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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特別需要社羣  

討論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2/2018 號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教育局為就讀於公營學校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  
 
特殊教育政策  

 

2. 在香港，所有合資格的兒童，不論種族、身體或智能的狀

況，均可享有接受基礎教育的平等機會。所有公營普通學校及

特殊學校均會照顧每個學生的需要，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

華語學生，這些學生除可受惠於政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

供的相關支援及資源外，為非華語學生推行的支援措施亦適用

於他們。  

 

3. 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教育局會根據專業人

士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

的學生（包括非華語學生）入讀特殊學校，以便接受加強支援

服務；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非華語學生），則會入

讀普通學校。在 2017/18 學年，就讀於特殊學校的非華語學生

人數為 390 人，而就讀公營普通學校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

語學生人數為 547 人 (中學 208 人、小學 339 人 )。  

 

4. 教育局秉持五個基本原則（即「及早識別」、「及早支援」、

「全校參與」、「家校合作」和「跨界別協作」）推動融合教育。

學校須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在政策、文化與措施三方面互

相配合，並採用「三層支援模式」1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包
                                                      
1第一層支援是透過優化課堂教學，及早幫助有輕微或短暫學習困難的學生；
第二層支援是安排額外支援予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例如抽離式或課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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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非華語學生），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和教學調適，讓他

們在最少限制環境下發展潛能。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  

 

普通學校  

 

5. 為支援公營普通中、小學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非華語學生），教育局除向學

校發放常規資助外，亦一直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

教師培訓，有關資料詳見附件。此外，教育局在本學年繼續推

出多項優化融合教育的措施，包括﹕  

(i) 撥款恆常化關愛基金資助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

驗計劃，由 2017/18 學年開始在三年內分階段於每一所

公營普通中、小學增設一個編制內的學位教席，以便學

校安排一名專責教師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支援

融合教育。本學年，我們已在 244 所公營普通學校（126

所小學、118 所中學）落實有關安排。  

(ii) 由 2017/18 學年開始，「學習支援津貼」涵蓋有精神病

患的學生，以協助學校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社

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  

(iii) 建基於為初中有自閉症學生 研發的支援模式，在

2017/18 至 2018/19 學年，我們在公營普通學校發展適

用於一般至高能力有自閉症高中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支

援模式，包括以實證為基礎的模式、策略及相關教學資

源。教育局會總結各項策略的成效，編寫一套支援手冊

及資源套，供全港學校參考，並把匯聚所得的策略和經

驗推廣至其他學校應用。  

 

6. 若非華語學生在初小階段出現學習困難，我們建議學校先

給予非華語學生適當的支援，並觀察他們在接受輔導後的進

展，以辨識他們的表現會否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文化及語言

                                                                                                                                                                
導、外購專業服務等；第三層支援是為個別有持續及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提
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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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調校給予他們的支援安排。現時，所有公營小學會推行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早識別和

輔導」計劃）。在該計劃下，教師在每年十二月至一月利用教育

局提供的「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可及早識別在學習方面

有困難的小一學生，並為他們安排及早輔導。教育局透過與錄

取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教師交流，已制定注意事項及考慮因

素，協助教師及早識別需要關注和支援的非華語學生。有關資

料已輯錄於「及早識別和輔導」計劃的資料冊供學校參考。和

其他學生一樣，如果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困難持續或嚴重，學校

會盡快為他們安排專業評估。  

 

7. 專業人員如教育心理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為非華語學生

進行評估時，會考慮他們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學習歷程、生活

經驗、語言能力及其他相關資料，從而選取適合的評估方法和

工具，及小心詮釋評估結果。例如為非華語學生進行智力和讀

寫能力評估時，教育心理學家可能選取非語文的智力測驗，並

綜合家長和教師的觀察，以及評鑑學生日常的課業表現等，分

析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語文及學科概念的能力，就其學習困

難作出專業判斷，並建議合適的支援策略。校本言語治療師為

學生進行語言評估時，同樣會向非華語學生的教師及家長了解

學生的母語能力、發展背景、學習表現及困難，並按學生的文

化和經驗背景及語言能力等方面的需要作出安排，例如以英語

進行評估，或透過學生的家長或親屬的協助以學生的母語進行

評估。校本言語治療師綜合分析各項資料及評估結果後，會判

斷學生的言語能力，以及其對溝通、學習和社交的影響。進行

評估或與家長面談時，專業人員會按需要邀請合適的人士協助

翻譯。  

 

