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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全納教育在香港從一九九七年推行至今遇到相當多的障礙，而教師在協助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在學校的適應也是困難重重。這個個案的研究選取了兩個輕度智

障的小學生進行了一個簡單的研究，訪問了兩位同學、他們的教師和家長。我們

試圖通過分析學生的個人心理，轉變過程和控制改變的能力，來研究他們二人對

學校的適應能力。我們希望教師們從這個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更有效地去幫

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學校的適應。 
 
融合教育在香港的推行 
 
早在一九七七年香港已有政策文件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融入普通學校就讀。(許
令嫻、2003)「群策群力協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書」提出正在接受特殊學校教育的

傷殘兒童應盡可能融入普通學校就讀 (香港政府、1977)。香港在推行融合教育的

政策層面上是有一個頗一致的方向，教育統籌委員會曾明確地把融合教育定義為: 
 

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融入普通教育制度，主要是協助他們適應普通學校的學習環境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p.3). 

 
其實在一九六九年政府也曾在一間官立小學開設了聽覺弱能班，幫助部份聽覺弱

能兒童融入普通學校就讀(Yung, 1997)。其後融合教育的發展緩慢，直至一九九七

年香港教育署(現時的教育統籌局)オ開展了「融合教育先導計劃」。香港教育署為

了更有效地推行這個計劃，也清楚地訂下「融合先導教育計劃」的目標: 
 

 充分發展弱能學生的潛能 

 建立互相關懷的校園文化，加强學校員工、學生和家長接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升教職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能力 

 促進家長與教師的合作 

(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29 October 2004) 
 
香港教育署建議參與「融合教育先導計劃」的每所學校收錄五至八名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入讀於不多於兩個級別的班內，以便教師更容易照顧他們。在計劃內收錄

的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的傷殘類別包括下列五項: 

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輕度弱智 

 聽覺受損 

 視覺受損 

 身體弱能 

 一般智力的自閉學生(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29 October 2004) 

 

香港教育署希望參與計劃的融合學校能夠建立自己的特色，並提出下列六個重點

給學校參考： 
 

 全校参與: 在校長的領導下，學校訂立融合教育政策，建立兼容的學習環境，推動

教職員協力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協作教學: 鼓勵教師進行協作教學，合力照顧所有學生 

 因村施教: 按學生的需要，設計個別學習計劃；因應能力差異調適課程；採用多元

化的教學方法，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進行只同形式的評估，使學生展示能力。 

 科技支援: 根據學生的需要，引進適當設備以輔助學生學習。 

 同輩互助: 透過協作學習小組及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促進同學的學習和共融。 

 家長參與: 邀請家長參與「個別學習計劃小組」會議，共同制定及檢討學生的學習

目標和進度。此外，透過家長教師會的活動，加强一般學生家長接納有持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29 October 2004) 

 

「融合教育先導計劃」在一九九七年有七所普通小學和兩所普通中學校參加，小

學生四十五人和中學生十三人參加。其後「融合教育計劃」發展得很快，每年都

有普通的中、小學校參加，學生人數也不繼增加(如下表) 
 
表一：參加「融合教育計劃」的普通中小學校和學生的數目 
 
年期 小學 學 生 的

人數 

中學 學 生 的

人數 

全 部 學 校

的數目 
全 部 學 生

的數日 

1997 7 45 2 13 9 58 

1999 9 58 3 19 12 77 

2000 15 84 4 20 19 104 

2002 35 67 15 27 50 94 

資料來源：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政策的推行 
 
教育統籌局在近年大力推行「全校参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政策來推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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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能夠融入普通學校就讀，我們相信這是初步開展了全納教

育方針的行動。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也曾提出全納教育的概念，並在教

育統籌委員會的討論文件提出全納教育的定義是把兒童、青年、成年人，不論性

別、個人差異或個人困難都納入普通教育制度內，學校應該為照顧學生不同的學

習需要而調節，包括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給全部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也包括在內(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p.3)。 
 
表二: 二零零四年推行「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政策學校的數目 

  資助學校 官立學校 直資學校 總數 

小學 57 22 1 80 

中學 33 4 0 37 

總數 90 26 1 117  
資料來源：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若能細看教育統籌局在「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政策的實施指引內

