
  

  機構   

幼兒健康及  
發展綜合計劃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網址：

https://www.fhs.gov.hk/tc_chi/main_ser/chil
d_health/child_health_integrated.html 

 
 
 
 

 

兒童體能智力
測驗服務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網址：

https://www.dhcas.gov.hk/tc/index.ht
ml  

   

社會福利署  
康復服務  

社會福利署  

網址：

https://www.swd.gov.hk/tc/index/  

   

兒童發 展綜合服
務、專業評估及治
療服務，包括：言
語治療 、職業治
療、物理治療及心
理服務  

香港耀能協會耀能兒童發展中心  

網址：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ind
ex.php 

 
 

初生至 就讀於小
學的兒 童及其家
長的評 估及治療
服務  

協康會青蔥計劃  

網址：

https://www.heephong.org/supportiv
e-learning-project/overview 

 

懷疑有 發展遲緩
及困難 的兒童的
成長專 業支援服
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心橋兒童發展計劃  

網址：

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proj
ect-bridge  

 

自閉症兒童  
綜合服務計劃  

香港明愛自閉症兒童綜合服務計劃  

網址：

https://www.caritas.org.hk/zh/search?
search=%E8%87%AA%E9%96%89%E7%
97%87  

 

https://www.fhs.gov.hk/tc_chi/main_ser/child_health/child_health_integrated.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main_ser/child_health/child_health_integrated.html
https://www.dhcas.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dhcas.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swd.gov.hk/tc/index/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index.php
https://www.sahk1963.org.hk/b5_index.php
https://www.heephong.org/supportive-learning-project/overview
https://www.heephong.org/supportive-learning-project/overview
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project-bridge
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project-bridge
https://www.caritas.org.hk/zh/search?search=%E8%87%AA%E9%96%89%E7%97%87
https://www.caritas.org.hk/zh/search?search=%E8%87%AA%E9%96%89%E7%97%87
https://www.caritas.org.hk/zh/search?search=%E8%87%AA%E9%96%89%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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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齡兒童甄別及服務  

 

 

 

 

 

 

 

 

 

 

 

 

 

 

 

 

 

服務  機構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齡兒童評估、轉介、
輔導及學位安排服
務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塘沙福道19號  

一般查詢  

電話：3698 3957 

電郵﹕ sense@edb.gov.hk 

 

有關教育的諮詢服
務  

教育局各區域教育服務   

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處  2863 4646 
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   3698 4108 
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2639 4876 
新界西區域教育服務處  2437 7272 

學位分配的查詢  小一入學  2832 7700 
中學學位分配  2832 7740 

社會福利署  
康復服務  

社會福利署  

網頁：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
ubsvc/page_rehab/ 
(連結路徑﹕主頁 > 公共服務 > 康復服務)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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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殘疾人士的家長 /親屬設立的資源中心的機構  

 
機構名稱：  香港明愛  

網址：  https://www.caritas.org.hk/zh/ 
 

 

機構名稱：  協康會  

網址：  https://www.heephong.org/ 
 

 

機構名稱：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網址：  https://www.hk-dsa.org.hk/ 
 

 

機構名稱：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網址：  https://www.hkbu.org.hk/tc  

機構名

稱：  

香港盲人輔導會  

 

網址：  https://www.hksb.org.hk/tc/ 
 

 

機構名稱：  育智中心  

網址：  www.yukchi.org.hk/ 
 

 

 

 

 

 

https://www.caritas.org.hk/zh/
https://www.heephong.org/
https://www.hk-dsa.org.hk/
https://www.hkbu.org.hk/tc
https://www.hksb.org.hk/tc/
http://www.yukch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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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查閱資料要求表格 
 

 
致查閱資料要求者的重要通告 

 

 

1. 請在填寫本表格前，細閱本表格的內容及註釋。如本表格載有《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下稱「本條例」)的有關規定的摘要，該摘要只作參考之用。關於法例的詳細及