8. 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與合作，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包括非華語學生）起著關鍵的作用。我們要求學校建立與家

長溝通的恆常機制，積極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以便配合

學校的支援工作。為促進非華語學生家長了解及參與「及早識

別和輔導」計劃，我們已印備有七種少數族裔語言的單張簡介

有關計劃，讓學校派發給家長，並把它們上載教育局網頁。此

外，為協助家長加深了解其角色，教育局編製了《全校參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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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融合教育家長篇》及一系列有關培育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子

女的單張，並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家長可從中取得有關識別

及評估各類別的特殊教育需要的程序和各種支援策略等資料。  

 

9. 經過多年來的實踐，公營普通學校能夠整體和靈活地運用

各項校內資源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當中包括運

用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額外資源（詳見下文第 19 段），

聘請額外教師為他們安排較密集的學習，例如進行抽離學習及

小組學習、增加中文課節、提供課後支援等，以提高學習效能。

此外，有學校聘請能說廣東話、英語及烏都語的少數族裔教師

及助理，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

生）家長的溝通和聯繫，並協助學校制定切合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非華語學生的文化背景的校本支援政策、措施及家長教育。

學校亦會外購專業支援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中學生

提供生涯規劃輔導，包括職業評估、本地工作實務和入職要求

簡介等，以提升他們在職場上的競爭能力，發揮潛能。  

 

10. 綜合而言，普通學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華語學生的措

施及策略同樣適用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學校會按

學生的發展、學習及語言能力，為他們釐定合適的發展及學習

目標，並提供適切的支援。此外，學校會透過不同類型活動建

構共融校園，促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的

交流和建立朋輩支援，有中學亦會舉辦少數族裔共融訓練營和

成立少數族裔的制服團隊等，幫助學生融入社會，計劃未來。  

 

特殊學校  

 

11. 教育局一直為特殊學校提供資源和支援，以協助學生（包

括非華語學生），發揮潛能，並為他們的升學或離校服務作好準

備。特殊學校的每班人數相對較少，有助教師因應學習差異提

供個別支援。根據學生的殘疾類別，教育局會為特殊學校提供

有關的專責人員，包括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教育心理學家、學校護士、學校社工等，為學生提供全面的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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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殊學校會按學生的能力採用普通課程或為智障學生而

制訂的調適課程。此外，學校會在學習、社交及個人成長等方

面，協助非華語學生盡快適應和融入校園生活。學校亦會針對

個別學生（包括非華語學生）的特別需要，為他們設計個別學

習計劃，幫助他們處理學習或情緒行為的問題。此外，特殊學

校亦會舉辦共融活動，以增加非華語學生和華語學生的相互了

解，促進友儕關係，營造平等友愛的氣氛。  

 

13. 近年來，教育局推出多項措施支援特殊學校，以提升教育

質素，包括：  

(a) 為智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視障兼智障兒

童學校及醫院學校精神科班，提供額外教師助理；  

(b) 逐步下調視障兒童學校及群育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至

12 人；  

(c) 改善特殊學校宿舍部的人手編制；  

(d) 提供額外津貼以加強照顧醫療情況複雜的宿生；  

(e) 為嚴重智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視障兼智

障兒童學校提供額外津貼，讓學校聘請額外護士和相

關人手，以加強照顧全時間依賴呼吸機的學生；及  

(f) 如同公營中學，特殊學校可將「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和「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以優化高中課程

的推行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與相關輔導服務。  

 

14. 此外，行政長官在 2017 年 7 月提出一系列優先措施支持

優質教育，並由 2017/18 學年開始陸續推行，除了把公營中、

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的教師與班級比例劃一增加 0.1，以及提

供經常現金津貼加強公營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的資訊科

技人手支援外，政府亦增加特殊學校的教師和專職醫療人員人

手及資源，以改善特殊教育服務，包括：  

(a) 為開辦一至五班小學班的特殊學校提供一名助理小學

學位教師（課程發展）；  

(b) 為輕度智障兒童學校、中度智障兒童學校、視障兒童

學校及聽障兒童學校提供一名職業治療師及一名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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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助理員；  

(c) 為視障兒童學校及群育學校提供一名言語治療師；及  

(d) 把「為加強支援資助特殊學校醫療情況複雜宿生而提

供的額外支援津貼」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特殊學校醫療

情況複雜的走讀生和走讀兼寄宿生。  

 