提出的目的，應該明白教育統籌局非常希望在學校內全體的合作下推動全納的文

化。 
 

當全校上下一心，就著學生的學習需要，把多元化的教與策略，透過課程和評估的調適，

加上有系统地策劃教師的培訓，善用學校管理委員、家長和其他資源的支援，定能使每

一名學生更有效地學習(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29 October 2004) 

 
透過理解「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政策的實施指引內提出的理念架

構，可以洞悉這個政策的一些特色和推行重點。 
 

學校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訂立全校參與支援學生的政策和程序，並將之編入每年的校務

發展計劃入。學校宜成立「學生支援小組」以訂定各項工作計劃和協調機制，有策略和

系统地為學生安排不同的支援服務和活動。學校宜透過明確的甄別程序和準則，及早甄

別有持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校除在課程、教學、設施、評估方法等作出協調外，在有

需要時，亦要為學生提供或安排適切的支援服務…。 

(http://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5&langno=2, 29 October 2004) 

 
「全校參與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著重校本政策上支援教師照顧全部學生的

不同的學習需要，也建議學校提供更多的支援服務，例如成立「學生支援小組」；

明確甄別學生的不同的學習需要；調適課程、教學、設施、評估方法；適切的專

業支援服務等。全校參與政策的理念基本上與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提出

的全納教育的概念是相同的，學校應該為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而調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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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給全部的學生。 
 
在香港推行融合教育的困難 
 

在香港推行融合教育並不容易 (Crawford & et. al., 1999), 很多的學校及老師

都有報導有闕普通學生在接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上有困難 (許令嫻、2000)。新報

人記者曾經有以下的報道: 
 

一名輔導老師解釋普通學生在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困難是因為溝通上有很多障礙 (新

報人, 一九九八 十一月十七日)。 

 
香港也曾經因為這些接納上的困難及教師缺乏特殊需要教育的培訓而導致在普通

學校就讀的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選擇轉到特殊學校就讀。由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

年共有十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由普通學校轉到特殊學校就讀。明報記者有以下的

兩項報道:  
一名輕度智障兒童家長說他的兒子在普通學校就讀時很不開心，而他在校的半年裏什麼

也學不到…。 

一名校長解釋說他的老師巳經非常努力去照顧特殊需要學生，可是教師因為沒有適當的

訓練，也未能提供良好的教育。(明報 , 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  

 
推行融合教育除了以上的困難之外，一般大眾對於傷殘人士的不了解，導致很多

錯誤的想法，令共融的精神更難實現。一九九五年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亦認為

社會大眾對傷殘人士的態度和認識需要改善: 
 

過去，弱能人士通常被人視為有缺陷者，因為他們喪失了工作和自我照顧的能力，而且

要依賴家人或社會才能生存。不過社會對他們的責任，亦只限於基本的人道援助和救

濟。人們住往認為弱能人士只會接受施捨或福利，根本沒有想到他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

亦可扮演一個角色。許多弱能人士覺得自已與社會隔離，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全面參與社