明確內容，請參閱本條例的條文。 

 
2. 本表格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 「專員」 )根據本條例第 67(1)條所指明的，其生效 日

期為 2012 年 10 月 1 日。如你不採用本表格來提出查閱資料要求(下稱「你的要求」)，

資料使用者可拒絕依從你的要求(見本條例第 20(3)(e)條)。 

 
3. 請以中文或英文填寫本表格。如你的要求不是以中文或英文作出，資料使用者可拒 絕

依從你的要求(見本條例第 20(3)(a)條)。 

 
4. 查閱資料要求必須由你作為資料當事人或由本條例第 2 條或 17A條所指的                 「           有關人 士」

(請參閱本表格第 III 部)提出。 

 
5. 你沒權查閱不屬於你的個人資料或不屬個人資料的資料(見本條例第 18(1)條)。資料 使

用者只須向你提供你的個人資料的複本，而不是載有你的個人資料的文件的複 本。

在大多數情況下，資料使用者或選擇提供有關文件的複本。如你所要求的個人資料是以

錄音形式記錄，資料使用者可提供該段載有你的個人資料的錄音謄本。 

 
6. 你必須在本表格內清楚及詳細地指明你所要求的個人資料。如你未能向資料使用者 提

供他為找出你所要求查閱的個人資料而合理地要求的資訊，資料使用者可拒絕依 從你

的要求(見本條例第 20(3)(b)條)。如你為使資料使用者依從你的要求而在本表格 內提供

虛假或有誤導性的資訊，可構成犯罪(見本條例第18(5)條)。 

 
7. 請勿把本表格送交專員。填妥的表格應直接送交資料使用者，以作出你的要求。 

 
8. 資料使用者可要求你提供身分證明，例如香港身分證，及向你收取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的

費用(見本條例第 20(1)(a)及 28(2)條)。 

 
9. 資料使用者在本條例第 20 條指定的情況下可拒絕依從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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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資料使用者的重要通告  
 

 

1. 你必須根據本條例第 19(1) 條的規定，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後的 40 日內，依從該項

要求。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是指：(a)如你持有所要求的資料，以書面告知查閱資料要

求者你持有該資料及提供一份該資料的複本；或(b)如你並無持有所要求的資料，以

書面告知查閱資料要求者你並無持有該資料(除了香港警務處可以口頭告知查閱

資料要求者它並無持有他的任何刑事犯罪紀錄)。僅是向查閱資料要求者發出收取所

要求的資料的通知或向要求者發出繳費通知是不足夠的。在依從要求時，你應刪除或

不披露除資料當事人外，其他人士的姓名或可識別該些人士的身分的資料。 

 

2. 如你不能於 40 日內依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你必須在 40 日的期限內以書面通知

該查閱資料要求者有關情況及原因，並在你能依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的範圍(如

有的話)內，依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你其後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依從或盡

快完全依從(視屬何情況而定)該項查閱資料要求。(見本條例第 19(2)條) 

 

3. 如你依據本條例第 20 條有合法理由拒絕依從該項要求，你必須於上述 40 日期間內，

以書面通知該查閱資料要求者你拒絕依從該項查閱資料要求及述明理由(見本條例第 

21(1)條)。 

 

4. 不根據本條例規定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即屬犯罪。資料使用者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 

罰款 (現時為 10,000 港元) (見本條例第 64A(1)條)。 

 

5. 你可就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收取費用，但本條例第 28(3)條訂明：     「為依從查閱資料要 

求而徵收的費用不得超乎適度」       。就資料使用者收取查閱資料要求費用方面，本條例 

未有對「超乎適度」一詞下定義。根據行政上訴案件第 37/2009 號的裁決所訂立的

原則，資料使用者只可收取與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直接有關及必需」的費用。 

 

