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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管理與組織( )
A.1 背景

本校於1999年9月本校於1999年9月

創校，位於柴灣，是一基督教文法創校 位於柴灣 是一基督教文法

中學，自2001年9月起參加前教育

署所推行的「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

教育計劃」，並於2005年起獲教育

局邀請擔任融合教育資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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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邀請擔任融合教育資源學校。



(A)管理與組織(A)管理與組織

A 2 推行融合教育的原因A.2 推行融合教育的原因

(a) 參與融合教育計劃前，已有多名(a) 參與融合教育計劃前 已有多名
從小六升中派位而來的有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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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需要學生。



接續A.2 (接續)

(b)本校校舍已設有基本的配套

設備(如領路磚、扶手欄杆及

斜坡，傷殘人仕洗手間及點字

及聲音播放的升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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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接續)

(c) 本校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為辦學(c) 本校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為辦學

宗旨。融合教育正符合耶穌基宗旨 融合教育正符合耶穌基

督愛和接納人(包括有缺憾的人）

的有教無類精神，因此獲得

校董會、老師和員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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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成立融合教育小組A.3 成立融合教育小組

成員包括校長、融合教育專責老

師 學生輔導員師、學生輔導員。

負責統籌、策劃和推行各類融合

教育的工作，致力協助每一位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並塑教育需要學生融入校園生活，並塑

造學校整體的共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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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學校整體的共融文化。



A 4 融合教育小組的行政架構A.4 融合教育小組的行政架構

校董會校董會

校務委員會 小組成員
融合教育主任 名

學生支援部
• 融合教育主任(1名)  
• 融合教育老師(1名)

輔導組

融合教育老師(1名)
• 學生輔導員(2名)

輔導組

7融合教育小組



A.5 (a)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年度 數目 年度 數目

01-02 11 07-08 27

02-03 20 08-09 30

03-04 19 09-10 32 

04 05 23 10 11 4204-05 23 10-11 42 

05 06 16 11 12 4805-06 16 11-12 48 

06-07 16 12-1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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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16 12 13 52



A.5(b) 2012/2013年度特殊教育需要( )
學生的概況：

類別 數目
肢體傷殘 3

聽障 7聽障 7

視障 3

自閉症/亞氏保加症 15

言語障礙 5言語障礙 5

專注力不足過動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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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寫障礙 3



A.6 校內支援A.6 校內支援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朋輩學生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班主任和任教老師

 朋輩學生

 考試組
 輔導組同工

 考試組

 課外活動組
 訓導組同工

 課外活動組

 升學及就業
 學校社工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學生輔導員

 輔導組

10



例：

 考試調適：考試組 考試調適：考試組

 課外活動(學會/陸運會等)：課外活動組 課外活動(學會/陸運會等)：課外活動組

 學業(成績/功課)：班主任/科任老師 學業(成績/功課) 班主任/科任老師

 人際關係：輔導組/訓導組 人際關係 輔導組/訓導組

 儲物櫃/乘搭升降機：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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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物櫃/乘搭升降機：校務處



A.7 校外支援
教育局

特殊教育組
 心光學校

(視障學生)

‧ 特殊教育組

‧ 融合教育組
(視障學生)

 明愛達言學校
‧ 聽覺服務分組

加強輔導服務分組  明愛達言學校

(聽障學生)
‧ 加強輔導服務分組

‧ 教育心理服務組

 親切機構‧ 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

東區學校發展組東區學校發展組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試調適)



A.8 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A.8 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1.有效實踐共融文化，讓老師、學生及

家長等各持分者參與

2.在學業、品格、社交、升學等全面支

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3.善用外間及學校的資源，如財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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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業支援等。



B 對教師的支援B. 對教師的支援

學校學校

一般教師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班主任及任教教師的班主任及任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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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教師的專業培訓B.1 一般教師的專業培訓

(a) 目標

明白融合教育的意義‧明白融合教育的意義

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初步辨識不同類別的學習障礙‧初步辨識不同類別的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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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接續(a) 目標 (接續)

‧ 累積處理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累積處理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經驗(例如:教學、訓輔導、(

家校合作)

‧ 塑造全校參與的共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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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 曾舉辦的培訓：B.1 (b) 曾舉辦的培訓

‧認識及處理自閉症及亞氏保加症認識及處理自閉症及亞氏保加症

‧認識及處理讀寫障礙

‧分享殘疾歧視條例──教育實務守則

‧校本考試調適

‧認識及處理有視障、

聽障或腦癇症

前線老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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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老師經驗分享