會事務，亦不能像健全人士一樣，獲得同樣的機會(香港政府，1995,  頁 6)。 

 
有些人都認為殘障兒童不應跟其他兒童一起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因為特殊學校

應該更能照顧他們的需要。 這樣，我們不但把殘障兒童標籤了「特殊」之外，也

把他們選擇教育的機會也限制了。學校如果願意推行共融的精神，便要在校舍、

設施、課程、教學和評估方法等作出改變。如果學校人員也不明白共融的意義，

又如何可以說服他們為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作出這麽多的改變。校長、教師、

學生、家長是學校的主要的人物，他們大部份並沒有太多的機會去了解有特殊需

要的學生，要他們在不理解之情况下又如何能上下一心地在校內推行共融的交化

呢？  



 
兩個小學個案的研究 
 

明白了融合教育在推行上的一些困難，我們認為若學校人員能深入了解有特

殊需要的學生的一些感受，可以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適應學校的生活。也希望

藉著這類研究，提供一個機會讓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們更明白如何跟這些學

生溝通和交往，藉以提高學校共融的文化。兩個小學的個案，都是由校方得到家

長同意之後，由校方提供給我們的。 
 
個案一：文德的故事 
 

文德，今年九歲，就讀普通小學五年級。他被評定有輕度智障，從普通幼兒

班升讀同一學校網內的小學。他有一個哥哥，也是輕度智障，讀同一間小學至六

年級後，被轉到特殊學校。他的父親已年屆五十歲，並沒有受過教育，每天都要

出外工作來養家，也沒時間跟進交德的功課。母親也是五十歲了，主要工作是照

顧他們兄弟二人。她祗有五年級的程度，廿年前從大陸到香港來，所以說話帶很

重的鄉音。她不認同文德有智障的問題，認為他只是心散，學習緩慢和寫字不好。

文德的母親對他有兩個主要的關注，希望他可以在主流學校讀書和學會寫字、讀

書。她認為這樣交德便可以找到工作和獨立生活。文德的母親非常用心照顧兄弟

二人，亦把很大的期望放在文德身上，認為他比哥哥的能力好得多。所以當有少

許剩剩餘的金錢，她便找補習老師來教文德功課。 
 

文德和母親的關係很好，每天在回校的途中和在家的時候，他們都會交談。

文德的母親從交談當中，更加認識自已的兒子和他身邊的人。她憶述兩件事情，

是從交談當中得知，也非常難忘。第一件事在一年級發生，直至現在她還記得。

那天他們在回家途中，文德對她說： 
 

「媽媽，今天有一個同學忘記了帶公民工作紙，老師把其中一個同學的

工作紙拿了給這位同學做，所以他有分，而帶了工作紙的同學就沒有分。」 
 

文德母親聽了便問他說： 
 
  「你在說自己嗎？」 
 
文德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又繼續說： 
 

「非常不公平，帶了工作紙就沒有分因為老師拿了給別人做。」 
 



從這次的交談當中，文德的母親明白到兒子正在說出自己的感受，他是非常的不

開心。 
 

第二件事情是同學對文德的不友善行為，主要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時，常常發

生。坐在他後面的同學非常喜歡拉他的校服，或者做一些毫無意思的行為。文德

的母親明白兒子很不高興同學做這些行為，但是當她叫文德告訴老師的時候，他

便不敢去做，因為他怕跟老師交談。文德的母親也明白到兒子跟老師的關係並不

緊密。 
 

文德的老師對他的能力和期望都不高，而他們亦覺得文德自我形像低，欠自

信心和害羞。部份老師對他有不佳的評語，所以他不願意跟他們交談，也顯示他

有點害怕跟老師交往。文德對概念的學習較難掌握，特別是數學方面的學習。他

有欠交功課的問題，明知自己不會做也不去問老師。文德的老師也認為他跟同學

的交往也出現問題。他常常對同學過於親密，例如會擁抱或吻他們的臉一下。老

師都認為這是不當的行為，給他輔導後，文德仍然沒有作出改變。他的言語溝通

和表達能力均欠佳，但理解別人的身體語言的能力甚好，也常常可以立刻做出相

應的行動。 

 
文德的資源輔導老師專責照顧他在學校的學習，是一位沒有特殊需要教育培

訓的教師。他認為文德比兩年前進步了，那時他剛開始照顧文德。他發覺文德有

較多的言語反應和在個別輔導的時間較有自信，但是在班裏的表現還是欠主動和

害羞。他認為每星期兩次的個別輔導的時間不夠，同時他亦未能在每一個科目上

課時，在課室裏去協助彼德學習。他也認為更多的個別學習的時間和推行更多的

合作教學課堂，都能把文德的學習提升。從文德的談話中，知道他不希望轉到特

殊學校就讀，他是非常喜歡自己的學校。以下是我們跟他的談話： 
 
  「如果要你去一間可以特別幫助你學習的學校，你想去嗎？ 
  「不想去」 

「如果要你再選擇學校，會否選擇另一所學校？」 
「不會，我會選這間」 
「為什麼會再選擇這間？」 
「我有朋友在這裏」 
「你在學校最喜歡做什麼？」 
「和朋友玩耍」 
「你在學校最喜歡去那處？」 
「去四年級班房」 
「為什麼？」 
「我想去見我的朋友」 