15. 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亦已公布，政府將會由 2018/19

學年起改善特殊學校的學校護士和學校社工人手編制，包括：  

(a) 為智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視障兼智障兒

童學校提供額外一名學校護士人手；並將學校護士編

制擴展至視障兒童學校及聽障兒童學校，讓這些學校

亦可以聘請一名學校護士，加強照顧學生的需要；及  

(b) 教育局會改善特殊學校的學校社工人手，以確保特殊

學校可獲提供最少 1名學校社工。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中文學習支援  

 

16. 政府致力鼓勵及支援非華語學生融入社會，包括幫助他們

盡早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和學好中文。 2014 年《施政報告》公布

由 2014/15 學年開始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有效學習中文及建構

共融校園。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均同時受惠於上

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及服務，以及為非

華語學生提供的中文學習支援：  

 

課程支援  

 

17. 教育局自 2014/15 學年起，在小學和中學實施「中國語文

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幫助非華語學生解決

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時面對的困難，協助他們打好基礎，

以期銜接主流中文課堂。現時在中、小學實施的「學習架構」，

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涵蓋聽、說、讀、寫範疇，清

楚列載不同學習層階的預期學習表現。教師可按此為不同起步

點和能力的非華語學生訂定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進程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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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調適及發展教材，幫助他們透過小步子的方式學習，

讓有不同學習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都能循序漸進學好中文。  

 

18. 基於語言文化的差異及學習中文的年期不同，非華語學生

的學習起步點及進程有明顯差異，若為全港的非華語學生提供

按劃一的階段性學習目標設計的教材，並不符合他們學習中文

的實況，亦未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因此，現時教育局提供多

元化的學與教材料和教學參考資料，讓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情

況，選用合適的教材並加以調適，切合學校的實際需要。有關

的學與教材料專為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而設，並從學習「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角度編寫，同時兼顧聽、說、讀、寫的語

文能力。教師可考慮用作抽離課堂或小組學習的主要學與教材

料，或加以調適，用作課後支援或補充教材。  

 

額外資源  

 

19. 為協助學校實施「學習架構」及建構共融校園，進一步加

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由 2014/15 學年開始，教育局向

錄取 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公營及提供本地課程的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按其錄取非華語學生的數目，提供每年 80 萬至 150

萬元不等的額外撥款 2，讓學校採取適切的多元密集教學模式，

如抽離教學、分組／小組學習、課後支援等，以配合需要，提

升學習效能，以及建構共融校園（包括聘請少數族裔助理／購

買翻譯服務，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此外，錄取較少

（即 1 至 9 名）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其非華語學生可受惠於校

內沉浸的中文語言環境和「學習架構」。由  2014/15 學年開始，

這些學校亦可按需要獲 5 萬元的額外撥款提供課後中文學習支

援，以鞏固其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課堂的學習。  

 

20. 由 2014/15 學年起，錄取 6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特殊學

                                                      
2
 有關額外撥款設置如下： 

錄取非華語學生人數 額外撥款(萬元) 

10 - 25 80 

26 - 50 95 

51 - 75 110 

76 - 90 125 

91 或以上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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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論採用調適課程或普通學校課程，均獲提供額外撥款 3，

以加強支援相關學生學習中文，及建構共融校園（包括聘請少

數族裔助理／購買翻譯服務，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

幫助有關學生適應校園生活。此外，錄取較少（即 1 至 5 名）

非華語學生的特殊學校亦可按需要獲 5 萬元的額外撥款提供課

後中文學習支援。  

 

21. 教育局會繼續透過多元模式，加強校本專業支援服務及師

資培訓，包括透過語文基金推行「『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

業進修津貼計劃」，提供津貼，鼓勵在職中文科教師修讀課程。

教育局亦持續舉辦多元及深化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並委託香

港教育大學舉辦五星期全日制「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中國語文

教學專業進修課程證書」課程，以提升教師教授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文的專業能力。此外，教育局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協作舉辦

分享會，提升教師的文化敏感度，幫助營造共融環境。教育局

會繼續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就支援非華語學生（包括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適切的專業意見。  

 

總結  

 

22. 總括而言，教育局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非華語學

生的資源和措施，皆會惠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教

育局會不時檢視支援有關學生的政策和措施，聽取各持分者的

意見，繼續與學校和家長保持緊密合作，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非華語學生發展所長、盡快適應本地課程和融入本地社群。  

 

 

 

