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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會成為「國際讀寫障礙協會(IDA)」香港環球伙伴

博思會作為本地致力服務讀寫障礙兒童的非牟利機構，
有關專業水平得到進一步國際認同。由2021年9月1日
開始，博思會正式成為國際讀寫障礙協會（T h e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IDA）環球
伙伴之一，為香港唯一機構獲得此項會員資格。

IDA早於1920年代於美國萌芽，並其後正名為IDA，
靈魂人物為著名醫學家 Samuel Orton，他創先河研
究學習困難，特別是讀寫障礙的成因及改善方法，其
中包括OG（Orton-Gil l ingham）教學法。美國國家
閱讀審議委員會建議針對閱讀發展和閱讀教學訓練議
題的五個核心成分，包括聲韻覺識、字母拼讀法、流
暢性、詞彙，閱讀理解以及其他在課室內的實證為本
教學法指引，也是建基於IDA的數十年來的研究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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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博思鼓勵

Champimom
中文科 : 妙用格仔紙、螢光筆與複印本
小學生對中文字形、音、義關係的認知、對句子和文章的結構及內容的理解十分重要。家長在
孩子做功課時可以不同的方法作出明確指示，讓他們在試做、思考及改正的過程中提升語文能
力。丁老師會以兩種中文作業類型作為例子，分享如何利用格仔紙、螢光筆與複印本等來幫助
孩子學習。

英文科 : 善用拼音、圖像與口訣學習
相比中文字，英文字的形與音關係較強，很多字的讀音可以憑拼音拼出來。可是，英文字形與
義的關係較弱，例如含「b」的字不一定互有關連。因此，善用拼音、圖像與口訣學習會有助
孩子理解英文內容。

數學科 : 間尺、硬幣、棋子是好幫手
數學的概念對於有讀障的學生來說過於抽象，在支援他們的時候盡量結合日常生活會接觸到的
東西，透過實物來解說數學概念及法則，如間尺、硬幣、棋子是好幫手。

傳媒報導加強讀障認識
博思會專家不時會接受傳媒訪問，分享家長如何在家支援有學習障礙孩子，本會丁元春老師早
前接受 Champimom 訪問，以一連三集訪問方式，分別在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三方面作
出支援建議。而博思會家長、學生及教育心理學家招麗儀亦接受了明報訪問。

博思會能夠成為IDA環球伙伴，除了因為理念與IDA相若，同時也經過IDA的嚴謹審核，包括了
解及檢閱博思會對讀寫障礙的定義、提供支援的理論根據和方法、服務宗旨、以及機構的穩健
管治等。而作為環球伙伴機構，亦要支持 IDA在全球推行的宗旨 –「為幫助讀寫障礙或其他相
關閱讀困難人士諦造未來，並提供需要的協助及資源，使他們有一個更豐盛的人生」。

事實上，博思會過去亦曾舉辦或參與不少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包括2010年「特殊學習障礙研討會」，
通過IDA溝通，邀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腦神經科教授Professor Albert M. Galaburda作客
席講者，與本地老師分享讀寫障礙的最新資訊。

博思會取得IDA環球伙伴身份，除了是對本會在讀寫障礙支援方面的一個認同外，無疑亦提供
一個珍貴的國際平台，讓各國相近的讀寫障礙服務機構可以結集一起，互相交流支援心得及訓
練專業人員的最新技巧及資源等，並將其本地化來惠及讀寫障礙學生及其家庭。雖然疫情期間
未能進行面對面的大型會議，但IDA仍舉辦不少網上研討會，如10月份為每年讀寫障礙關注月
份中，將舉行籌款活動以加強公眾教育，同時亦會舉行大型網上研討會，讓來自各方的專家可
以無分界限地進行分享。

現時，IDA擁有超過10,000名會員，在美國及加拿大有42個分支，繼香港加入後，全球現新增
至25個環球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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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教得樂

博思鼓勵

口語發展及說話能力是讀寫障礙的警號
此外，明報教得樂亦訪問了博思會學生「偉仔」及其家長。「偉仔」媽媽透露曾誤會「偉仔」
因是「細仔」，故其學習進度較為落後。教育心理學家招麗儀表示，在學前階段，或尚未接觸
文字時，讀障孩子的「論盡」情況尚不明顯，但不少研究發現，這類小朋友，很多時在幼兒時，
口語發展及說話能力都已經表現得比較弱，這個對家長來說，也可能是警號。

