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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習需要(SEN)子女畢業後何去何從？

1. (SEN)青年於過度階段面對之 “危”與 “機”

2. 升學途徑及就業資訊

3. SEN子女家長分享

4. SEN青年(過渡期/待業)的狀況及支援

5. SEN家長之五大問題



青年分享

學障危與機

找出一片天

(SEN)青年於過渡階段面對之處境

M2U00563.MPG


我不是懶也

不是蠢

• “我需要較長時間組織內容及從文章找出重點”

• “我難於短時間整合自己的想法及表達意見”

• “我需要比別人加倍努力才完成目標”

• “我自己都唔明自己唔明什麼”

• “老師說我有point，但我不知為何就是不中point”

• “我難於短時間內完成會議紀錄及文字工作”

• “你不會明白 –拎起枝筆，是一種難度，我不是懶”

(SEN)青年於過渡階段面對之處境 - 學業篇



我不是懶也

不是蠢

• “雖然你不認同我在做手工藝，但我很有滿足感，

當我決定以此為職業，那時你還不知我做什麼”

• “我比其他人有創意及勇於突破，有夢想同鬥心，

適合的環境及方法，令自信的我就出現 ”

• “我是能夠找尋適合方法幫助自己”-例如(紙)同(筆)

• “即使工作有點成就，但障礙間中會來找我麻煩，

但我不想再被他影響”

(SEN)青年於過渡階段面對之處境 -工作篇



我不是懶也

不是蠢

• “過去的負面經驗/誤解令我傷害，我慢慢克服

過來”

• “有時真的聽唔明白上司的指令，做錯事，我很自責，

但我會默默努力，讓別人知道我做事認真負責”

• “ 多謝同事提我每次只能做一件事，做錯事會增添別

人的麻煩，你的提醒讓我進步-check , check, check”

• “慢慢地，我找到生存的方式 – 主動求問”

(SEN)青年於過渡階段面對之處境 -工作篇



2012/2013數 據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局



2012/2013數 據

48 / 24

約31,390

副學士/大學

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



升學 就業
過渡階段 /

待業

特殊學習需要子女(SEN)畢業後何去何從？



中學生出路簡圖 – 中三

升學

職業訓練

就業
資料來源< 學友社-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3(電子版)>

http://www.hyc.org.hk/publish/2013/PG2013b2.pdf




中三出路參考資料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html
http://www.vtc.edu.hk/admission/chi/course-ftps3.html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home.aspx
http://www.hkct.edu.hk/
http://apple.vtc.edu.hk/apple/folder/showNTS.php
http://www.cches.edu.hk/chi/programme/single_detail.aspx?PxmDudIRfMU=
http://life.ln.edu.hk/
http://www.hkcic.org/chi/courses/newentrants.aspx?langType=1028
http://www.vtc.edu.hk/shine/html/tc/about/intro.html




中學生出路簡圖 – 中六

升學

升學

職業訓練

就業
資料來源< 學友社-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3(電子版)>

http://www.hyc.org.hk/publish/2013/PG2013b2.pdf




E-APPS專上課程預先報名平台

https://www.eapp.gov.hk/eapp/index_zh.htm
https://www.eapp.gov.hk/eapp/info/zh_HK/other.htm


香港升學途徑- 海外

升學

升學 海外

職業訓練

就業
資料來源<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3(電子版)>

C:/Users/wingi/AppData/Local/Temp/seniorsecondary2013.pdf


海外升學資訊

資料來源(學友社)

http://student.hk/overseas/info/10/nzealand.php


海外升學資訊

https://www.set.edu.tw/setnet/college/college.asp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index/news
http://student.hk/overseas/info/10/nzealand.php
http://www.ied.edu.hk/csenie/


資料來源：教育局特殊教育通報網 /
http://www.ied.edu.hk/csenie/view.php?m=489&secid=4525

海外升學資訊-例如台灣

https://www.set.edu.tw/setnet/college/college.asp
http://www.ied.edu.hk/csenie/view.php?m=489&secid=4525
https://www.set.edu.tw/setnet/college/college.asp
https://www.set.edu.tw/setnet/college/college.asp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content/hongkong


SEN青年就業途徑

就業

公開就業

就業支援
1. 殘疾類別

2. 綜援家庭



殘疾人士登記證

• http://www.lwb.gov.hk/download/services/other_services/CRR_Application_Form_%20Jan%202013.pdf

http://www.lwb.gov.hk/download/services/other_services/CRR_Application_Form_ Jan 2013.pdf
http://www.lwb.gov.hk/chi/forms/