教育局  

2018年4月   

                                                      
3 錄取 6至 9 名非華語學生及提供普通學校課程的特殊學校，以及錄取 6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及提供

調適課程的特殊學校，均獲發 65 萬元的額外撥款。錄取 10 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及提供普通學校課

程的特殊學校，撥款設置與一般學校（即註腳 2）相同。 



9 

附件  

 

教育局協助公營普通學校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非華語學生）  

提供的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  

 

(I) 額外資源  

 

  教育局為公營普通學校提供的額外資源包括現金津貼、額外

教師及 /或教學助理。主要項目為：  

學習支援津貼  

這是向公營普通中、小學提供的一項現金津貼，按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及所需的支援層級而發放。我們於

2013/14 學年將每所學校每年可得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

提升至 150 萬元；並由 2014/15 學年起將津貼額增加 30%，

以及由 2015/16 學年起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每年

調整津貼額及上限。經調整後，在 2017/18 學年，我們為

每所學校首 1 至 6 名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提供每年

167,832 元的基本津貼；第 7 名及以後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

生，按每年每名 27,972 元的津貼額計算；需要第二層支援

的學生，按每年每名 13,986 元的津貼額計算。每所學校每

年可獲得的津貼上限為 1,613,705 元。在往後學年，我們會

繼續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每年的津貼額及津

貼上限。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教育局為普通公營小學提供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為普通公

營中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以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校

本言語治療服務。由 2009/10 學年開始，教育局以經常性

津貼模式向合資格的公營小學發放「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讓學校能聘請校本言語治療師或外購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以支援他們的語障學生。學校可獲按每學年核准開辦班數

的「基本津貼」，及按校內被評定為有中度或嚴重程度語障

學生的數目的「額外津貼」。津貼額會按照每年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在 2017/18 學年，學校所獲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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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津貼」是每年每班 3,919 元，而開辦 6 至 10 班學校的「基

本津貼」為每年每所學校 39,190 元。「額外津貼」則是每

年每名中度或嚴重語障學生 3,919 元，上限為每年每所學

校 78,380 元。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 融合教育計劃  

參與計劃的學校可獲額外教師 /輔導助理，透過「全校參與」

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成績稍遜的學生。我們亦鼓勵參

與上述計劃的學校過渡至「學習支援津貼」這種資助模式，

透過靈活運用及統整資源，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參加

「融合教育計劃」的學校，如取錄 5 名或以上此計劃的對

象學生，會獲批一名額外的文憑教師，而取錄 8 名或以上

此計劃的對象學生，會獲批一名額外的輔導助理。  

為照顧成績稍遜的中學生而設的額外教師  

教育局會向中學提供額外資源，以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

生。我們根據公營普通中學所取錄的學生資料，向每班全

港最弱的一成學生提供 0.7 名額外學位教師；至於其餘不

屬於全港最弱一成的第三派位組別學生，則按每班學生提

供 0.3 名額外學位教師。這措施於 2006/07 學年在中一年級

開始並按年逐級擴展至 2008/09 學年的中三年級。在

2017/18 學年，合資格的公營普通中學可獲提供最多約 6 名

額外學位教師。  

增補基金  

如有需要，學校可申請額外的現金津貼，為殘疾學生購買

特殊傢具、器材（如點字機、閉路電視放大器、無線調頻

系統、具備語音轉換文字功能的電腦設備等）或進行校內

小型改建工程（如為學生建造斜道、改建洗手間等），以照

顧他們的學習需要。  

  對於個別難於處理的學生個案，如有需要，教育局會提供額

外津貼，讓學校聘請臨時教學助理，為學生建立課堂常規。 

  學校須靈活調配資源，聘請額外人手和外購專業服務（例如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社交小組訓練），按學生的需要提供支

援。學校可藉外購服務引入相關界別的專業知識，強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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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我們一直提倡學校以

「全校參與」模式推動融合教育，按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實際需要，提供合適的校本支援服務，讓學生在校內直接

獲得所需的支援，校內教師除了透過日常教學的觀察和了解

外，亦可與外來的支援教師 /人員緊密協作和溝通，檢視學

生的進展和支援成效，從而修訂有關的計劃和安排，為學生

提供更適切的校本支援服務。  

 

(II) 專業支援  

 

  教育局的專業人員定期探訪學校，就學校的政策、融合教育

支援措施、教學策略、資源運用等事宜提供專業意見，亦會

鼓勵學校與家長合作，讓家長就如何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子女提供意見，並加以配合。我們亦持續舉辦不同形式的專

