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老師向喬遷日嘉賓講解教學特色

圖書角

首場講座的開幕禮

本會顧問鄭佩芸教授分享有趣學習方法

參加者通過互動遊戲，學習支援孩子技巧。

跨 越 學 距 好 橋 樑    

  2017年3月   

踏入2017年第一份季刊，我謹代表博思會仝人祝願家長及支持者事事順境，

身心康泰 ! 

2016年﹐博思會有著多方面改變及發展，對支援讀障學生有莫大益處。

去年四月九龍學習中心已搬遷至旺角，鄰近港鐵站，地點更便捷。與此同

時，我們亦於荃灣新設學習資源中心，發展課程及教學事宜。

此外，博思會榮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鄭佩芸客席副教授擔任本

會顧問，帶領團隊優化支援課程及加強導師培訓，持續達至卓越專業教學。

近日，博思會亦已推出一個「讀寫障礙甄別測驗及短期課程」，期望以理論

及實證為本, 並以簡易甄別方式為懷疑個案作出初步判斷，好讓有需要孩子

可尋求適時的專業介入訓練。詳情請留意本會的網站及facebook公佈。

程陸薇音 

執行總監

2016-2017「牽手同行 : 學習有法」家長教育講座於2016年10月展

開，並順利完成首四場講座，除了為家長透視學障，支援子女之道及

升中策略外，本會資深數學及英文導師亦跟家長分享了各種趣味的學

習方法，旨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每場均獲家長一致好評。

2017年度將舉行另外三場講座，主題包括「識字有妙法 : 漢字拆解攻

略」、「寫作起步易 : 詩歌寫作好處多」及「悅讀有良方 : 中文閱讀

理解策略」(詳見P. 4)，座位有限，家長們不容錯過 ! 

本會特此鳴謝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借出場地。

與家長「牽手同行」 齊認識「學習有法」

不斷革新  迎接挑戰

博思路向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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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博思會資深英文科導師丁元春向家長分享英文學習技巧

(左) 博思會副主席藍芷芊醫生到場解答家長疑問

歌手盧冠廷與讀寫障礙學生一起上課

管教孩子是一個大學問，父母如何才能從容面對 ? 

博思會資深英文導師羅佩儀最近在講座中分享了箇中

心得，就讓我們與大家再次重溫一下吧 !

重覆、重覆、重覆

讀寫障礙孩子需要不斷重覆練習，尤其是學習外語，

給予他們充足時間重覆學習，家長從旁協助直至他們

完全學會為止。

給予足夠時間

家長們忙碌的時候，通常會把「快些吧!」掛在口邊，

但謹記讀寫障礙孩子需要時間去思考, 應鼓勵他們努

力地將曾學習的知識及技能想起來。

讚、讚、讚!

每個人也愛讚美，家長應常作出真誠的讚美，聚焦在

孩子做對的事情及他們的進步, 有助孩子建立信心。

退一步海闊天空

孩子未能達到期望或不聽從指示時，家長難免有失

望，甚至動怒，謹記凡事應心平氣和，可深呼吸一

下，甚至離開現場，以免自己的情緒不受控。

全力支持你!

家長永遠是孩子最佳的支持者，與他們一起同行，明

白他們的問題，做他們的後盾，使他們知道你是全力

支持的。各位家長，加油！

先提問，後解答

讀寫障礙孩子經常會遇到困難，不要過早給予他們答

案，應幫助他們思考一下，讓他們自行回答問題，需

要時可鼓勵他們重新再嘗試。

小小步，累積成一大步

由於大多數讀寫障礙學生的記憶力較弱，故家長可將

需要孩子完成的工作分為多個小項目，讓他們逐步處

理及完成，從而建立他們的信心。

讀障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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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博思專家有約