「你最喜歡什麼活動？」 
「最喜歡童軍，也喜歡下棋或下課後打電話給朋友，有時到街上踏單車」 
「同朋友一起踏單車？」 
「一個人因為在家鄰近沒有朋友」 
「什麼時候你最不開心？」 
「不識做功課時最不開心」 
「為什麼？」 
「因為做不到老師叫我做的東西，感到很內庂」 
「你會去找老師或同學幫助嗎？」 
「…」 
「你會去找老師或同學幫助嗎？」 
「不知道」 
「我聽不明白？」 
「不知道找那個」 
 

個案二：子偉的故事 
 

子偉，今年十二歲，現時就讀六年級。他是在五年級的時候，從一所普通小

學轉到現時這所輕度弱智兒童學校就讀的。他有一個姐姐，在普通小學就讀，成

績不俗。子偉的母親是全職照顧兩個孩子，但她在照顧子偉方面特別感到吃力。

母親憶述在普通小學就讀時，教師常投訴子偉的默書成績不及格和欠交功課。她

已在家重複預習默書的內容多次，但子偉回到學校仍然不能把內容默出來。子偉

在完成書寫性的作業也感到困難，尤其是重複性的抄寫作業。子偉對在普通小學

的學習要求非常抗拒。子偉的其中一位老師，常在全班同學面前報告子偉的成績

不好，請他向同班的一位成績卓越的同學學習，指出他不夠努力。這一舉動令子

偉的自尊及自信心更受打擊。後來子偉逃避回到學校上課，經學校的輔導老師和

教育心理學家的評估後，建議子偉轉到輕度智障兒童的學校就讀。 
 

子偉在現時的輕度弱智兒童學校就讀已差不多一年，他非常適應學校的生

活。教師對子偉學習情况的體恤和鼓勵，令子偉慢慢地重拾自信。他告訴我們他

現在非常喜歡在現時的學校讀書。他不再逃學而且每天都很期望回到學校與老師

和同學見面。子偉現時在家能獨立完成家課，再不用母親操心。他的獨立生活技

能也躍進了很多。他能執拾個人的房間，為自己和媽媽煮早餐。當母親憶述以往

在普通小學就讀時的子偉缺乏信心，十歲的他還需要倚賴母親幫助他洗澡，完全

不能照 
顧自已。母親對他現時的轉變感到十分欣慰。 
 
子偉現時在校內的成績屬於卓越的一組，但當問及子偉是否願意返回主流的小學



就讀，他一口拒絕了： 
 

「我很害怕做書寫作業，我怕默書，我怕趕不上…我也很害怕碰到那些

常駡人的老師。我現在在這學校讀得很開心…」 
 
其實子偉是很喜歡以前在普通小學就讀時曾教過他的一位老師，他也曾回到以前

的學校探望這位老師和幾位舊同學。當我們問子偉為什麽這麽喜歡這位老師，子

偉回答說：「李老師對我很好，她從不責罵我。她很有耐性教導我，我很喜歡她!」。 
 
 
分析和討論 
 
個人心理的分析 
 

文德跟其他智障的兒童一樣都是學習自信心低落，特別在書寫的工作能力方

面。他可能不明白自己的障礙情况，但他一定知道自己不明白老師所教的東西。

因為這個原因他不願意積極參與學習，亦很少跟老師交談。他的自信心也是低落

的，亦導致他也不願意跟同班的同學交往，反而到低一年級去找朋友。欠缺良好

的人際關係，迫使他選擇少接觸少磨擦的自我保護方式與人交往 (Golouhova, 
Iordanova & Vainstein, 2003)。建立了這樣的思想，也形成了他不會主動找別人幫