業發展活動，例如區域網絡活動，以促進專業交流及經驗分

享。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教育聽力學家和校本言語治療師為學校

提供個案評估、諮詢、教師培訓及專業支援等服務。「校本

教育心理服務」在 2016/17 學年已覆蓋全港所有公營普通

中、小學；在錄取大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教育心

理學家與學校的比例亦逐步提升至 1:4，以便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全面和定期的個案跟進和介入服務，以及

強化預防性和發展性的工作。  

  有關校本言語治療師的專業發展方面，除了定期舉辦研討會

及工作坊外，教育局亦為受聘於學校的校本言語治療師舉行

學習圈會議，目的是為他們提供一個專業學習的平台，從而

更有效地支援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及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

務。教育局亦會安排校訪，確保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質素。 

  為照顧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教育局自 2011/12 學年展開一項

為期五年的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每年約有 40

所小學參加。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會為參加的學校提供三年支

援。至今共有 213 所小學受惠於這項計劃的專業支援。整體

而言，參加計劃的學校已掌握這模式所採用的技巧，因此能

夠讓更多有讀寫困難的學生及早獲得適切的支援。為提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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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持續性和協助更多學校採用這模式，我們已修訂相關的

課程及評估資源，並在 2017 年初派發給各小學。在 2017/18

學年接受專業支援的小學約共 25 所，另外有 9 所學校參與

延伸計劃，共同發展適用於小四 /小五學生的讀寫輔導小組

訓練材料。此外，我們在 2013 年推出《讀寫易：高小學生

讀寫輔導教材（家長版）》，方便學校為家長舉辦培訓課程，

促進家校合作；我們亦持續每年定期為有關學生家長舉辦工

作坊。  

  為照顧有自閉症的學生， (1) 教育局於 2011/12 學年開始，

在普通學校進行一項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的試驗計劃，內容

包括為患有自閉症的中、小學生提供有系統的額外小組訓

練，以及在初小階段發展及試行學校及早支援模式；試驗計

劃的第一階段工作已於 2013/14 學年完成。我們已把從中蒐

集到如何加強支援初小有自閉症學生的有效方法，編成運作

手冊，在 2015 年年初派發予所有小學。建基於試驗計劃的

成果，及促進其持續發展，教育局於 2014/15 至 2016/17 學

年延展該試驗計劃，為高小及初中發展和試行全面的學校支

援模式，務求更多學校可掌握以實證為本的支援模式及策

略，協助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驗證有效的各項策略將編寫

入資源套，於 2018 年初派發予全港中小學。 (2) 在 2015/16

學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同香港大學，在教育局的

協助下，推出「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約 420 多所中小

學的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採用具實證支援策略的小組訓練

及加強支援服務。 (3) 我們在 2017/18 至 2018/19 學年，繼

續發展以實證為基礎、適用於一般至高能力有自閉症的高中

學生的支援模式、策略及相關教學資源，以促進他們的學習

和發展。  

  為加強對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支援，教育局

發展一系列有關提升學生的執行技巧的教學資源。教育局於

2009/10 學年推出一套適用於小學的「執行技巧訓練」教材

套，學校可透過校本小組訓練，提升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

躍症的學生的執行技巧。此外，教育局在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期間推行「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試驗計劃，

旨在透過優化學與教及課室管理策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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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學習和行為表現。透過滙集有關試驗計