家長如欲閱讀以上訪問足
本版，可瀏覽媒體報導。

玩具變作數學學習工具

孩子喜歡玩具是理所當然，但往往過了一段時間，玩具過氣了，便遭孩子厭棄！可是，若家長
肯花點心思，原來一些玩具，甚至是簡單的物品，也可以被改良成為學習數學的有趣工具 ！

你的家有以下的東西嗎？ 快動動手跟孩子玩吧！

在每條木條隨意寫上數字，
玩家每次取下一條方塊時，
需要設計一條算式，其答案
結果需要跟木塊上的數字相
同。當然，在取出木條時，
層層疊需要保持屹立不倒。
成功得到最多木條，而層層
疊沒有倒下為勝出者。

層層疊 紙牌
紙牌印有數字及符號 
（四種花），是幼兒
認識數字及增加數感
的好工具。為免混亂，
家長可先拿走「公仔
牌，即J、Q及K」。
最簡單的遊戲是每位玩家一起隨意拿牌，一起
揭開，誰最大（當然最小亦可），便可拿走所
有牌，若果相同可以猜拳或重新再取，最後擁
有最多牌的為勝出者。

若懂簡單算式的兒童，可把紙牌遊戲升級，每
名玩家拿相同數量的紙牌，運用加減乘除去設
計算式，答案是最大或最小者（賽前決定）可
得所有牌，最後擁有最多牌的為勝出者。

骰仔的玩法跟用紙牌設計算式相約，只
是骰仔是以「圓點」來代表，兒童要學懂
數數。簡單玩法是兩位玩家一起拋骰仔
及講出有關數字，最大或最小（賽前決
定）者便得分，若相同便再擲過，經過
多輪回合便可計算得分，最高分者勝出。

若懂簡單算式的兒童，可把骰仔遊戲升
級，每名玩家拿相同數量的骰仔，運用
加 減 乘 除 去 設
計 算 式 ， 答 案
是 最 大 或 最 小
者（賽前決定）
可 得 分 ， 最 高
分者勝出。

骰仔

提升孩子對數學興趣的遊戲可以千變萬化，遊
戲規則可按孩子程度去改變，為免孩子氣餒，
家長在比賽時適當地稍作讓賽，而當他們未能
完成，可多作鼓勵再嘗試，以增加他們對學習
數學的信心。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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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到獎勵  36名學生獲殊榮勤到獎勵  36名學生獲殊榮

為鼓勵讀寫障礙學生持續學習及達致支援最佳效果，博思
會特設「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博思會學生勤到獎」，以
獎勵勤學學生，2020-21年度共有36名學生獲得殊榮；
頒獎典禮於8月8日假大圍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舉行，
除了每名學生可獲頒嘉許獎狀、書券及獎學金外，當天
還邀得多項全港普通話演講及朗誦比賽冠軍鄔沛延小姐
(Jul ia)為分享嘉賓，以及與扶輪社義工一起進行協作活
動，加上家長們在旁助陣，場面十分熱鬧。

博思會副主席藍芷芊醫生在典禮開始代表博思會感謝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多年來的支持，同時亦
多謝張煌偉小學梁偉基校長借出場地。她也十分欣賞學生們的努力及堅持，從不缺課，從而得
到這個「勤到獎」殊榮。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主席楊志豪先生也因同學們的百分百堅持受感動。他回想四年前開始認識到
博思會，並出席過兩次「勤到獎」頒獎禮，接觸到一些讀障孩子，知道他們一直表現也很出色
的，故不禁在場為他們打打氣，說聲 :「你哋全部都係得！」。

博思會學生製作一份充滿謝意的禮物
予香港金紫荊扶輪社。

學生、義工及嘉賓們齊來建造
「跨越學距好橋樑」。學生們十分專注地參與協作活動。

勤到獎鼓勵學生持續學習，得獎學生出席率均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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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l ia兒時曾參與訪問，表達學習障
礙如何影響她備戰朗誦比賽。

長大後的 Julia  以過來人分享，寄語家長應多
了解孩子的長短處，切忌把學習成績過份放大。

勤到獎勵

至於Julia則以博思會舊生的身份作為分享嘉賓，活動最初播放她兒時接受訪問的片段，講述她
如何努力克服讀寫障礙，背誦文章參加朗誦比賽。轉眼間，Julia已經是一位大專生。