B.1(c)開學前簡介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在每學年開始前的教師會議，在每學年開始前的教師會議

向老師介紹本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的基本資料(如相片、班別、

特殊教育需要的類別等) 現況和特殊教育需要的類別等)、現況和

輔導專責同工等，讓全體教師能認輔導專責同工等，讓全體教師能認

識他們的需要，作好教學和輔導等識他們的需要 作好教學和輔導等

工作的準備。 (學校已先得家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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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料申報 (家長通告)學生資料申報 (家長通告)

1.體育活動安排： ……

2.本人知悉學校在訓育、輔導、學業、升
學就業輔導及課外活動等各方面均致力學就業輔導及課外活動等各方面均致力
培育學生。因此，為了敝子弟的學業及培育學生 因此 為了敝子弟的學業及
其他教育需要，本人同意學校老師和社
工 外界社工 教育局或其他志願機構工、外界社工、教育局或其他志願機構

的專業輔導人員，可以透過校方，參的專業輔導人員 可以透過校方 參
考敝子弟在學校的資料，並按需要接
見 提供專業輔導或教育服務見敝子弟，提供專業輔導或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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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教育需要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3.特殊教育需要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 敝子弟沒有特殊教育需要

□ 敝子弟需要校方安排特殊教育服務□ 敝子弟需要校方安排特殊教育服務

* 特殊教育需要類別（如聽覺受損、* 特殊教育需要類別（如聽覺受損
行動不便、過度活躍症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敝子弟曾接受過以下特殊教育服務評估：敝子弟曾接受過以下特殊教育服務評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料一概保密，只作學生教育和輔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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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早辨識B.1 (d) 及早辨識

若班主任或科任老師(特別是

中一級)懷疑同學有特殊教育需要，

融合教育小組知悉後會先作初步融合教育小組知悉後會先作初步

觀察和評估。觀察和評估。

若有需要，聯絡教育局教育若有需要 聯絡教育局教育

心理學家共同跟進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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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班主任和B.2

任教教師

參與個別學習會議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Conference, IEPC ), )

目的： 釐定和檢討學生的學習目標，目的 釐定和檢討學生的學習目標

並按著學生的需要在教學及課

程上，進行調適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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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能增進校方和家長的溝通，家

長的參與尤其重要。

• 出席會議者:家長、學生、班主任、出席會議者:家長 學生 班主任

主科任教老師、融合教育專責老師、

學生輔導員和教育局教育心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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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學生的支援C. 對學生的支援

學校學校

有特殊教育需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 一般學生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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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a) 個別輔導

融合教育小組各成員定期面

見個別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主動

關注他們的學業、情緒和社交情

況等 培養他們的自主能力 引況等，培養他們的自主能力，引

導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25

導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b) 社交訓練小組

安排有社交困難的的學生及一安排有社交困難的的學生及一

般學生組成社交訓練小組。透過角般學生組成社交訓練小組 透過角

色扮演、組員間的分享、小組活動

等，提升他們的社交的態度和溝通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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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專注力訓練小組(外聘服務)

邀請社工、臨床或教育心理學家，
訓練專注力不足過動症(ADHD)同學訓練專注力不足過動症(ADHD)同學
加強專注力，特別是上課、功課、加強專注力，特別是上課 功課
測考的專注能力，從而改進學業。

學生輔導員於每一節從旁協助，
從中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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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訓練小組社交訓練小組
活動合照

輔導員與同學討論輔導員與同學討論
與人相處時應有的

28
態度



(d) 考試調適

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公

(d) 考試調適

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公

平和合理的評核機制。他們包括平和合理的評核機制。他們包括

視障、聽障、讀寫障礙、書寫困視障 聽障 讀寫障礙 書寫困

難、肢體傷殘和自閉症等學生。

調適條件 醫生 教育心理學家或調適條件：醫生、教育心理學家或
其他專業人士的診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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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專業人士的診斷報告



(d) 考試調適策略

‧往特別室應考

‧放大試卷及答題紙放大試卷及答題紙
(視障/讀寫困難學生)

‧延長聆聽試的停頓時間
(書寫困難/視障學生)

‧調節聆聽試中錄音帶音量(聽障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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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考試調適策略(接續)

‧考試加時 (書寫困難學生，包括視
障、讀寫障礙、肢體傷殘、腦部受
損和肌肉協調障礙的學生 )損和肌肉協調障礙的學生。)

每45分鐘應考 安排5 10分鐘休息‧每45分鐘應考，安排5-10分鐘休息

(需要加時的學生)(需要加時的學生) 

