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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
的培訓與發展潛力



SENCo 職位成立背景

• 1996教育委員會特教檢討報告建議成立SENCo
一職協調每校特教事宜

• 1996建議是參考英國當年的支援SEN模式
• 2015年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檢討過程多個團體

除倡議為SEN立法外亦建議成立SENCo一職
• 2015年成為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之一 : 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 (2015/16至 2017/18學年)
• 推行為期三年的 SENCo試驗計劃
• 三年試驗計劃的總撥款額約為2.2億元



SENCo試驗計劃職位成立背景
參與試驗計劃的公營普通學校須符合以下的準則：
(i) 在2014/15學年收錄有經濟困難的學生人數佔
全校學生人數55%或以上；及
(ii) 在該學年校內須至少有50名在「三層支援模
式」下屬第二層或第三層支援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試驗計劃共有124所學校(65所中學、59所小學)
公營普通學校須符合準則
學會:倒退福利概念而非權利?學習困難可等?



SENCo英國的發展、資歷要求及培訓安排

• 1996香港建議成立SENCo一職是參考英國模式
• 20年英國的SENCo工作發展非常成熟
• 近年已確立 National Award for SEN Co-

ordination作為規範全國SENCo資歷及行事準則
• 標準由National Colleges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定出
• 英國早有為SEN立法而13/14年更新為SEN Code 

of Practice實務守則內已訂明公校需設立SENCo
一職

• Code更期望SENCo是有領導(Leadership)職能
• 而SENCo培訓亦規定是後學位水平(PG/M)

https://www.ucl.ac.uk/ioe/courses/graduate-taught/national-award-special-educational-needs-coordination-pgcert


2015SENCo試驗計劃職位資歷要求

• 學校應安排合適的資深教師擔任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 最少有 3年教學及推行融合教育的
經驗；及

• 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例如完成基礎、
高級及專題課程 (即「三層課程」 )
或同等學歷 )普遍稱為240小時課程



試驗計劃SENCo的角色與功能
• 策劃、推行及監察、檢討及評估(PIE)各項校內支援

措施及資源運用；
• 推動以跨專業團隊模式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 與教師 /功能小組協作，擬定支援計劃、課程及教學

調適、考評安排‣
• 推動家校合作，與家長互相配合支援學生；
• 安排校內教師接受局方提供的培訓及策劃校內專業

發展活動；
• 加強對外聯繫 ;
• 透過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等安排，引導校內同工採

用有效的支援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校現今的複雜架構 SENCo功能是否容易處理?



特殊教育學會對SENCo專業培訓的期望
除針對資歷要求及工作範疇而度身訂造的培訓外
學會主張培訓更重要是專業素養及解難態度上
• 建基於一個有理念及有價值取向培訓基礎之上
• 本地化 :切合香港教育現況檢視成功實証而設計
• 為長遠更對焦地發展融合教育專業而設計(冼權

鋒,2013)。
• 培訓內容應針對教師之個人專業及領導素養
• 尤在應付特教需要多端變化而進行的改革
• 倡導從組織結構著手的改變
• 從而成為特教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
• 去帶動以行動研究確立實証為本的改變



四大範疇 :
1.個人素養
2.學與教
3.學生發展
4.專業發展

特殊需要協調主任(SENCO) 
應具備的素養及能力



臺師大課程地圖
http://coursemap.itc.ntnu.edu.tw/course_map_all/class.php?code=EU09

http://coursemap.itc.ntnu.edu.tw/course_map_all/class.php?code=EU09


1.1具備一般特殊教育知能
1.2 能具備個案管理能力
1.3 良好的溝通能力 例如:與校內各學科主任、老師、

家長、相關服務的專職人員保持有效的雙向溝通
1.4 維持學生支援小隊內及與其他校內外團隊的協調及

協作能力
1.5 能主動關懷及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擁抱差異
1.6 能遵守專業倫理並具有敬業精神與態度

1.個人素養



2.1能了解校內各科組及團隊結構、職能及分工

2.2能為有特殊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多元評估的
建議及指引，並利用評估結果訂定適切學習目標及
設計教學活動，例如:試卷設計/分析、分層工作紙
設計……等