Jul ia現時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學生，主修國際
商業。Jul ia於中小學期間，曾贏得逾50次全港朗誦或演
講比賽的獎項，當中更包括：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
賽兩次全港總冠軍，更曾代表香港到台灣出賽。今年，
她更獲得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的「才藝發展獎學金」，
成績驕人。

驕人成績的背後，原來Julia小時候曾被評估為讀寫困難、
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所以對於她在準備比賽的初期也
造成一定的困難。Jul ia分享道：「小時候患有專注力不
足和讀寫困難，最辛苦一定是背誦比賽材料及『企定定』
練習，其他小朋友用15分鐘就能背好的材料，我可能需
要三小時才背好。後來我找到合適自己的背誦方式，例如以故事形式理解文章，而不是死記硬
背，到後來在背誦方面就變得輕鬆了。」 

Julia於小學期間已經能夠在博思會接受課餘支援服務，她感激博思會的老師對她的包容和耐性，
上課的時候令她感覺到被理解和重視，而且比較生動的教學模式也很切合她的學習需要，令她
在四年間慢慢進步。至於面對讀寫障礙和專注力不足，Julia向出席的學生並分享了溫習的技巧：
「同學可以嘗試找出令自己舒適和『入腦』的學習方式，不一定是死記硬背；也不要害怕向老
師表達自己的需要，相信學校都一定能給予支援。而家長則可以引導小朋友在家扮演小老師，
她認為當小朋友學會『輸出』知識，便知道他們已經掌握相關知識了。」

同時，Julia認為家長也可以發掘小朋友更多才能和天賦，不要把學習成績過份放大，反之，應
對孩子有信心，花些精力去了解他們的長短處，對症下藥，正如她媽媽發掘和培養她朗誦和演
講的興趣，令她在學業以外建立自信。

藍芷芊醫生樂見Julia的成長 : 「很高興能再見到
Julia，能夠見證博思會學生的成長和進步是我
們持續為讀寫障礙小朋友和家長服務的最大動
力。讀寫障礙人士有正常、甚至是良好的智力
發展，正如Julia所分享的學習經驗，傳統學習
方式並不完全適合他們，要嘗試幫他們找到適
合的學習方法，如採用針對鞏固讀寫認知過程
和多感官教學方法，讓他們多看多接觸同時也
要多加鼓勵，發掘他們的興趣，讓他們可以發
揮所長。而博思會提供實證為本的專業介入訓
練，藉此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
成為他們跨越學距的好橋樑。」

尋找適合學習方法

了解長短處找亮點  

5



有趣親子遊戲

家長錦囊

活動回顧

屯馬綫開通 學生期待又興奮

博思會定時會在官方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發送不同益智小遊戲及家長錦囊，既可訓練學生
各項才能，更可為家長提供實用資訊，不容錯過!

早前屯馬綫通車前夕，博思會
得到港鐵公司邀請，安排50名
學生及家長率先參觀宋皇臺車
站。由於宋皇臺站在建造期間
發現大量文物，因此車站設計
糅合了大量考古元素，學生們
表示期待又興奮!

博思會沙田學習中心鄰近顯徑站，前往鑽石山只需5分鐘，方便不少九龍東的學生。為使出入
顯徑站居民認識讀寫障礙學生的藝術天份，博思會將於明年一月在顯徑站內的社區畫廊展出學
生作品，敬請留意博思會FB/IG公佈。

益智遊戲及家長錦囊  博思會FB / IG 定時發送

提供超過50款海洋生物的圖紙，逐步為自己建造
一個私人水族館!  https://bit. ly/3FlMPlN 

海邊找不同，培養孩子觀察力

https://bit. ly/3iAoXkR 

夏日尋人遊戲，訓練孩子對顏色的敏感度

https://bit. ly/3mj3huk  

圖卡能有效幫助學童學習詞彙嗎？由專家逐點解拆!

https://bit. ly/3zEdozU

螢光筆，學習好幫手！

https://bit. ly/3mpliHz 

如何化解讀障孩子的焦慮?

https://bit. ly/3AcI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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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讀寫障礙三步曲  免費網上講座助解疑

