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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影響生命  讀障生找到學習天堂  
阿冼 : 不理解是常態  樂天面對前路

冼惠芳（阿冼），自小喜愛讀書，可是她偏偏是一個
讀寫障礙的學生，成績不如理想，常被人誤解為未盡
全力，學習路上充滿荊棘。然而，有賴不同階段老師
的啟發，她找到了學習天堂，並最終成為香港理工大
學社會科學哲學碩士。近日，阿冼獲博思會邀請在員
工發展日，向老師們分享「阿冼奇遇記」，細說她遇
上過的老師 — 有欣賞她的、有耐性的、亦有誤解她的；
這些老師都讓她對學習和人生有不同的體會。她希望
透過這次分享，讓老師們以另一角度了解老師對學生
的影響力。

人生老師：阿冼家中有八兄弟姊妹，她排行第七，由
於媽媽忙於工作，阿冼就由大家姐照顧，是她人生中
的第一位老師，家姐自小對她循循善誘，教她人生道
理，培養她的樂天性格。正如她如何努力讀書，學業
成績仍是強差人意。眼前的景況好像無法改變，阿冼
卻憑着：「我真係好鍾意讀書！」的熱誠，扭轉了難
以逆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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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阿冼碩士畢業時與她的「人生老師」
大家姐合照。

阿冼需要借
助書本的錄
音版本幫助
閱讀。

探索型老師：阿冼升上中三時，成績依然不
理想，中英文默書總是零分，她的班主任羅
Sir沒有因她的成績表現而作出負面評價，取
而代之的是他留了一個問號：「為何一個熱
愛讀書的人會成績差勁？」為了鼓勵阿冼，羅
Sir曾經對阿冼說，若她能考進大學，他便饋
贈一雙波鞋給她。雖然阿冼大學畢業多年也
沒有要求羅Sir兌現承諾，對於阿冼來說，老師
提出的那個問號及這番鼓勵的說話，已經
遠遠超過一雙波鞋的價值。 

誤解型老師：可惜的是，作為成績長期欠佳
的學生，阿冼被誤會的時間還是很多。在中
四至中五時，阿冼的數學老師只著眼她的缺
點 – 附加數學科不合格遭老師罰企。因欠交
該科習作而被扣操行分，被扣至未能獲取畢
業證書，為她帶來不能改變的遺憾。然後，
阿冼沒有怪責這位老師，她學會了看事情不
要單方面，不會像老師以「分數」去評定一
個學生的好與壞。 

建立型老師：好不容易，重讀中五後，阿冼
終能升上中六，但仍然保持「考第尾」的記
錄。當時教她中學語文及文化科的班主任馬
老師發現阿冼在考試答題時所書寫的跟平日
課堂上討論及發表意見時的表現大相逕庭。
雖然馬老師不明白原因，但卻會著眼於在她
的長處上，經常對她的思辨能力及說話技巧
予以肯定，也不厭其煩地鼓勵她克服書寫上
的種種困難。

洞察型的老師：中七那年，一位聖經科的麥
老師，因為見阿冼經常獨自留在學校溫習直
至夜幕低垂，可是成績依然低劣，於是開始
懷疑她有讀寫障礙。麥老師主動聯絡阿冼向
她講解何謂讀寫障礙。也許麥老師的發現解
釋了很多人的疑問：為何一個熱愛讀書的人，
學業成績卻不如理想。

開放型老師：幾經波折，阿冼終於考入大學，
她發現大學與中學階段的學習模式是完全不
同的。著重思考和批判的大學教育讓她如魚
得水。記得有一次，她在進行社會研究方法
考試時，她看見考試題目與她在於該科所學
懂的原則有所矛盾，於是她花了整個考試時
間對試題提出尖銳批判，而絲毫沒有回應試
題。後來導師改卷時，發現她無回答題目，
所以未能給予分數。導師將阿冼答題簿交予
梁教授，想不到，梁教授認為她言之有理，
最終給她優異成績。這個經驗可說是奠定了
阿冼追求學術的里程碑。