6. 在以下情況，你須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 

(a)   你不獲提供你合理地要求 ─ 

(i) 以令你信納提出要求者的身分的資訊； 

(ii) (如提出要求者看來是就另一名個人而屬有關人士)以令你 ─ 

(A) 信納該另一名個人的身分；及 

(B) 信納提出要求者確是就該另一名個人而屬有關人士， 

的資訊； 

(b)   (在符合本條例第 20(2)條的規定下)你不能在不披露一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

人的個人資料的情況下依從該項要求   ；   但如你信納該另一名個人已同意向該提

出要求者披露該等資料，則屬例外；或 

(c) (在其他情況下)在當其時，依從該項要求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是被禁止 

的。 

(見本條例第2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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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第 20(2)條訂明第 20(1)(b)條(即上文第 6(b)段)的施行不得 ─ 

(a) 令該條提述另一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之處，包括提述識辨該名個人

為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的來源的資訊(但如該名個人在該資訊

被點名或該資訊以其他方式明確識辨該名個人的身分則除外)； 

(b) 令你無須在不披露該另一名個人的身分(不論是藉着略去姓名或其他能識辨身分

的詳情或以其他方法)的情況下，在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是可予依從的範圍 內依

從該項要求。 

 

7. 在以下情況，你可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 

(a) 該項要求既不是採用中文而以書面作出，亦不是採用英文而以書面作出； 

(b) 你不獲提供你為找出該項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而合理地要求的資訊； 

(c) 該項要求關乎個人資料，並是在由 ─ 

(i) 就該資料屬資料當事人的個人； 

(ii)  一名或一名以上代表該名個人的有關人士；或 

(iii) 該名個人及該等有關人士的任何組合， 

所提出的 2 項或 2 項以上的類似要求之後提出，而在所有有關情況下，要你依

從該項要求是不合理的； 

(d) (在符合本條例第 20(4)條的規定下)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該資料的使用，而 控

制的方式禁止你依從(不論是完全依從或部分依從)該項要求； 

(e)   該項要求並非採用本表格提出(如該項要求實質上已包含所要求的資料的範圍 

及詳情，專員極力建議你回覆該項要求，因為有關拒絕理由純屬技術性，查閱資料

要求者其後仍可採用本表格提出另一要求)； 

(ea) 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你有權不依從該項要求；或 

(f) (在其他情況下)在當其時根據本條例拒絕依從該項要求，不論是憑藉第 VIII部

下的豁免或其他規定而拒絕。 

(見本條例第 20(3)條) 

 

本條例第 20(4)條訂明 ─ 

(a) 如查閱資料要求與第 18(1)(a)條有關，第 20(3)(d)條(即上文第 7(d)段)的施行不得

令你在任何範圍內無須依從該項要求； 

(b) 如查閱資料要求與第 18(1)(b)條有關，第 20(3)(d)條的施行，不得令你無須在能不

違反有關禁制而依從該項要求的範圍內依從該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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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資料使用者 

向其提出查閱資料要求的資料使用者資料 

 

姓名或名稱1   
(正楷全名)： 

                                                                                                                      

 

(由   經辦 
2)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II 部： 資料當事人 

提出查閱資料要求的資料當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正楷全名 ，先填姓氏)：                                                                                                        

個人身分代號  ，  例如香港身分證號碼 
3
/ 護照號碼或以往由資料使用者編配的其他身分識別號碼

(如 有，例 如 學 生 編 號、 職 員 編 號、病 人 編 號 、 帳 戶 號 碼、 會 員號碼或其他

參考編號)：                                                                                                                                                         

通訊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如有)：                                                                        

[如此項查閱資料要求並非由資料當事人提出，必須填寫本部] 

 

第 III 部：查閱資料要求者 

查閱資料要求者的資料及身分 
4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正楷全名，先填姓氏)：                                                                                                          

通訊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如有)：   

 

此項查閱資料要求是本人按下述情況以「有關人士」的身分，代表資料當事人作出的： 

 

  資料當事人是未成年人，本人對資料當事人有作為父母親的責任； 

  資料當事人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本人由法庭委任以處理該等事務； 

  資料當事人屬《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第 2 條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 

