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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關朗曦(Matthew)自幼學業成績不理想，然
而當年「讀寫障礙」這個名詞並不普及，未
有相應的專業介入及接受調適服務，令他在
求學時期因老師和同學的不理解而感到沒有
自信。不過，每當他去觀鳥的時候，腦袋便
會牢牢記著每種鳥兒的聲音及牠們的名字，
到現時為止，可以認出超過500種鳥兒的叫
聲！

Matthew早前獲博思會邀請作為「香港金紫
荊扶輪社・博思會學生勤到獎」典禮嘉賓，分
享他如何克服讀寫障礙，並以其專長及興
趣，與太太於2018年一起成立「嗚鴉自然教
室」(Project Crow)，透過知識傳遞，喚起大
眾的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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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到獎勵

Matthew自六歲開始喜歡觀鳥，辨認雀鳥的
種類及牠們的叫聲比起讀書令他更有成就
感，每次到外國旅遊，觀鳥更是他指定的旅
遊活動。Matthew通過觀鳥得到的樂趣，剛
好彌補學業上的挫敗感。

Ma t t h ew其後於海外升學，再返港繼續學
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系畢業，曾從
事藝術及攝影教育工作，近年亦為香港觀鳥

為鼓勵讀寫障礙學生持續學習，博思會特設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博思會學生勤到獎」，
2021-22年度已經是第四屆，共有35名學生
獲得殊榮，獲頒贈嘉許獎狀、書券及獎學金。
頒獎典禮已於2022年8月7日假大圍東莞工商
總會張煌偉小學舉行。

為答謝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多年來對博思會的長
期支持和鼓勵，博思會一眾得獎同學，在職員
協助下，製作了雀鳥心意咭以表謝忱。

當天除了Matthew作為分享嘉賓之外，一群
來自香港金紫荊扶輪社的義工亦有到場協助活
動進行，本會感謝他們身體力行，造福有需要
的學生及家庭。

會擔任「香港鳥類生態藝術工作坊」導師。

回想升讀大學的時候，Matthew發現社會已
經對讀寫障礙有一定的認知，老師的態度亦
較為開放，願意與學生討論應試和調適的方
法，所以他鼓勵讀寫障礙的學生，如果遇到
困難，都可以向老師提出及商量解決辦法。

Matthew認為讀書並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
讀寫障礙的學生不要被讀寫困難及社會上的
標準所局限:「我們的人生除了讀書以外，可
以有更多的意義及可能性，因為這個世界需
要不同的人，社會才得以發展和進步。當
然，家長對小朋友的支持亦很重要。如果學
生想在有興趣的範疇發展，應該多花時間去
鑽研，就如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去研究和辨
認不同雀鳥的聲音一樣。」

博思會執行總監黃瑞霞女士在典禮上指出:
「讀寫障礙人士有正常、甚至良好的智力發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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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學習動
機；同時也要多加鼓勵，發掘他們的興趣和潛
能，讓他們可以發揮所長。」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前社長彭敬修先生致詞時表
示：「讀寫障礙的學童有如參與田徑跨欄項
目，中間雖然障礙很多，但其實110米跨欄選
手最終的成績與100米賽跑選手的成績不過兩
秒，而且能走得更遠。希望同學能繼續努力，
實現自己的目標，也希望博思會能幫助更多讀
寫障礙學童。」

35名博思會學生獲「勤到獎」殊榮

Matthew以過來人身份跟博思會學生分享其個人經歷。

「勤到獎」旨在鼓勵同學們持續學習，不輕易放棄
每一個在博思會的學習機會。

得獎同學製作雀鳥心意咭送贈香港金紫荊扶輪社，
感激他們多年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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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鼓勵

這件事讓我在畢業後很想專注幫助SEN(特殊學習需要) 小朋友，希望可以真正幫助小朋友學
習，於是來了博思會做老師，轉眼已經做了十一、二年！

由於博思會是以小班進行教學，因此老師較容易與學生建立關係，也容易進入到他們的內心
世界，了解他們的難處。我覺得在博思會任教是一份「對人」的工作，比較人性化，能夠針
對學生的需要，從而幫助他們，我覺得很有意義！

在小組裏，學生難免會有能力上的差異。為此，我設計了一些學習活動，計分規則以「態度
分」的比重最高，能力較高的同學便很樂意幫助能力較弱的同學。在這個過程中，能力較弱
的同學可以得到幫助和感到被接納，能力較高的同學更能鞏固所學和建立自信，可說是一舉
兩得。

有些學生在學校裏已累積了不少學習中文的挫折，令他們覺得上課就是失敗的經歷，因此建
立他們的成功感尤其重要。我希望學生可以在博思會學習各種補償策略，例如以故事識字
法、部件部首識字法和上文下理推測法等等去增加識字
量，從而改善其閱讀能力，讓他們能自主學習。