從阿冼的分享中，可見老師對學生有莫大的
影響力，阿冼生命中有很多的老師，礙於篇
幅所限，未能盡錄。她希望老師會像她的家
姐般對年輕的生命循循善誘；像羅老師般對
學生留一個問號勝於下一個負面評價；像馬
老師一樣著眼於學生的長處；像麥老師一樣
為學生找一個解釋的機會；像梁教授般胸襟
廣闊，發掘學生的可取之處。輕輕一句肯定
的說話可以帶來無窮力量。她亦寄語讀寫障
礙學生，尋找自己的興趣，讓自己樂在其中，
找出有利自己的學習方式自然事半功倍。當
遇到挫折或被誤解時，跟自己說 :「不理解是
常態。」像阿冼一樣以樂天性格去面對前路。

正面說話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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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言語治療

博思鼓勵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很多治療服務因此暫緩或改為線上治療，很多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家長
擔心線上治療的效果不如面對面的治療，對學童的學習進度有所影響。博思會今次邀請到擁有
15年言語治療師經驗的姜秀青姑娘分享一下疫情下的言語治療與一般面對面治療的分別，也為
家長提供一些在家訓練的建議，減輕大家對線上治療的憂慮。

很多幼兒的家長或會有疑問，究竟如何分辨小朋友是需要接受
言語治療？姜姑娘解答道：「一般情況下，如果小朋友已經就
讀幼稚園，老師如發現小朋友與同齡的孩子說話能力上有差
異，便會建議家長到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由醫生診斷，再
轉介至相關的言語治療服務，或轉介至私人執業的言語治療師
進行治療。如果小朋友在最熟悉的環境，例如在家中，他的語
言能力仍然不如其他同齡小朋友，那就可能有接受言語治療的
需要了。」姜姑娘也補充，有部份小朋友確實是「late talker」，他們未
必需要參與言語治療，長大後都可能有所改善，但姜姑娘還是建議最好由
專業人士，亦即言語治療師作評估會比較合適，不要自己「估估下」。

什麼情況需要接受言語治療？

疫情持續多時，很多幼兒的家長都擔心戴口罩影響幼兒的
說話能力。姜姑娘坦言疫情對於幼兒學習語言方面多少會
有影響，保持社交距離的影響可能更大：「在家中除下口
罩的時候，幼兒尚可看清大人的咀形學習說話，不過當保
持社交距離，反而令幼兒聽不清楚別人的說話，也對學習
社交技巧有所影響。希望這個疫情不會拖延太久，令幼兒
可以『追得上』語言學習進度。」

受疫情影響，言語治療也要改以Zoom形式進行，有很多家長對於用Zoom做言語治療都會擔
心效果不及面對面好，但又怕如果沒有持續支援對小朋友語言有影響。姜姑娘解釋其實以
Zoom做言語治療和面對面的言語治療在治療目的上是有所不同的：「面對面的言語治療，是

治療師與學生間的互動及訓練，而在Zoom進行言語治療，則可以
同時為家長服務，使家長在治療及言語教育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
例如言語治療師可以觀察家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從而提出一些語
言學習的建議。在Zoom期間，學生家中的玩具也可以是言語治療
的好幫手。言語治療師可以觀察到學生家中有什麼玩具可以利用，
從而提議家長如何運用家中的玩具幫助小朋友學習。」

姜姑娘以「煮飯仔」和玩積木做例子，家長可以嘗試與小朋友將
兩款玩具混合一起玩，先以積木砌一座城堡，再在城堡內玩「煮飯
仔」，藉此刺激小朋友的語言技巧，學習更多生字用詞、句子結構、
社交用語等，也可以將語言和場景有所連結。

疫情對幼兒學習語言的影響

大家亦可掃瞄右列QR Code，重溫姜姑娘在5月14日於
家長教育講座中分享過的言語治療資訊及在家訓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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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社區畫廊展覽港鐵社區畫廊展覽

在香港，平均10位有1位同學有讀寫障礙，或許讀寫障礙的學童在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不易
被大眾理解，但透過畫作，我們可以透視到他們的內心世界。適逢博思會成立20週年，我們藉
此機會讓這群學童想像20年後的自己是怎樣，以
「二十年後的我」為題繪畫一幅自畫像，更於今
年初在港鐵顯徑站的社區畫廊展出他們的作品。

遺憾在展出數天後，因應港鐵最新安排，需要檢
視全綫「港鐵社區畫廊」的整體流程，因此全綫
社區畫廊須要即時下架。不過，我們已安排畫作
在博思會沙田及九龍中心作流動展覽，並在此通
訊刊登予各讀者分享，欣賞同學們的心思！

張睿汶
9歲 (小四)