SEN青年/青年就業支援

• 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

幫助青少年認識自我和職業志向，提升他們的工作動機、技能及

經驗，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http://www1.jobs.gov.hk/iSPS/gen/aboutus/index.aspx?RunMode=Chinese&txt=0
http://yen.hkfyg.org.hk/page.aspx?corpname=yen&i=2821
http://www.erb.org/Corp/home/coz_main/zh_TW/
http://www.e-start.hk/v3/tc/v3_services_basic.htm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onthejobsw/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onthejobsw/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whatsnew/year_1732/
http://ses.hkphab.org.hk/main.html


其它相關培訓課程
計劃/課程 主辦機構 參加資格

年齡要求 教育程度

展翅青見計劃 勞工署 15-24歲

職業發展計劃
Teen 才再現
現代學徒

青年學院 15-20歲 Teen 才再現
(中三以下)

手作仔-青少年就業支援綜合
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 15至18歲 中四或以下學歷的青
少年

晴朗TEEN 基督教勵行會培訓服務 15-20歲 中五程度或以下

人才發展計劃 僱員再培訓計劃 年滿15歲 在副學士學位程度以
下

非常學堂 香港遊樂場協會 年滿15歲 未完成中五

http://www.yes.labour.gov.hk/ypyt/tc/sch_objectives.htm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ject_information.html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ject_information.html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ject_information_disciple.html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XasBo3EfKRUJ: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cd=6&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XasBo3EfKRUJ: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cd=6&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XasBo3EfKRUJ: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cd=6&hl=zh-TW&ct=clnk&gl=hk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XasBo3EfKRUJ:www.bgca.org.hk/page.aspx?corpname=bgca&i=452+&cd=6&hl=zh-TW&ct=clnk&gl=hk
http://www.cats.org.hk/index.php?moduleId=114&pageName=content&pId=104&uId=88
http://www.cats.org.hk/index.php?moduleId=114&pageName=content&pId=104&uId=88
http://course.erb.org/main/cls_schedule.php
http://hq.hkpa.hk/serviceunit.php?su_id=41


升學 就業
過渡階段 /

待業

特殊學習需要子女(SEN)畢業後何去何從？



家長心聲

“愛‧等待”

尋 “寶”專家

(SEN)家長心聲



• “我的子女是獨特的”

• “我可以按我子女的強項發展，同時要他們學習適應環境”

• “我知道他/她已比心機”

• “心急不黎，我需要等待他成長”

• “我嘗試不只看分數同比較，有機會來臨他便能發揮”

• “讀書不能發揮他的才能，我也是過來人，我知道用什麼方法

教導他才是最好”



常見家長提問

的五大問題



1. 我個仔唔搵工HEA係度2年，家長應如何協助？

- 鼓勵多方面嘗試

- 主動尋求協助

- “開放與同行”

家長常見之問題

- “維持有規律生活模式”



SEN青年成長支援服務

製造成就感或成功經驗

增強自信訓練

訂立升學及就業目標

http://www.asbury.org.hk/intro/intro5_2.html


家長常見之問題

2. 子女海外升學，有什麼留意或回港後有什麼
支援？

宜 忌

循香港升學途徑繼續學業 誤以為必定(能夠)完成課程

了解大學支援是否充夠 極度張揚

子女是否能獨立生活 缺乏溝通 (金錢/朋輩支援)

做充足資料搜集/預計危機



家長常見之問題

3. 子女現時18歲讀中一及中四，應否再重讀？
職業訓練局為14至25歲、學歷為中三之下的青年提供升學或復學的課
程，讓青少年能有機會繼續進修。除職訓局，其中機構包括：

http://www.yc.edu.hk/uploads/ycsite/20130819_Teen_Form.pdf
http://www.hkpa.hk/
http://www.yc.edu.hk/ycsite/html/tc/programmes/project_information.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lacement-assistance/pathway-for-further-studies-and-returning-to-school/index.html


家長常見之問題

4. 我應該告訴僱主，我是學障生(標籤)嗎？

正面參考
- 在工作如何獲得改善

- 令我更主動尋求協助

- 我能從中認識自己



家長常見之問題

5. 我不太願意讓子女做”低技能”工作？你有什

麼工作介紹比 “我個仔”？

正面參考
- “就業”是發揮才能

- 找 “對”工，工作才能持續

- 進入職場，才有機會實現夢想



其他有用資訊連結

http://www.adhd.org.hk/
http://oneclick.hku.hk/zh-hant/disability/Physical_Disability/Day_care_and_Community_support
http://www.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37
http://www.sahk1963.org.hk/b5_service.php?id=37
http://www.gov.hk/tc/residents/education/secondary/?/futherstudies/
http://kingdom-a.yang.org.hk/download.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