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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讀寫障礙學生來說，由升學到就業都面對著不同難關，在香港，普遍課程及成績評估著重於
背誦及默寫，而高中提供合適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的課程也少之有少。在這情況下，讀寫
障礙學生能夠升讀大學的數目不多，以 2017/18 學年為例，全港中學共有 22,380 名 SEN 學生，
其中有 11,414 名學生為有特殊學習障礙。此外，在 2018 年的高級文憑試中，共有 2,666 位
SEN學生報考就讀中六課程，當中只有 483 名能修讀
香港八大大學課程，佔總學生比例不足0.5%。

事實上，除了以常規由中學升讀大學外，學生仍可有
其他選擇不同路向選擇，社區內亦有不少資源支援SEN
學生作出生涯規劃或就業配對；以下為三位讀寫障礙
的青年的經歷，說明憑著自身長處及興趣，也可以走
出屬於自己的事業路。

體育之路

郭汝鏗 (Abraham)，前香港三項鐵人代表隊運動員，
亦是博思會舊生，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健康教育學系兼
職學生。有別於一般DSE學生，Abraham能夠成為大
學生，皆因他的運動成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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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修讀中五那年，他代表香港奪得
三項鐵人亞洲錦標賽男青年組金牌，使他在
香港的排名大躍進，最後獲香港教育大學健
康與體育學系直接取錄。

Abraham說: 「中學時期，由於我是一位學
生運動員，需要經常缺課去接受訓練或外出
比賽，學業自然追不上，老師更要求我重讀
中四。故此，我當初亦以考畢DSE為目標而
已，但後來發現坊間有不同途徑也可以進入
大學。」

「我的學習路上遇到好多困難的事情，特別
要同時兼顧運動及學業成績，學校不時都會
有一些老師不明白我的讀書困難，總是會說
一些難聽的說話影響自己。其實，不要受別
人影響而導致自己有放棄念頭，甚至作出一
些重大决定；當時我都有疑惑是否要放棄，
但最後我清楚知道，我放棄就是半途而廢，
幸好靠著神堅持下去，繼續走我自己喜歡的
運動路。」

大自然之路

由六歲開始觀鳥並熱愛大自然的關朗曦 
(Mat thew)，同樣是有讀寫障礙，從小默
書考試也不合格，每天也承受著沉重的讀書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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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第一頁)

堅持很難，但放棄就很容易。

把握現在堅持的心直至你認為

自己真正成功。

- 郭汝鏗
“

”

今年，Abraham更受惠於「退役運動員轉
型計劃」，獲安排到伊利沙伯中學任職體育
推廣主任，為期三年，負責校內推廣運動及
協助校隊操練。

事實上，Abraham認為大學也不是唯一出
路，只要找到自己興趣，發展成為專業，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近年，Abraham亦
跟友人合作開辦專為有特殊學習需要(SEN)
學童提供運動訓練的學校，教授專業技巧之
餘，加入感統訓練元素，以過來人身份，有
助作為學習障礙學生的借鏡，希望他們因訓
練而發掘到對運動的興趣，最理想是能夠協
助加入校隊發展所長，增加自信心。

「最難忘是中三那年的數學堂，由於我完全
學不懂，老師對我的態度是放棄狀態，然後
他在家長日跟我的媽媽說，他已經無能力教
我，並建議媽媽幫我外出找補習。」

最後，Matthew選擇到英國留學，及後回
港就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並於2012
年畢業。

Matthew除了喜愛用相機紀錄鳥類之外，
他亦擅長黑房沖曬以及藍曬技術，他曾於博
思會任教暑期班，教授小學生針孔攝影及藍
曬技術。現時，他為自然教育工作者，開辦
自然教室，提供大自然相關的導賞團及工作
坊。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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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徒之路