出色的模特兒

「我想做一個能夠參加任何挑戰，接受各種媒體
訪問和拍攝的出色模特兒。」

陳駿禮
9歲 (小四)

醫生

「見到很多血也不用害怕。」

陳梓峰
9歲 (小四)

董事長

邱芷悠
8歲 (小三)

空姐

「爸媽會帶我坐飛機去旅行，我很享受這段時間。
做空姐可以坐飛機四處去旅行，就像爸媽帶著我
一樣，我希望日後能繼續感受到爸媽的關愛。」

鍾晞晨
10歲 (小四) 

太空人

「全球暖化令到地球20年後有50至80%陸地消失！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製造一種交通工具可以上到
太空，希望令到大部份的人民都可以安全地離開
地球！我要成為香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太空人！」

霍宗譽
7歲 (小一)

機械工程師

「製造機械人幫助我們做不同的工作。」

郭鎧榮
7歲 (小三) 

旅遊達人

「希望為大家介紹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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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後的我

王昕予
7歲(小二)

時裝設計師

「我很喜歡繪畫和利用不同
物料來創作，希望將來可以
設計靚衫給大家。」

蘇文萱
6歲(小一)

太空人

「因為想尋找新的星球給人類居住，也想尋找外星
人朋友，在新星球建立研究所找新石頭！」

蔡樂謙
12歲 (中一) 

The Rainbow Artist

「我從小喜歡畫畫，希望長大後能將興趣變為職業，
也希望用自己的興趣去祝福他人。」

黃藝瑧
9歲 (小四)

香港小姐

「我喜歡打扮得漂漂亮亮，
當香港小姐可以有很多機會
打扮。」

李叡朗
7歲 (小二)

好勁的工程師

「我造的車很美，又厲害！車身有好多顏色，我就
站在車的前面！」

何子樂
8歲 (小三)

YouTuber

「我想把自己喜歡的事情說出來，拍成影片，再透
過YouTube和其他人分享。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個
出名的Youtuber，然後賺好多錢。」

黃曉晨
7歲 (小一)

畫畫老師

「我喜歡畫畫，其實我還有
很多東西想做。」

張芷瑜
7歲 (小二)

畫家

陳盛猷
7歲

無題

郭曉悅
8歲 (小二) 

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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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路向

活動回顧

大家好，我是博思會新任執行總監黃瑞霞 (Lucille Wong)，很榮幸能
夠參與幫助讀寫障礙兒童及其家庭的工作，成為「跨越學距好橋樑」
的一份子。在加入博思會前，我曾任於兒童癌病基金逾11年，負責
各項發展項目，幫助癌病兒童及其家庭得到適切的全人服務。

讀寫障礙跟癌症不一樣，但這看不到的障礙，卻影響著香港10%
學齡孩子成長之路，情況不容忽視。因公眾對讀寫障礙一知半解，
這些孩子經常被標籤為懶惰、無心向學或愚蠢的一群。其實，這
些孩子一般都有正常的智力，只是需要一班專科、有愛心和創意
的良師，以適切的方法指導和鼓勵他們，助他們建立自尊和自信，
不會因別人誤解而對學習失去興趣及動力，影響日後成長。

在博思會工作兩個多月，已體會到博思會老師和同工們的堅毅和努力。近日因疫情關係，課堂
也需要轉移為網上教學，這對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老師來說，可算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我們
不單要幫助學童「跨越學距」，老師們還要「跨越教距」。十分欣賞各位老師和同工們，以積
極、隨機應變的態度面對這個挑戰。他們以學生為本，不斷自我增值、利用科技發揮創意、調
適網上教學法，務求改進學生在線上學習的效能。縱使突如其來的三、四月「暑假」，博思會
老師及行政同事亦在兩星期內，迅速籌辦不同科目的短期課程，讓學生可利用這個「暑假」得
到學習支援。他們的團結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老師及各同工是機構的靈魂，正如一個成功「舞台劇」，也要有專業的演員互相配合，並留意
台下觀眾的反應作出修正。作為「舞台劇」業餘愛好者，我希望能夠與博思會這個團隊，繼續
以愛心及創意去「演出」，努力協助老師「跨越教距」，幫助讀寫障礙學生「跨越學距」，讓
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學習方向，甚至創造自己的「劇本」，活出豐盛人生。