ViuTV「超想樂盧冠廷」採訪

給家長的錦囊

為分擔家長的擔憂及讓孩子得到適切支援，

博思會於去年12月份舉辦兩場「與博思專

家有約」，分享博思會如何支援讀寫障礙學

童，使他們重拾學習動機及信心，再而跨越

學習困難。當晚共有三十個家庭參加，與讀

寫障礙專家及導師互相交流，討論氣氛濃

厚，家長們亦欣賞博思專家的熱心幫忙。

「憑著愛，我信有出路…」歌手盧冠廷唱出

面對讀寫障礙的心聲。去年博思會獲ViuTV

邀請，與著名歌手盧冠廷先生合作拍攝電視

節目「超想樂盧冠廷」(該節目已於2016年

5月1日播出)。

盧先生於影片中親身講述自己讀書時因考試

經常不合格而被家人打罵，在美國時甚至被

編配與失明人士同一班，直到他35歲才確診

有讀寫障礙，笑言現時的學童能及早確診並

得到適切教導，十分幸福。 

盧先生還與本會的學童一起上課，驚覺他們

的學習能力相當高！盧先生直言，只要找對

了學習的方法，加上不怕失敗的精神，即使

失敗了也不要放棄，反而從錯誤中學習，那

麼學習便不再困難了。



ViuTV「超想樂盧冠廷」採訪

講師與教師們交流教學心得

《生如夏花》主角為一名小三讀寫障礙學生

謝謝你看見 :《生如夏花》微電影感動全城 

2016-2017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培訓

近日，一套不足6分鐘的微電影，以讀寫障礙小學生的生活為題

材，情節感人，成功觸動不少網民的心靈, 在短短數星期已錄得

逾八十萬人次觀看及一萬三千人次分享。該片名為《生如夏花》, 

為「謝謝你看見」facebook專頁上其中一套關注弱勢社群的微

電影。該計劃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德和慈善基金資助。

導演阮智謙為電影取名《生如夏花》，靈感乃取自一位印度詩人

Rabindranath Tagore著作《飛鳥集》「生如夏花般燦爛，死

如秋葉般靜美」，希望小朋友如夏天的花般綻放。除了走訪博思

會的讀寫障礙學生及家長，阮亦曾探訪其他弱勢社群。最後，他

選擇了表徵不明顯的讀寫障礙作為題材，目的就是要讓公眾看見

這群經常被負面標籤的孩子，其實大家只要肯用心理解，就會明

白讀寫障礙學生及家長們的苦況。

2017-02-10  Now TV - 杏林在線: 讀寫障礙症

2016-12-27  明報- 與別不童：曾躲廁所苦讀 終成物理治療師 讀障無阻有志者追夢

2016-12-21  香港電台第5台 -「有你同行」家庭主題：謝謝你看見 – 讀寫障礙小朋友微電影

2016-11-10  親子王Vol.342 - 實物圖像解概念 擊退數學障礙

2016-11-08  明報 - 與別不童：分拆中文部首 增認字速度 拆解讀寫障礙

2016-10-28  晴報 - 石老師工作室 - 齊心克服學障

2016-05-01  ViuTV - 超想樂盧冠廷

隨著新學年展開，博思會安排一系列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工作坊

予各學科導師，主題多樣化，由探討讀障學生問題，以至不同

學科教學心得分享，部份工作坊更邀得外間業界人士主講。工

作坊除了讓導師定期吸收新資訊外，各學科主任亦會帶領專科

老師討論日常教程事務及其他發展計劃，以卓越教學為己任。

為使公眾了解本港讀寫障礙學生面對的問題，以及介紹博思會提供的相關專業支援服務， 

本會於近期接受不同傳媒訪問，當中亦安排有關學生及家長分享感受。有關報導包括 ：

閱讀全文

熱門話題

博思動向

傳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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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生如夏花》: https://youtu.be/fW8BYxDQUts



博思會需要您的支持，以持續發展支援讀寫障礙學童的工
作，並積極拓展及優化本會的各類型服務，期望令更多有
需要家庭受惠。博思會為香港註冊慈善機構，HK$100以

上捐款收據可作扣稅之用。

註冊慈善機構號碼：91/6189

博思會支援中心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470號海島中心一樓

荃灣美環街1號時貿中心1706室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富樓地下

2870 1377

info@pathways.org.hk

3105 2311

3709 8422

2870 1779

3105 1414

3709 8420

博思會學習中心

郵寄標籤

2017 © 博思會版權所有，本刊內容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捐款金額 ：

□ HK$100  □ HK$500  □ HK$1,000  

□ 其他 ：HK$

是否需要捐款收據？ □ 是 □ 否 

姓名 ：          

電話 ：

電郵 ：                 

通訊地址 ：

請把交易記錄正本 / 入數紙正

本 / 劃線支票及填妥捐款表格

郵寄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 470 

號海島中心一樓

「博思會」姚小姐收

□ 本人願意接收博思會日後通訊    

□ 劃線支票 ：抬頭填寫「博思會有限公司」

□ 現金直接存入銀行 ：匯豐銀行  500-7736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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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願意捐款支持博思會的工作！

捐助我們

25/4(二)

寫作起步易
詩歌寫作好處多
馮碧珊女士
博思會中文科主任

博思會家長優先場

博思會九龍學習中心 晚上7:00–9:00

親臨博思會旺角或沙田學習中心報名

11/3(六)

識字有妙法
漢字拆解攻略
洪若震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

29/4(六)

寫作起步易
詩歌寫作好處多
馮碧珊女士
博思會中文科主任

20/5(六)

悅讀有良方
中文閱讀理解策略
陸姵而博士

前「喜閱寫意」計劃

學校發展主任

公開場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新界沙田隆亨邨2A地段

上午10:00 – 中午12:00  網上報名

會員機構：

2017年家長教育講座

需要我們的協助嗎?

若您的孩子遇到閱讀及書寫困難，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博思會同工將會與您分憂，

並可按需要轉介您的孩子接受不同服務，包括由專科老師負責的課餘支援課程、臨床

心理學家、職業及言語治療師提供的專業評估及輔導，協助孩子跨越學習困難。

詳情請瀏覽  www.pathways.org.hk 

pathway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