助的行為。從他的說話當中，我們也知道要他去找人幫助，是非常困難的，也是

一件極不開心的事情。朋友對他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而他無法在自己的級別中

找到朋友，我們相信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改善與老師和同班同學的人際關係。最終

自我形象和自信心的問題，會不斷地影響他的學習動機和表現，更會形成一個惡

性循環的局面。 
 

子偉跟文德和其他在普通小學就讀的輕度弱智兒童一樣，自尊低落，對自已

失去信心。他在普通學校就讀時，重複的學習上的失敗，摧毀了子偉對學習和上

學的興趣。他求學的信心低落延伸到他生活和自理的能力中，連照顧自已的能力

也沒有了。况且，他在學校被老師標籤了是個低能力和懶惰的學生，影響了同學

對他的接納的程度，同時也嚴重地影響了他的人際關係的成立 (Naicker, 2003) 好

朋友寥寥可數。因此，他在班內跟其他的同學的交往，也由於這個原因而大大的

減低，就像從班內的社交圈子裏被隔離了出來一樣 (Golouhova, Iordanova & 
Vainstein, 2003) 。 更嚴重的是，他從生活上，因為沒有得到任何的滿足感，已經

被迫變成一個無助的人。雖然他在普通學校也得到輔導老師的協助，重複的默書

和考試的失敗，已無法令他有信心和興趣去學習了。另一方面，當子偉轉到一所

特殊學校就讀時，得到了教師和同學的關心而重新獲到了滿足感，增强了他的學

習興趣、信心和能力。他堅决不願意回到原的小學普通是因為過去的體驗使他害



怕。  
 
適應轉變能力的分析 
 

文德由普通幼兒班升讀普通小學校，所以他應該沒有適應由特殊學校轉變到

普通學校的困難。但從母親和老師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在學校並不是適應良好，

特別是人際關係、與人溝通和交往方面。由於他不會把自己的情感和別人分享，

我們相信他會因為面對老師對他不佳的評語和同學的不友善行為，令適應學校生

活更加困難。資源老師對他的幫助非常有用，但是因為在課室裏協助學習的時間

不足夠，小學生活的適應對他來說並不容易。 
 

子偉並沒有適應特殊學校的困難，因為得到新學校教師和同學的接納。反而

他跟 
文德一樣在普通學校無能力去適應成績和其他書寫學習學上的要求，因而影響了

適應社交的能力。更嚴重的是，他在生活的適應，也出現了很大的困難。反之，

子偉在一個被受關懷的環境時，他的適應因難也因而消失了、 
 
控制改變能力的分析 
 

我們相信文德遇到困難的時候，並沒有能力和信心去為自己解决問題。他欠

功課的時候，雖然感到很內庂，但也不會去找老師或同學幫性。對他來說這是件

極不開心的事情，然而他並沒有採取的任何行動去改變這情况。同樣地，遇到老

師不公平的對待和同學對他做一些無意思的行為時，他也不會說出他的感受，或

嘗試去改變他人的做法。 
 

子偉跟文德一樣，在極不愉快的環境時，變得無助，而子偉比文德的情况嚴

重得的。我們認為重複的學習上的失敗、非正面的標籤、社交圈子的隔離和人際

關係的困難，都嚴重地影響了子偉控制改變的能力。 
 
結論 
 

以上兩個個案的研究，喚起了我們一些的關注 (Wagner, M, 1993)。 教育的目的 
是什麽？是要趕課程，提升科成績，還是因材施教，發掘兒童的潛能，讓他們在 
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和成長？兒童需要成功的經驗來建立他們健康和正面的自我 
形像和在學習、生活上的自信心。我們應該重新檢討教育的目的和提升教育素質 
的方法，特別是如何照顧個別差異，接納和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普通學校就 
讀。 
 



教師和同學是兒童心中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接納和關心，對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有重要的影響。兒童在適應不同的學校環境時極需要幫助，在學校內成立共融、

接納和關心的文化，對所有的兒童，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是極有幫助的

(Walther-Thomas,.1997)。每一個兒童都希望在學校能夠愉快的學習，有特殊需要

的學生也同樣有這個權利。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限制每一個兒童接受普通教育

的機會 (Rawal, N., 2002) 若我們能營造一個充滿成功經驗、接納和關愛的學習環

境，有利於任向一個兒童在此種環境中健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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