我在大學時期曾經替一個發展遲緩的學生補習。有一次，我叫
學生專心點，當時他的回應令我很意想不到：「其實我已經很
專心，很努力，為什麼大家總說我不專心，不努力？」

那刻我突然醒覺，我是否用了自己的尺去量度對方？我有沒有
真正了解小朋友的特殊需要？

識 字 量 是 閱 讀 和 寫 作 的 基 礎 ， 2 0 0 7 年 的
「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就收錄了3,172個
常用字，可見增加孩子識字量極為重要。以下
是增加識字量的四個小秘訣：

一、中文字有80%以上是「形聲字」，因此
教導孩子「部首」和「聲旁」對認知有極大的
幫助。例如：「蜻」字，因為蜻蜓是昆蟲，所
以屬「虫」部，而它的讀音是「青」，所以
「青」是它的聲旁。

二、學習非形聲字，可以嘗試使用「圖像識
字法」。例如：「森」字，可以把它想像成
三棵品字型排列的大樹，「傘」字則可以把它
想像成四個人在一把雨傘下。

三、誇張的故事識字法有助學生記憶。例
如：「醜陋」，可以為它編這樣的故事—小明
不小心喝了「酒」，詞語寫得像「鬼」畫符，
老師扭他的「耳朵」，給了他一個「丙」級分
數，罰他坐在「椅子」上（故事雖然不合理，
但有趣滑稽的畫面會令學生有更深刻的印
象）。

四、培養閱讀的習慣，增加識字量。閱讀書
本後，可以把新學到的詞語寫在「字庫銀
行」，並訂立複習的計劃，例如：每星期朗
讀三次，並用詞語口頭造句，充分理解字詞的
形、音、義，由此把詞語化為長期記憶。

增加識字量小秘訣

中文科曾芷瑩老師自述：

我喜歡博思會的原因

曾芷瑩老師 ( 右 ) 於去年獲頒十年長期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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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會自成為國際讀寫障礙協會全球合作夥伴(The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Global 

Partners)後，積極與鄰國夥伴互相聯繫及交流心得。本會教育心理學家招麗儀女士，獲邀代表

博思會參與由新加坡讀寫障礙協會(Dyslexia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DAS)於2022年6月23及

24日舉辦的「第八屆特殊學習困難聯合

研討會2022」(The 8th UNITE SPLD 

Conference 2022)，就有關「及早識別讀

寫障礙」(“Don't wait for your child 

to fail  –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議題，

在研討會與來自亞州各地的成員，分享

香港支援讀寫障礙學童方面的發展進

程，以及博思會在此進程中扮演的角

色。論壇中，除了招姑娘的分享，來自

新加坡、印度及印尼的講者亦分別分享

了他們的學習文化、學童的識字年齡及

識別讀寫障礙學童的工具等。各地文化

雖異，但各人均認同「及早識別讀寫障

礙」的重要性。

對有潛在讀寫障礙的幼童，及早得到支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博思會一直致力推
廣「及早識別 盡早支援」的理念，並通過不同平台，包括業界國際研討會、家長
講座及教育博覽會等等，向業界及家長推廣這個理念。

博思會到校家長及教師培訓講座

2022年6月至8月期間，博思會為多間小學及幼稚園舉辦一系列到校家長講座，專家在
講座中講解兒童的語文發展階梯、家長在伴讀時的角色、閱讀童書繪本的好處、介紹親
子閱讀技巧及支援語文學習的策略等，家長們都表示獲益良多。此外，博思會亦為學校

提供教師培訓講座，除了以專業角度剖析讀寫
困難的成因與支援和分享教學心得，更有資深
教育心理學家分享如何結合繪本教學及遊戲活
動，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童的語文能力和興趣。

如欲查詢博思會到校講座服務，歡迎致電
3105 2311查詢。

及早識別 盡早支援

特殊學習困難聯合研討會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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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學與教博覽」是香港年度大型教育博覽會，提供
專業平台予教育界人士參與交流，今年度將於2022
年12月7日至9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博思會將於本年度「學與教博覽」設置展位(攤位編
號M45)，向業界推廣讀寫障礙支援服務及交流相關
資訊。另外，博思會教育心理學家招麗儀女士將聯
同兩位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教育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學員，在博覽講座中以「『疫』境求進：《繪本童
思》網上家長學習資源」為題向業界人士分享。

歡迎到場參觀博思會展位，請到「學與教博覽2022」
網站登記入場：https://www.ltexpo.com.hk/LTE/

《繪本童思：博思會學前語文課程》（簡稱《繪本童思》）根據「閱讀簡論」，以語言及識字

能力兩大範疇為基礎，由淺入深編排學習內容，讓幼兒透過閱讀繪本及相關的遊戲活動，建立

讀寫的基礎能力。因應近年疫情對兒童學習的影響，博思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的專業教育心理