2.3能了解校內及香港教育體系相關資源之整合，例如:
教育局不同撥款的運用或為校內有特殊需要學生安
排或申請考試調適......等

2.學與教(I)



2.4能為有特殊需要學生設計特殊教育課程，行課
程調適或剪裁，設計教學內

2.5能熟悉不同類別有特殊需要學生之教學方式與
策略如自閉同學在流程及視覺提示的需要

2.6瞭解各類科技輔具或其他輔助學習工具的運用，
以促進有特殊需要學生的學習

2.學與教 (II)



3.1具備協助有特殊需要學生發展生涯規劃的能力
3.2能配合全校參與的原則，指導及協調教師制定、

推行、監控、檢討及評估個別化教育(學)計劃
(IEP)

3.3能適時地按個別需要為個別化教育(學)計劃作
修訂，促進及改善個別化教育學計劃之實施

3.4能從事初步評鑑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
並作出跟進或轉介

3.5能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情緒輔導，了解
其家庭背景，作出合理期望及適度支援，提升
家校合作，提供及促進學生學習機會

3.學生發展



4.1能定期推行有關「促進有特殊需要者學習」的校
本培訓，以提升整校團隊專業發展

4.2瞭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領域發展之現況與趨勢
4.3具備策劃及執行特殊專題的研習能力
4.4能瞭解各類有特殊需要學生之特質與相關議題的

知識組織及運用

4.專業發展 (I)



4.5能瞭解香港特殊教育、復康政策及其他相
關則例(如﹕平機會殘疾條例、共融指標、
新資助模式、全校參與模式……) 的內函
及應用

4.6主動接受多元的專業培訓，整合特殊教育
並帶領推動融合教育的發展

4.專業發展 (II)



配合角色與功能的專業培訓設計
特殊教育學會/教育大學合辦SENCo專業培訓2016-17課程



特殊教育學會/教育大學合辦SENCo
專業培訓2016-17課程 (見課程便覽)

基於以上原則而設計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證
書課程 (180小時課程)於22/10/2016終開課了
• 與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協辦 主要以下列三個單元進行學習:
• 單元一：專題講座及課堂授課(72小時)
• 單元二：學校實證分享實務管理交流(54小時)
• 單元三 :  反思行動計劃個別啟導小組研習專題

報告(54小時)
• 培訓人數 :  12人
• 課程聯絡(見課程便覽 P.3)



學會對是次專業培訓的初部印像
• 報讀12位教師俱為有心有理想有力的前線同工
• 因單元二有訪校要求全部均由校長推薦
• 有學員學費亦由學校代邀
• 學員全為支援小組(SST)成員或隊長
• 學員絕大部份已完成240小時教育局辨的課程
• 從課堂出席及討論學員本身的特教求知慾極高
• 由於講員均為業界非常有經驗融合教育的同工

對不同課題均演繹精闢而落地(教局資源中心)
• 內容極豐富之外還帶出很多實踐上未解決的問

題及討論對學員起了很多思維上的刺激
• 不停在思考融合教育的專業發展取向該走的路



學會對SENCo課程的跟進工作 -發展潛力
• 完成課程 -人本處理不製造失敗者
• 完成後對三個課程單元及整個課程進行檢討
• 利用檢討結果作為下一期課程規劃的參考
• 準備下一期課程規劃持續發展
• 強化及擴大已建立SENCo種籽平台
• 吸納更多有心有力的SENCo仝工推動SEN工作
• 長遠學員自已組織SENCo學會
如有查詢(見課程便覽 P.3):
課程策劃及統籌主任：容家駒先生 (Mobile 91417904)                            

email : kkyung@outlook.com
課程執行秘書 ： 喻雅婷小姐 (Phone:29487993) 

email :yyu@eduhk.hk



課程學員心聲

• 孤軍作戰
• 等、、找了很久
• 正統有系統課程
• 有系統學習
• 有生命力的教育工作

者分享
• 期待每一課
• 凝聚有心人
• 有討論平台
• 思想得到啟發
• 做改變及貢獻
• 可納入教大正規課程
• 其他同工有機會參加



海星故事新編:
向你招手的海星-堅守崗位有心用力之人繼而為之!

特殊教育學會綱址: 
http://www.seshk.org.hk/

http://www.ses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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