霍逸軒 (Hank) 因學校成績不理想，在中四
時，老師明言要他退學，在無奈情況下，
Hank 選擇往美國升讀高中，想不到在不一
樣的土壤下，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由於美國高中的選科類別較多，其中一科汽
車維修更是Hank的至愛，「我從小很喜愛
汽車，經常研究爸爸的車，但整個中學階段
都沒發揮這潛能。去到美國，老師教我拆掉
汽車所有零件，逐一檢查，頓時得心應手」。

自我認識、發掘興趣，

未來自然會行上合適的路。

- 霍逸軒“ ”

“
”

無論功課及學校壓力有多大，不要讓它成為家長與

孩子彼此之間的磨擦及衝突的起點。這個世界仍有

許多可能性，不要因讀障而對自己及世界失去信心。

- 關朗曦

他認為，從事自然教育工作者，除了能夠發
揮其對雀鳥「過目不忘」及愛與人分享的長
處，那份滿足感更是非筆墨所形容。若工作
能夠以興趣主導，做事自然事半功倍，故此，
為自己尋找及培養興趣是十分重要，不致於
因學業的挫敗而令自己迷失。

而事實上，在職場中，由於他大多數時間也
是使用電腦工作，執筆書寫的機會不多，而
且科技日新月異，坊間輔助讀與寫的工具也
不少，故讀寫障礙對他的影響已經沒有在求
學時期影響般大了。

高中畢業後，他選擇回港繼續升學，報讀汽
車維修文憑課程，學習砌車和組裝零件，雖
然課程亦需要背誦理論，但幸好考試以填充
和選擇題為主，不用寫文章，可以輕輕鬆鬆
地完成整個課程。

畢業後，他看到飛機維修公司招聘，他
心想，飛機的部件更多，可以近距離接觸
這麼大的飛機，很有挑戰性，遂決定一試，
最後成功獲聘任為學徒，數年後更成為正式
飛機維修員。

近年，他負責觀察飛機狀况，成為工程師
及維修員之間溝通橋樑。雖然工作上每日
要處理的文件不少，Hank需要再遇上文字，
但畢竟是理想職業，更有動力及信心去克服
困難。



幼兒一般會在幼稚園高班開始學習書寫；然而，他們的小手肌尚未發展成熟，若然盲目操練抄
寫，不但未能幫助孩子掌握正確書寫方法，甚至可能有損他們的學習動機。因此，我們需要了
解幫助幼兒有效學習書寫的原則及方法，以避免過度操練。認讀是孩子建立閱讀能力的重要基
礎，除了對字形的記憶外，幼兒的寫字能力還關乎小手肌肉協調發展、對文字結構的理解、以
及對筆順的掌握等（Cheng, Li-Tsang, Chan, & Lo,  2013）；我們需要循序漸進，全面地提
升這些能力，才能有效地幫助孩子記憶及書寫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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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以透過以下三方面的策略，幫助孩子做好書寫前的準備功夫：