(i) 本人根據該條例第 44A、59O 或 59Q 條獲委任擔任他/她的監護人；或 

(ii)  本人根據該條例第 44B(2A)或 (2B)或 59(T)(1)或(2)條獲轉歸他/她的監護，或執行他/ 

她的監護人的職能； 

  本人獲資料當事人書面授權代表他/她提出此項查閱資料要求。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1 請填上向其提出查閱資料要求的資料使用者的姓名或名稱。 
2 如資料使用者曾告訴你負責處理查閱資料要求的人的姓名及/或職銜，請填上該人的姓名及/或職銜。 
3 只適用於持有香港身分證的資料當事人。請注意，有關資訊有助資料使用者提取或尋找所要求的資料。如你有合理理由相信資料使用

者在有關情況下並不需要身分證號碼來識辨資料當事人的身分，則無須在本表格內填寫身分證號碼。 
4 資料使用者在依從此項查閱資料要求前，可向你要求合理而又足夠的個人資料，以證明你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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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夾附下述證明文件： 
 

  出生證明書複本 

  法庭命令複本 

  授權書 

  其他(請註明)：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於適當地方填上資料) 

第 IV部：所要求的資料 
 

此項查閱資料要求是根據本條例第 18(1)條作出的，以要求查閱資料當事人的下述個人資料，但不包括

本表格第 V 部指明無關的資料： 

 
所要求的資料的描述 

5： 

 

 

 

所要求的資料的大概收集日期或期間(如知

悉)： 

 

 

收集所要求的資料的資料使用者的分行名稱或職員姓名(如知悉)： 

 

 

 

第V部：無關資料 

 

本人不需要下述個人資料 
6： 

 載於資料當事人以前曾向資料使用者提供的文件內的個人資料(例如:資料當事人向資料使 用者及/

或查閱資料要求者發出的信件) 

 載於資料使用者以前曾向資料當事人提供的文件內的個人資料(例如:資料使用者向資料當事人及/

或查閱資料要求者發出的信件或資料使用者應過往的要求向資料當事人及/或查閱 資料要求者所

提供的文件) 

 屬於大眾可閱覽的資料(例如:新聞剪報上或公共登記冊內關於資料當事人的資料) 

 以下所述(請盡量詳細描述)：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於適當地方填上資料) 

 
5 請清楚及詳細地註明所要求的個人資料(例如:工作表現評核報告、醫療記錄、信貸報告內的個人資料)，包括進一步資料(如 

有)，例如與之有關的某一事件或交易、收集或持有該些個人資料的情況等，以便找出所要求的資料。如所要求的資料的
描述太籠統，例如:「本人的所有個人資料」      ，資料使用者可依據本條例第 20(3)(b)條拒絕該要求，因為資料使用者不獲提
供他為找出該項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而合理地要求的資訊。 

6 請在空格內加上「」號，盡量從所要求的資料中剔除無關的個人資料。此舉有助在依從查閱資料要求時避免任何不必
要的延誤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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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 部：查閱要求 

本人謹此要求閣下： 

  (a) 告知本人閣下是否持有所要求的資料 
7
 

  (b) 除上述第 V 部無關的資料外，向本人提供一份閣下所持有的該資料的複本 
8

 

  (a)及(b)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第VII部：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的方式 

本人希望閣下 
9： 

 將所要求的資料的複本，用掛號寄往本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通訊地址 

 將所要求的資料的複本，用平郵寄往本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通訊地址 

 用*英文/中文/資料被持有時的語文 
10  

(*請刪去不適用者)向本人提供一份所要求的資料的複本 

 用  形式(例如電腦磁碟、縮微膠卷等)
11 
向本人提供一份所要求的資料的複本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並於適當地方填上資料) 