活動預告

家長講座2021/22 : 讀寫障礙解疑拆難3步曲

讀寫障礙有機會是與生俱來，無論家長或子女也要面對各種困難 – 子女遇上沉重的功課及測考
壓力，家長要照顧子女及各種生活的壓力，雙方難免產生不少磨擦，若不好好管理雙方情緒，
或會減少溝通和信任，影響親子關係。資深教育心理學家在此分享如何管理情緒與壓力，建立
互信之道。

當處理好情緒後，家長管理孩子學習就會更順利。不過有些讀寫障礙的學童，在學習英語時的
記憶及提取速度也跟學習中文一樣有同樣困難，如最常見為分不清b及d、p與q。資深英文教
師將會分享學習英語的技巧和心得，期望家長能掌握其學習方法，輕鬆扶持孩子學習。

讀寫障礙是一種常見的特殊學習困難，泛指閱讀、書寫或拼字方面的障礙。家長發現子女有疑
似學習障礙或會感到焦慮，徬徨無助。博思會多年來致力為讀寫障礙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專業
評估及治療服務，明白家長所需，是次以「讀寫障礙解疑拆難3步曲」為講座主題，邀請臨床
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以及資深教師，由判斷讀寫障礙、
到如何處理情緒與壓力，然後分享讀障學童學習英語的技巧，
期盼能逐步為家長解難分憂，走出讀障迷宮。

登記講座名額有限，請
立即按連結登記報名：
https://bit. ly/3zkrq8l

第2步

第3步 學習英語有妙法

徇眾要求！「懷疑孩子有讀寫障礙？專家為你解疑難」講座載譽歸來！得到各方熱烈支持及好
評，我們再次邀請臨床心理學家鍾慧虹女士，為大家分享如何識別﹑評估及支援讀寫障礙，以
及解答家長的問題，家長們切勿錯過！

第1步 讀寫障礙解疑惑

日期：2021年11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10:30 a.m. – 12:00 p.m. 
對象：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 (Zoom)
費用：全免

日期：2021年11月27日 (星期六)
時間：10:30 a.m. – 12:00 p.m.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 (Zoom)
費用：全免

● 讀寫障礙的徵狀
● 如何評估及診斷讀寫障礙
● 評估後的支援與學校調適
● 網上問答環節

● 透視讀寫障礙學生的內心世界和家庭關係
● 化解學生和家長焦慮的妙法
● 建立互信之道

日期：2021年12月4日 (星期六)
時間：10:00 a.m. – 11:30 a.m.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 (Zoom)
費用：全免

● 口語的重要性
● 分享學習英語的基本技巧

- 英文語音意識
- 詞彙拼讀的竅門
- 串字技巧

臨床心理學家  鍾慧虹女士

資深教育心理學家  招麗儀女士

資深英文教師 廖詠恩老師

Graphics  by macrovector  /  Freepik

化解焦慮減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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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濟困難的孩子，極需你的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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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org.hk

博思會

2021

除了成為「助學之星」之外，本會亦歡迎其他形式的贊助或支持，如早前有熱心人士贊助博思
會學習中心電腦設備提升，以配合網上教學的需要。

此外，博思會歡迎支持本會工作的朋友參與義工服務，詳情及
報名表格: https://pathways.org.hk/support-us/#volunteer

博思會以非牟利形式服務香港的讀寫障礙學童。然而，對有經濟困難的家庭來說，要為讀寫障
礙孩子安排適切而持續的支援，實在是極其沉重的負擔。

作為香港註冊慈善機構，博思會積極與善長攜
手，協助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因應家庭經濟
狀況，我們為每周一次的課餘學科支援課堂，提
供最高六成的學費資助，使這些學生也可有同等
機會，得到專業輔助，跨越學障，自信成長。

博思會每年服務的學生，約三分之一來自低收入
家庭。所以我們極需社會人士慷慨捐助，成為
「博思會助學之星」，持續地幫助這些更弱勢的
學生。

立即行動
感謝支持

支持我們

*以2021/22年度最高資助額計算

捐助金額

HK$300

HK$600

HK$1,200

HK$12,000

資助支援課堂次數*

約一次課堂

約兩次課堂

約四次課堂

約一名小學生整學年40課堂

新界沙田大圍顯徑邨顯富樓A翼(部份)地下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470號海島中心一樓

現只需捐出每天少於一杯奶茶的價錢，
就可直接讓有需要家庭受惠。所有捐款
將全數撥入「學費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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