劃的成功經驗及數據，製作了「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

式」資源套，資源套附有使用手冊、資料光碟及圖卡，在

2016 年 7 月出版及分發予所有小學。  

  在支援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中學生方面，我們於

2013/14 學年推出一套適用於中學的「執行技巧訓練：指導

計劃」，學校人員與學生可進行定期的個別指導，提升他們

的執行技巧和自我管理能力。在家長支援方面，教育局於

2013/14 學年為中、小學學生家長編製「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

躍症之家長教育系列」資源套，透過介紹注意力不足 /過度

活躍症，其治療及支援方法，讓家長更適切地培育他們的孩

子。  

  為支援有語言學習困難學生的學習，我們由 2010/11 學年起

在中學推行課程為本語言支援計劃，透過教師和校本言語治

療師的共同備課，將語言學習策略融入日常教學當中。我們

已將計劃所得的資源整理，並於 2016 年年初透過網上平台

與教師和校本言語治療師分享。為提升有語言學習困難學生

的篇章理解能力，我們研發了「理解策略學得快  輕鬆閱讀

無疆界」篇章理解策略資源套。我們在 2014 年 12 月已就資

源套的運用舉行簡介會，並把資源套派發予學校供教師和校

本言語治療師使用。自 2015 年 2 月起，我們定期舉行工作

坊，協助教師把篇章理解策略應用在日常教學中。  

  為提升聽障學生的聆聽及口語溝通能力，教育聽力學家會與

學校支援人員協作，推行校本計劃以協助學生持續使用助聽

儀器，包括助聽器及無線調頻系統。  

  教育局一直為聽障學生提供免費助聽器及其相關聽力服

務。我們於 2010/11 學年起為有需要的聽障學生提供兩部助

聽器，將助聽器的更換年期由五年縮短至三年；並由 2014/15

學年起進一步提升助聽器的規格，包括增加助聽器種類的選

擇、提升助聽器聲音處理質素及增加助聽器電池型號的選

擇。教育局亦委託聽障兒童學校為有需要的聽障學生提供

「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以協助他們克服學習及溝通困

難，提升學習效能，融入學校生活。由 2012/13 學年起，教

育局向聽障兒童學校增撥資源，以優化其支援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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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增撥資源教師、增設言語治療師及提高現金津貼

額，讓聽障兒童學校以優化的支援服務模式，繼續為有需要

的學生提供服務。 2017/18 學年，教育局會檢視中學「聽障

學生增強支援服務」，為聽障中學生提供優化的支援服務。  

  為加強支援視障學生，教育局提供資源予心光學校，進行「為

視障學童提供的支援計劃」。在該計劃下，心光學校的資源

教師定期到訪視障生就讀的學校以支援中度至嚴重視障或

失明的學生，並會為有關學校的教師轉譯教材及提供支援策

略、教學調適和特別測考安排等的專業意見。  

  對於有嚴重情緒及適應困難的學生，我們會按需要考慮提供

額外津貼，以便學校聘請臨時教學助理，支援個別急需接受

加強支援的學生。此外，有嚴重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如

在接受校本支援後仍未有顯著的改善，學校亦可轉介學生接

受教育局的匡導服務或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的暫讀計劃，接

受抽離式加強輔導。  

  教育局借助有豐富融合教育經驗的學校成為「特殊學校暨資

源中心」及「全校參與」模式的資源學校，提供校本支援、

推行融合教育的經驗分享及短期暫讀計劃。在 2017/18 學

年，共有 10 所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及 14 所資源學校（ 6 所

中學、8 所小學）。  

  教育局亦一直透過跨界別協作，與大專院校硏發評估工具和

多元化的教學資源套，供教師和家長使用。  

  於 2005/06 學年開始推展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參與的特殊學

校可獲現金津貼，以便為主流學校提供校本支援，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III) 教師培訓  

 

  在教師培訓方面，教育局由 2007/08 學年起為在職教師推出

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為主題的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

（「三層課程」），並訂定了培訓目標。經考慮公營普通學校

教師的培訓情況，以及普通學校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類

別及人數後，我們在 2015/16 學年修訂了「三層課程」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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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目標，務求由該學年起至 2019/20 學年完結前，每所公營

中、小學有最少 15%至 25%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最少 6

至 9 位教師完成高級課程及最少 6 至 9 位教師完成專題課

程，使更多教師具備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

從而提升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成效。  

  除了上述的三層課程外，教育局由 2012/13 學年起，專為特

殊學校教師提供以「有嚴重或多重殘疾學生的教育」為主題

的培訓課程，以協助教師照顧特殊學校學生的不同教育需

要。  

  我們亦就校長、教師及教學助理等的專業需要而舉辦各類有

關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坊、研討會和經驗分享會

等活動。  

  教育局非常重視教師的職前培訓，故一直與師訓機構保持溝

通，鼓勵各機構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列為職前師訓課

程的必修單元。各師資培訓機構已將有關單元編入職前師訓

課程內，以加強準教師在這方面的認識。  

  由 2017/18 學年起，教育局為教師安排「精神健康的專業發

展課程」，以提高教師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加強識別和支援

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該課程包括為一般教師提供的初級

培訓及為專責教師提供的深造培訓。由 2017/18 學年起，學

校須在三個學年內有至少一名教師完成初級培訓及一名專

責教師完成深造培訓，教育局會向學校常額教師提供代課教

師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