第VIII部：進一步資料及付款 

本人明白閣下在依從此項查閱資料要求前，可能要求本人提供 
12： 

(a) 本人的身分證明； 

(b) 如本人以有關人士的身分提出查閱資料要求，資料當事人的身分證明及本人作為關人士的進一

步證明； 

(c) 閣下為找出所要求的資料合理地需要的進一步資料； 

(d)   繳付根據本條例第 28條 13 收取的費用。 

第IX部：個人資料的使用 

除獲有關個人的訂明同意外，本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只可用於處理此項查閱資料要求及其他與之直接有

關的目的。 

 

 

   

 

查閱資料要求者簽署 

 

 日期  

 
7 查閱資料要求者選擇此格，表示要求資料使用者確定「是否」持有所要求的資料，而不是要求資料使用者提供所要求的資

料的複本。 

8 查閱資料要求者選擇此格，表示只是要求索取所要求的資料的複本。如資料使用者並無持有查閱資料要求者所要求的

資 料，資料使用者亦須以書面通知查閱資料要求者它並無持有該資料。就有關書面通知的例外情況，請參閱致資料使用

者的重要通告的第 1 段。 

9 不過，如按選擇的方式依從查閱資料要求不能合理地切實可行，則可能無法按該方式依從有關查閱資料要求。 

10 如所指定的語文並不是資料被持有時的語文，除本條例第 20(2)(b)條另有規定外，資料使用者只需提供載有有關資料的

文件的真確複本。 

11 如資料使用者在實際上不能按指定的形式提供資料，資料使用者只需以實際上能提供的形式提供資料，並附上通知書告知

查閱資料要求者有關情況。 

12 如未能提供資料使用者在本部分要求的資料，則可能引致查閱資料要求被拒，或未能依從有關查閱資料要求至所期望的程

度。 

13  本條例第 28(2)及(3)條規定，資料使用者可為依從根據本條例第 18(1)(a)或(b)條提出的查閱資料要求而徵收不超乎適度

的費用。根據本條例第 28(5)條，資料使用者可拒絕依從有關查閱資料要求，除非及直至收到有關費用為止。 

                        表格：OPS003 (9/2012 修訂)             



 

 51 

                        附錄三  

子女個人及家庭的資料  

 

為有效地讓子女得到適切的支援，家長需要將下列資料和

紀錄妥為保存。  

1. 出生紀錄 (包括出生證明書、有關懷孕及生產過程的資料 )；  

2. 注射預防針紀錄；  

3. 醫療紀錄 (包括診所 /醫院、診斷、治療等紀錄 )；  

4. 曾接受其他治療服務的紀錄 (例如心理評估、言語治療、物理

/職業治療等評估報告 )；  

5. 各類服務的進度報告或學習計劃；  

6. 學業成績紀錄，包括成績表、學生手冊及子女的相關作業； 

7. 過往與有關人士 /機構 /組織，就子女的學習問題而舉行會議

的紀錄。  

 

這些資料對學校了解你的子女的學習困難或特殊教育需要

都十分重要。因此，我們建議你應該有系統地儲存資料，並定時

更新，以作參考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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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其他機構提供的支援網絡  

 

1. 社區復康網絡  

網址﹕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zh-hant/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港島康山中心  

網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120 號康山花園第六座地下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九龍橫頭磡中心  

網址：  九龍橫頭磡邨宏禮樓地下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九龍李鄭屋中心  

網址：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孝廉樓地下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新界大興中心  

網址：  新界大興邨興昌樓 26-33 號地下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禾輋中心  

網址：  新界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平臺 R9-R12 室  

 

機構名稱：  香港復康會新界太平中心  

網址：  新界上水太平邨平治樓地下  

https://www.rehabsociety.org.hk/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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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自助組織  
 