定期與學生 家長和任教老師檢討‧定期與學生、家長和任教老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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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速度測試：

為有書寫困難的學生進行「中、為有書寫困難的學生進行 中

英文書寫速度測試」，以評估同」

學的書寫能力，從而客觀地計算

他們需要調適

的加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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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速度測試



測試方法：測試方法

把學生分為測試組(有書寫困難把學生分為測試組(有書寫困難

的學生)及對比組(同級沒有書寫) (

困難的學生約10至15人)

考試加時安排
33

考試加時安排



(e) 課程安排

本校是否為特殊教育本校是否為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 另編課程需要學生(SEN)另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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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課程安排(接續)

不是。原因：

1 就學習動機、能力抑或學業成1. 就學習動機 能力抑或學業成

績而言，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 )

其實其他學生一樣，都有傑出的、

平凡的和稍遜的。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學習差異，一般學生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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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在中、英、數各科設拔尖補

底式的分組或分班教學以照顧學

生的學習差異 這些分組或分班生的學習差異。這些分組或分班

是按學業成績編配 「高 組(拔是按學業成績編配。「高」組(拔

尖組)有非SEN學生也有SEN學生，尖組)有非SEN學生也有SEN學生，

同樣「低」組(補底組)有SEN學生同樣 低」組(補底組)有SEN學生

也有非SEN學生。SEN學生的學習

動機、能力抑或在學業成績，並

不一定低過其他學生。



(f) 社交故事訓練(f) 社交故事訓練
透過說故事的方透過說故事的方

式，將一些社交情境

及常識灌輸予自閉症

的學生 以幫助他們的學生，以幫助他們

理解社交情境，好讓理解社交情境，好讓

他們遇到類似的情境他們遇到類似的情境

時，能適當地回應。
社交故事訓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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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故事訓練工具



(g) 心智解讀訓練(g) 心智解讀訓練

為輕度自閉症學為輕度自閉症學

生提供訓練，協助生提供訓練，協助

他們掌握喜、怒、他們掌握喜 怒

哀、樂四種基本情緒。

校本製作的

心智解讀訓練工具
38

心智解讀訓練工具



(h) I l h 社交思巧訓練(h) I laugh 社交思巧訓練

提升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學生提升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學生

的社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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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薦學生參加比賽及
申請獎學金

與升輔組合作推薦學生參加校外比與升輔組合作推薦學生參加校外比
賽及申請獎學金，如「黃寬洋青少年
進修獎勵計劃進修獎勵計劃。」

40
學生得獎相片



( ) 升學就業輔導(j) 升學就業輔導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升學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升學

及就業出路一般比較狹窄，遇到及就業出路一般比較狹窄 遇到

的阻礙也較多。融合教育小組與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合作，積極跟

進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有合適的升學就業出路
41

有合適的升學就業出路。



D.2 一般學生

(a) 朋輩輔導( )

透過朋輩之間的互透過朋輩之間的互

相勉勵和幫助，讓有特殊學習需相勉勵和幫助 讓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一方面有同輩的支援和

鼓勵，另一方面讓

朋輩學習與人相處，

體諒和關懷別人
42

體諒和關懷別人。



(b) 班主任課和班本教育(b) 班主任課和班本教育

按需要，在某特殊教育需要同

學的班內安排共融教育活動，讓

全班同學對該同學生多了解 多全班同學對該同學生多了解、多

包容、多接納。包容、多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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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共融週會(c) 共融週會

與公民教育組合作 邀請傷殘人與公民教育組合作，邀請傷殘人

士分享其個人奮鬥的經歷。士分享其個人奮鬥的經歷。

邀請推動共融理念的機構(如邀請推動共融理念的機構(如

「親切」、「傷健協會」)，」 」)

向全校學生宣揚

共融互愛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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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傷健教育日營(d) 傷健教育日營

透過講座、體驗活動，了解傷殘

人士的生活，加強對他們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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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攜手結伴同樂日/
社會服務

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認識有學

習能力差異的人士(如智障學生) ，

藉此促進包容

和合作和合作。

46
歷奇日營



E. 如何推動其他同工
點滴分享

(i)條件

◇校長的認同

有心的專責老師◇有心的專責老師

◇良好的政策◇良好的政策

◇同工的配合同工的配合



(ii)心態(ii)心態：
◇協助SEN學生◇協助SEN學生
◇不要怕帶給同工麻煩

(iii)方法：(iii)方法：
◇尋找合適的對象
◇為同工作相應的配合
溝通◇溝通

◇回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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