「 觸 感 ‧ 色 彩 共 融 慈 善 音 樂 會 」 繼
2019年後，再次於2021年11月23日
晚上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音樂會
由「香港共融樂團」主辦 – 本地首個由
傷殘和健全人士組成的樂團，致力培育
和推動殘疾人士發展音樂才能，透過音
樂交流宣揚共融理念，藉此喚起大眾對
殘疾人士音樂才能的認同和支持。

當晚除了有一眾共融樂團成員與世界級
音樂家同台演出外，更請來著名歌星陳奕迅先生擔任壓軸表演嘉賓，其具感染力的歌聲配合樂
團的全新編曲，加上傷健舞蹈表演以及手語藝術，整晚讓人看得感動又興奮！

謝謝德和慈善基金，讓博思會再次成為受惠機構之一，讓本會在現場設置慈善籌款攤位外，亦
邀請博思會家長及學生到現場欣賞當晚精彩演出。

合力籌辦「暑期」課程

黃瑞霞 執行總監

以愛心及創意助學生跨越學距

慈善音樂會推動共融 博思會學生欣賞樂團演出

照片由香港共融樂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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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Graphics  by Freepik

博思會繼上學期舉行「認識讀寫障礙三步曲」網上家長講座後，反應不俗，遂於下學期再次舉行
教育講座，為家長拆解不同學習障礙的疑問。

新冠疫情下，面對疫情和學習模式的轉變，對於家長或者學童而言都有一定的壓力，學童的學
習效能、心理、言語發展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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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講座系列由本會教育心理學
家、言語治療師以及職業治療師主講，分享各種幫助提升學童學習成效和自我管理的方法，也
希望透過這些技巧的分享，令在新常態下學習的幼稚園學童能在新學期適應小一生活。

免費家長講座

專家拆解支援學障技巧

5月14日
(星期六)

5月28日
(星期六)

6月18日
(星期六)

題目日期 講者

姜秀青女士
(言語治療師)

陳靜琼博士
(教育心理學家)

譚麗娟女士
(職業治療師)

勤有功，戲有益 - 如何透過遊戲提升言語技巧？

‧兒童言語發展的階梯
‧如何透過日常遊戲改善言語技巧

如何幫助有學習困難幼兒順利過渡小一？

‧讀寫障礙的特徵
‧小學的校內支援
‧如何幫助有早期學習困難幼兒適應小學

小孩不慢 – 如何培養自我管理能力？

‧了解執行功能發展
‧幫助小朋友培養自我管理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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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有限)
報名 :  https://pathways.org.hk/
           parent-webinars21-22/

報名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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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善長捐助抗疫物資

N
E
W
S
 2
2
.0
5
.6
0
0

pathways.org.hk

博思會

2022

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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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第五波疫情來襲，市面上出現了抗疫物資的搶購
潮，博思會幸得善長及私人企業的熱心捐助，贈送抗疫物
資予我們的服務對象及員工，所得物資包括快速抗原測
試套裝及外科口罩。博思會於三月底開始陸續把抗疫物
資送到學生手上，為學生四月假期後開學做好防疫準備。

博思會在此謹代表受
惠者感謝善長及私人
企業的捐助，以援助
讀寫障礙學生及家庭
的抗疫所需。

捐助我們 博思會一直以非牟利形式提供服務，同時透
過積極籌款，務求能夠持續提升服務質量，

並向來自低收入家庭的讀障學生提供學費資助，使他們不會因
經濟問題，而失去了寶貴的學習支援機會。

我們誠意邀請您成為讀寫障礙學童的「跨越學距好橋樑」，幫
助他們獲得更適切的專業支援，激發積極表現及重建正面的自
我價值觀。

*捐款＄100或以上可憑收據在香港申請免稅

**捐款＄600或以上可獲得《讀寫障礙99問與答》乙本

我願意捐款，支持博思會的工作！

□ HK$300 

□ HK$600 

□ HK$1,200 

□ 其他：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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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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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沙田大圍顯徑邨顯富樓A翼(部份)地下「博思會」劉小姐收

電郵 ﹕donation@pathways.org.hk

□ 我不願意接收博思會通訊

姓名：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是否需要捐款收據?   □ 是 Yes    □ 否 No 網上捐款 PayMe

轉數快：166576405
(The Pathways Foundation Limited)

善長名錄 (排名不分先後)：
- Ms. Ronna Chao
-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Kiri Capital (H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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