服務對象  機構名稱   

各類特殊教育

需要的兒童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網址﹕

http://www.parentsassn.org.hk/  

各類特殊教育

需要的兒童  

同心家長會  

網址﹕

https://www.heephong.org/services-

and-programmes/families/heep-hong-

parents-association  

讀寫障礙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網址﹕https://asld.org.hk/  
 

智障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網址﹕

https://www.hkjcpmh.org.hk/zh-hant/  

勵智協進會  

網址﹕http://www.ideal.org.hk/zh-

hant/  

唐氏綜合症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白普理家長資

源中心  

網址﹕https://www.hk-dsa.org.hk/  

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  

專注不足 /過度活躍症 (香港 )協會  

網址﹕

https://www.adhd.org.hk/adhd16/web

/default.php?cmd=aboutus&ch=5  

脊柱裂  香港兒童脊柱裂互勵會  

網址﹕

https://www.spinabifida.org.hk/web/p

ublic/modules/main_page/index.asp?t

ype=news 

 

http://www.parentsassn.org.hk/
https://www.heephong.org/services-and-programmes/families/heep-hong-parents-association
https://www.heephong.org/services-and-programmes/families/heep-hong-parents-association
https://www.heephong.org/services-and-programmes/families/heep-hong-parents-association
https://asld.org.hk/
https://www.hkjcpmh.org.hk/zh-hant/
http://www.ideal.org.hk/zh-hant/
http://www.ideal.org.hk/zh-hant/
https://www.hk-dsa.org.hk/
https://www.adhd.org.hk/adhd16/web/default.php?cmd=aboutus&ch=5
https://www.adhd.org.hk/adhd16/web/default.php?cmd=aboutus&ch=5
https://www.spinabifida.org.hk/web/public/modules/main_page/index.asp?type=news
https://www.spinabifida.org.hk/web/public/modules/main_page/index.asp?type=news
https://www.spinabifida.org.hk/web/public/modules/main_page/index.asp?typ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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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網址﹕https://www.hkbu.org.hk/tc 
 

自閉症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網址﹕http://www.swap.org.hk/cms/  

 

主流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  

網址﹕https://www.paacme.org.hk/  

 

 

https://www.hkbu.org.hk/tc
http://www.swap.org.hk/cms/
https://www.paacm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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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自助組織  

 

服務對象  機構名稱  

有各種殘疾  香港復康聯盟 (香港女障協進會 ) 

網址﹕

https://www.awdhk.org.hk/%e6%
ae%98%e7%96%be%e5%a9%a6%e
5%a5%b3%e8%88%87%e5%a9%9a
%e5%a7%bb%e8%aa%bf%e6%9f%
a5%e5%a0%b1%e5%91%8a%e6%9
b%b8/  

 

肢體傷殘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網址﹕https://www.4limb.org/ 

 

柏力與確志協會  

網址﹕

http://www.pandq.org.hk/web/  

視覺障礙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網址﹕https://www.retina.org.hk/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網址﹕  http://www.cornea.org.hk/ 

 

康青會 (香港青光眼病人互助組

織 ) 

網址﹕http://www.hkgpa.org/  

視覺障礙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網址﹕

https://www.hkbu.org.hk/tc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awdhk.org.hk/%e6%ae%98%e7%96%be%e5%a9%a6%e5%a5%b3%e8%88%87%e5%a9%9a%e5%a7%bb%e8%aa%bf%e6%9f%a5%e5%a0%b1%e5%91%8a%e6%9b%b8/
https://www.4limb.org/
http://www.pandq.org.hk/web/
https://www.retina.org.hk/
http://www.cornea.org.hk/
http://www.hkgpa.org/
https://www.hkbu.org.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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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幫助家長識別子女學習困難的單張   

 

 「如何培育有讀寫困難的兒童」單張  —簡介讀寫困難的特徵、

家長的角色及家長如何運用有效的輔導策略等。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

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讀寫困難的子女》】  

 

 「如何培育有智力障礙的兒童」單張  —簡介智障的特徵、家長

的角色及家長如何運用有效的輔導策略等。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id_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智力障礙的兒童》】  

 