幼兒學習書寫前的準備功夫

（一）寫前小肌肉訓練

（二）學習基本字形結構及筆順原則

初階 

▲  撕紙、搓紙球、串珠子、畫橫線、剪紙

中階 

▲  搓泥膠球、夾衣夾、畫簡單圖形、剪直線

高階 

▲  用筷子夾泥膠粒/海綿波波、點對點連線

進階 

▲  用筷子夾紙球

家長可因應孩子現有的能力，給予他們能力可及的任務。可透過親子遊
戲或製作小手工等方式，製造機會讓孩子強化小手肌。

幼兒的手部肌肉力量不足會大大影響其執筆姿勢、書寫力度和字體，因此在學習執筆寫字前，
宜先加強孩子前三指（拇指、食指及中指）的肌肉力量及靈活性。

以下是一些可以幫助孩子鍛鍊小手肌及手眼協調的小練習例子：

家長可利用具體比喻（如切蛋糕、砌Lego等）幫助孩子理
解如何分拆字形結構，另外，亦可以遊戲方式考考孩子如
何分拆文字或將不同部件組成文字。

1. 分拆字形結構：教導孩子寫字前，先解釋基本的中文字
形結構，利用「字形尺」按中文的結構特點將字分拆，
可幫助孩子記憶和提取該個字的寫法。 

2. 筆順歌：可將筆順歌當作兒歌，跟孩子一邊唸，一邊跟
著做動作，以幫助幼兒掌握書寫中文字的筆順原則。

基本字形的結構及相關例子：

上下
炎、昌、花、雲

左右
明、林、打、的

全包圍
回、因、困

外內
   巨、向、同、
  問、司

品字型
品、森、蟲

寫字要正確，筆劃要清楚，

先橫後直寫個十，先上後下寫個二，

先左後右寫個你，先撇後捺寫個人，

先中後兩邊寫個小。

觀看影片

觀看影片



博思鼓勵

5

《識別及支援有讀寫困難幼兒系列》
更多文章分享 : https://www.pathways.org.hk/maze-post/
撰文：香港大學實習教育心理學家陳潔笙、廖藝婕
顧問：博思會資深教育心理學家陳靜琼博士

參考資料
Cheng-Lai, A.,  Li-Tsang, C. W., Chan, A. H., & Lo, A. G. (2013).
Writing to dictation and handwriting performance among Chines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Relationships with orthographic knowledge and perceptual-motor skills.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4(10), 3372-3383.
胡御珍 (2005).《以「多種感官教學法」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香港：教育局

（三）多感官學習法

切、法、寫、查

運用多感官學習，把眼、耳、口、手等感官的信息融入於學習中，再加以重複練習，能加深孩子對文字

的記憶（胡御珍，2005），學習效果更理想，過程亦更有趣。

以下是一些多感官學習的活動例子：

四至六歲的幼兒書寫能力尚未發展完善，家長毋需急於訓練默寫，亦不應在學習書寫的過程中擦走孩子

的字或過度糾正，以免孩子因挫敗感而對學習寫字有所卻步。

宜先建立及鞏固孩子的基礎能力，循序漸進地學習，才能有效地學習書寫，建立讀寫的信心。

口唱書空：

家長作筆順示範，一邊寫一邊讀出筆劃

孩子跟著家長一邊讀一邊用手在空中書

寫，動作大一點亦無妨，但次序及方向

要正確。

利用觸覺學習：

讓孩子用手指把字寫在不

同質感的物料上（如幼沙、

白米、幼鹽、沙紙、絨紙、

桌面等），利用感官記憶線

索幫助提取文字的結構和

筆劃。家長亦可用手指把字

寫在孩子的背或手掌上，然後讓孩子猜猜所寫的是甚麼字。

利用顏色凸顯部件：

用多種顏色筆來寫出字的不同部件，加深視覺印象。

孩子正式學習寫字時，家長可綜合以上技巧，利用「切、 法、寫、查四步法」，有系統地指導孩子：

第四步：家長與孩子一起檢查所寫的字是否正確，包括筆劃、部件的大小、部件的位置等。
                 如有錯漏，毋需擦走孩子的字，可用另一種顏色的筆加上漏了的筆劃，或在旁示範
                正確的寫法，然後鼓勵孩子再嘗試寫一次。查

第三步 : 讓孩子嘗試臨摹文字。家長應多加讚賞及鼓勵孩子的努力，不必太著重正確與否。寫

第二步 : 利用合適方法，幫助孩子記憶字形及筆劃。法

第一步 : 將文字按字形結構切開。切



到校支援服務
「繪本童思」作課程框架

博思會本著「及早識別 及早支援」的信念，致力發展一套完
整的學前幼兒語文課程，支援有語文學習困難的學童。自博
思會推出「繪本童思」學前校本支援計劃以來，得到幼稚園
校長、老師和家長的認同，並見證學童在學習動機及學習表
現上的明顯改變。本年6至7月期間，博思會導師分別到訪保
良局謝黃沛涓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廖笑霞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及基督教服務處天恆幼兒學校提供有關支援，並得到校
方的正面評價。