學文學碩士課程學員吳綽康先生及梁倩子小姐，研發家長支援子女學習資源，推出《繪本童

思．家長學習短片系列》，讓家長或幼兒工作者透過短片系列認識善用繪本及相關活動的技

巧，有系統及有效地支援幼兒學習語文，享受語文的樂趣。短片已上載於「博思會學習中心

|Pathways Foundation Learning Centre」YouTube頻道，千萬不容錯過。

學與教博覽�2022�(Learning�&�Teaching�Expo�2022)

博思會 YouTube 頻道

《繪本童思話你知》家長教育短片系列

學與教博覽2022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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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我們定期舉辦員工發展日，為同事及教師提供業界最新資訊及持續發展，同事

亦會藉此機會交流，教學相長。2022年10月12日是本學年的第一次員工發展

日，各部門代表分享了未來的一年的工作，課程顧問鄭佩芸教授亦以「發展教

師學習圈」為題作分享。

除此之外，言語治療師姜

秀青姑娘亦分享了「如何

識別有語言或發音障礙的

學童」的課題，令在場教

師獲益良多。

過去幾個月，大家有在公眾地方留意到博思會的蹤影嗎？為了提升公眾

對讀寫障礙學童的關注，博思會在今年5月至10月期間，分別在天星小

輪碼頭、新渡輪碼頭及港鐵沿綫刊登廣告，讓公眾能透過廣告的簡單訊

息，對讀寫障礙有更深入的了解。博思會在此特別鳴謝天星小輪有限公

司、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及港鐵公司贊助廣告位置。

天星小輪碼頭廣告

新渡輪碼頭廣告

港鐵沿綫廣告A款

港鐵沿綫廣告B款

喚起對讀寫障礙的關注

博思會員工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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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

學習英語有妙法

有些讀寫困難的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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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英文教師將分享如何從建立語音意識到學習字母形音關係及有效建立
生字量，以協助小朋友學習英語的技巧和心得，輕鬆扶持孩子學習。

講者: 丁元春老師 (資深英文教師)

日期：2023年1月7日�(星期六)
時間：10:30am�-�12:00pm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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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思會於
今年五月至六月期間舉辦了以下三場家長網上講座，反應熱烈： 
　1/ 勤有功，戲有益 – 如何透過遊戲提升言語技巧？
　2/ 如何幫助有學習困難幼兒順利過渡小一？
　3/ 小孩不慢 – 如何培養自我管理能力？
「疫」境求進，專家拆解支援學障技巧之講座系列雖然已經完結，但大家仍可透過
「二維碼」連結網站之講座筆記，歡迎瀏覽並轉寄給有需要的朋友。

【家長講座重溫】「疫」境求進，專家拆解支援學障技巧 

講座筆記

是次家長講座以「跨越讀寫障礙・齊學實用支援技巧」為題，

邀請資深語文科教師教授家長幫助子女學習語文的實用技巧，

同時也邀請到職業治療師，講解如何協助小朋友在執筆寫字時

遇到的問題，期望與家長同行，跨越讀寫障疑。 活動網站

學習中文有良方

有讀寫困難的學童，在學習語文時經常一頭霧水，在認讀及默寫方面都遇上難題。
資深中文教師將分享在語言理解、認讀及書寫方面的學習策略，協助有讀寫困難的
學童逐步掌握學習中文的方法。

講者: 林淑兒老師 (資深中文教師)

日期：2022年12月17日(星期六)
時間：10:30am�-�12:00pm
對象：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Zoom)

【博思會家長講座 2022-23】

寫字除了關乎小手肌肉協調發展外，對字形的記憶、對文字結構的理解、
以及對筆順的掌握等等都會有影響。職業治療師將與大家分享如何幫助孩
子改善寫字問題。

日期：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
時間：10:30am�-�12:00pm
對象：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形式：實時網上講座�(Zoom)講者：譚麗娟女士 (職業治療師)

寫字慢、容易累、
字體東歪西倒怎麼辦？

齊學實用支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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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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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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166576405
The Pathways
Foundation Limited 

博思會舊生鄔沛延 (Julia) 患有 ADHD( 專注力失調 ) 及讀
寫困難，這些障礙其實並不罕見，但卻經常被大眾誤解以
及被忽視支援的重要性。幸好，Julia 得到媽媽的悉心教
育及諒解，努力發掘她的朗誦專長，使她可以繼續自信地
成長，活出豐盛的人生。

2022 年 7 月，Julia 接受商業電台《有誰共鳴》訪問，分
享如何和家人相處及年幼時博思會對她的幫助，亦都希望
大眾能支持博思會的工作，並在節目播出當天呼籲聽眾以
發出短訊形式捐助博思會。

《有誰共鳴》電台節目歡迎不同背景人士參與，若您有興
趣以博思會作為指定受惠機構，可與本會聯絡，電郵至 
info@pathways.org.hk 。

讀寫困難需要大家包容和支持

Pa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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