 「如何培育有自閉症的兒童」單張  — 簡介自閉症兒童在社交

發展、語言溝通及行為方面的障礙，並向家長建議一些輔導方

法。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utism_

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自閉症的兒童》】  

 

 「如何培育有視覺障礙的兒童」單張  —簡介視障的分類、家長

的角色及家長如何幫助孩子培養獨立的生活技能，附有支援服

務的常用電話及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i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utism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utism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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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vi_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視覺障礙的兒童》】  

 

 如何培育有聽力障礙的兒童」單張  —簡介不同程度的聽障、家

長的角色及向家長和教師建議一些輔導策略，附有支援服務的

常用電話及網址。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hi_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

長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聽力障礙的兒童》】  

 

 「如何照顧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兒童」」單張  —幫助家長

了解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特質，使他們能以正面及有效的

方法引導孩子掌握必需的生活技能，提升孩子的自尊感和發揮

他們的學習潛能。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dhd_c.

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照顧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兒童》】  

 

 「如何照顧肢體傷殘的兒童」單張  —介紹何謂肢體傷殘、家長

的角色及日常生活要訣等。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pd/pd_c.p

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vi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hi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dh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adh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pd/p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pd/p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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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眾資訊>《如何照顧肢體傷殘的兒童》】  

 

 「如何培育有言語障礙的女子」單張  —簡介言語障礙的分類、

家長的角色及家長如何培養子女建立正確的說話習慣，附有支

援服務的常用電話及網址。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li_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如何培育有言語障礙的女子》】 

 

 「為在普通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支援

服務家長指南」單張  —簡介政府為懷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

童在甄別、轉介和評估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其他跨部門 /界別的

支援服務。  

網址﹕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 -

education/information_for_parents_and_the_public

/sen_parent_c.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融合教育>家長

及公眾資訊>為在普通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的

支援服務（家長指南）】  

 

 「提升生命韌力」小錦囊——家長篇﹕幫助學校人員和家長及

早識別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並尋求適時支援，同時協助學生提高

應對逆境的韌力。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uploads/mh/con

tent/resource/pamphlet_life_resilience_parents_

chi.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主頁>普

及性層面的推廣>家長教室>「提升生命韌力」小錦囊—

—家長篇】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li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_for_parents_and_the_public/sen_parent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_for_parents_and_the_public/sen_parent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_for_parents_and_the_public/sen_parent_c.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uploads/mh/content/resource/pamphlet_life_resilience_parents_chi.pdf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uploads/mh/content/resource/pamphlet_life_resilience_parents_chi.pdf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uploads/mh/content/resource/pamphlet_life_resilience_parents_chi.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index.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index.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tc/content/spld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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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單張  — 簡介全港

公營學校每年都進行的及早識別和及早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

一學生計劃，以便及早跟進。  

網址﹕
https:/ /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 -

education/principles/early-

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

%98%E5%88%A5%E5%92%8C%E8%BC%94%E5%

B0%8E%E6%9C%89%E5%AD%B8%E7%BF%92%E

5%9B%B0%E9%9B%A3%E7%9A%84%E5%B0%8F

%E4%B8%80%E5%AD%B8%E7%94%9F%E5%96%

AE%E5%BC%B5_%E4%B8%AD%E6%96%87%E7%

89%882021.pdf  

【登入路徑：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頁 ＞ 主

頁>融合教育>不同學習階段的轉銜>幼小銜接>「及

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page/integrated-education/principles/early-identification/%E5%8F%8A%E6%97%A9%E8%AD%98%E5%88%A5%E5%92%8C%E8%BC%94%E5%B0%8E%E6%9C%89%E5%AD%B8%E7%BF%92%E5%9B%B0%E9%9B%A3%E7%9A%84%E5%B0%8F%E4%B8%80%E5%AD%B8%E7%94%9F%E5%96%AE%E5%BC%B5_%E4%B8%AD%E6%96%87%E7%89%882021.pdf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transition-through-different-learning-stages/pre-primary-to-primary-schooli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