博思會十分感謝 Donut and Ah Meow捐出240套STEM故
事書《小小創客》，一套六冊共1,440本，科學主題包羅萬
有，包括機械人、電腦編程、虛擬實境、人工智能、人造衞
星及太空探索等。有關書本已轉贈給各中心小學學生，以鼓
勵他們多閱讀課外圖書來打開知識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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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亦收到五歲小朋友歐俊希(Dav i s )自己
創作及出版的英文繪本”The Spooky Castle”(譯名 :
《詭異城堡》) 共50本。喜歡繪畫的Davis，善用疫
情停課時間，用繪畫形式創作故事，講述探險家熊
貓走進一個詭異城堡尋找寶藏，遇上彊屍的驚險情
況，最後熊貓更將寶藏捐贈給慈善機構。書中情節
及經歷流露疫情期間心中的恐懼，最後走出恐懼，
化作正向及積極的善行。Davis更將故事錄音，而且
他的姐姐更幫忙譯成中文版。有關繪本亦已轉贈給
本會的學前及初小學生。

圖書捐贈博思會

《小小創客》STEM故事書

歐俊希小朋友與媽媽親自到臨博思會捐贈自己
創作的繪本。



為了讓家長和學生可在暑假期間持續學習，博思會舉辦了不同的親子學科支援工作坊及單次主
題家長工作坊。親子課程以分享實用技巧為主，並通過課堂上的練習，讓家長可在家中協助孩
子學習。第一堂家長小組課，以著重理論為主，第二堂則為一對一的親子課，讓家長有實踐的
機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關係，面授課程未能如常進行，所有工作坊改為實時網上課程進行。
大部份家長均認為工作坊達致他們的期望，特別在親子環節中可以針對性解決家長的問題。此
外，他們亦同意利用網上教授進行的工作坊有效，上課地點不受限制，更富彈性。我們日後會
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親子及家長講座及工作坊，詳情可於本會網站瀏覽。

早前推出《迷宮》宣傳片，旨在向幼稚園及初小的學生家長宣
揚早期識別讀寫困難，和盡早尋求專業支援的重要性。該宣傳
片獲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贊助，於7-8月期間，在33個港鐵站內連
續播放兩星期，讓更多市民有機會接收到博思會的資訊。

隨著屯馬線(一期)顯徑站通車，家長來往沙田學習中心更便捷，
特別是九龍東區，經鑽石山到顯徑只需一個站；而經新界鐵路
沿線前往，則只需於大圍轉線，毋須出閘轉乘專線小巴。沙田
學習中心鄰近顯徑站，只需步行約5分鐘
便到達。

此外，沙田學習中心趁新學年之始，翻新
玻璃窗，以煥然一新的設計，提供更多有
關博思會的實用資訊予附近居民，包括
博思會聯絡電話及網址等等，讓大家認
識博思會為一所專門支援讀寫障礙學生
及「跨越學距好橋樑」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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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親子學科支援  網上學習協助孩子的技巧

《迷宮》宣傳片  港鐵站內放送

沙田學習中心  經顯徑站前往更便捷

活動回顧



廿載耕耘助讀障 跨越學距好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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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帶來各種挑戰的關係，令到今年暑期變得不一樣，博思會非常

感謝各位家長、學生、老師及職員盡心盡力地迎接這個變化，令課程不

再局限於課室內，讓學生們在這個期間可以繼續通過實時網上學習之餘，

亦開拓了混合教學模式的可行性，令課堂安排更具彈性。

博思會明年便正式踏入20週年，我們十分感恩沿途陪伴博思會成長的每一位，

共同走進這新的學習世代。為紀念這個珍貴的里程碑，我們特意設計了

一個20週年標誌，並在這個新學年之始推出。當訪客來到博思會學習中

心時，他們便會發現它的蹤影。

「廿載耕耘助讀障  跨越學距好橋樑」，博思會希望繼續茁壯成長，不但能幫助更多讀寫障礙兒童及其家庭，

更進一步提升社會人士對讀寫障礙的認知及理解。我們將繼續通過發放有關20週年的訊息，敬請各位密切留意。

轉數快：16657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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