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日增 支援緊拙倫常慘劇衍生】 

及早治療展潛能 家長情緒需關注 

主動落區予協助 尋隱患者助家庭 

（2019 年 9 月 10 日）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 與 善學慈善基金 今

天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殷選善學慈善基金 為「柯尼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

2019」受惠機構，將所籌得之善款捐助「善學晨曦行動」，並宣布「善學晨曦行

動」亦於今天正式開展，全力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適切評估

及服務，協助他們跨過學習困難的障礙，讓他們的成長發展更見全面。出席發布會

的嘉賓包括：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卓雄先生、善學慈

善基金聯合創辦人趙曾學韞教授 BBS 太平紳士、善學慈善基金項目 總監周家寶女

士、精神科醫生黃瑋妍醫生及林美玲醫生、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林美霞校長，而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庭更分享心路歷程及所面對之困難。 



作為父母，都期望孩子活得

健康快樂，一旦發現孩子有

著「特殊教育需要」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SEN」)，

家長都會感到無助及難堪，

而且他們往往並不大了解有關 SEN 學童的情況。一些兒童會出現比較活躍、讀書

欠專心、學習進度緩慢的情況，因而被標籤為「頑皮」、「不聽話」或「壞孩

子」；他們在與人溝通時不會打招呼、沒眼神交流、甚至無法控制情緒，被冠上

「沒禮貌」的罪名，甚至被怪「無家教」。但隨著近年資訊發達，市民對 SEN 的

認知有所提高，才理解到這些「壞孩子」可能只是一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他

們外表跟普通兒童一樣， 很多時需要家長或老師經過多年觀察，才可從其行為上

發現病徵。 

保守估計，香港現時確診 SEN 的兒童近七萬人，相信將有更多 SEN 學童會在家

長、老師或社工的觀察下陸續被發現，加上不少未被發現的社區隱藏患者，以及不

願意接納子女患病的家長抗拒接受評估或治療，SEN 兒童的實際數目遠較公布確

診的數字為多。基於社會對 SEN 兒童支援的資源有限，家長對 SEN 了解亦有限，

他們面對著龐大的精神壓力，倫常慘案頻生，反映社會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及其

照顧者支援不足。 



有見及此，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宣布，將「柯尼卡美能達綠色音

樂會 2019」所籌得之善款捐助「善學慈善基金」之「善學晨曦行動」，推出多元

化服務，為 SEN 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援及協助。 

SEN 學童個案日增  輪候時間逾兩年 

據教育局定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包括讀寫

障礙、肢體傷殘、發展遲緩、視障、聽障、以及

言語障礙，於 2017/18 年度再將有情緒問題的學

生包含在內，包括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

躍、智力障礙及資優。截至 2018 年，數據顯示本

港約有 15,262 位學前 SEN 兒童，更約有 42,890

名 SEN 學童就讀於 844 所主流學校，佔學生總人數 (551,091 名)的 7.8%。此

外，就讀特殊教育學校的有 7,896 名，而在國際學校就讀的 SEN 學童則約有

1,540 名。因此，全港確診 SEN 的兒童最少達 67,588 名。 

按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的數字，本港約 5%至 7%兒童患有過度活躍症，約有 5%至

10%的學生有精神健康需要。以現時本港有 87 萬名就讀於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

學童推斷，即有近 4.35 萬至 8.7 萬名適齡學童有精神健康服務的 需要。同時，政

府數字顯示，過度活躍症人數近年持續上升，醫管局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患者中，

於 2016 年錄得超過 1 萬 2 千名過度活躍症個案，幾乎是 2013 年的 1 倍。 



在醫管局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新症中，於 2016/17 年度，最長的輪候診症時間長

達 133 個星期，雖然情況於 2017/18 年度稍作改善，但亦需要 119 個星期之久，

即由排期接受評估到得到精神科醫生診治，最長需時達兩年 以上。由此可見，公

營醫院精神科服務資源長期不足，尤以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更甚。 

一般而言，SEN 學童的治療黃金期於 0-6 歲，對有需要接受療的兒童來說，每分

每秒的治療時間都相當寶貴，錯過了黃金時間作治療，影響的可能是一生。 

漏網之魚仍多  個案亟需協助 

正如前述，根據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的數字，推斷有近 4.35 萬至 8.7 萬名適齡學童

有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但現時在醫院管理局接受治療的青少年及兒童精神科服務

的病人，包括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行為及情緒 障礙、精神分裂症

等，卻只有 3.39 萬人，即每年多達 5 萬名無接受治療的「漏網之魚」。 

除因資源緊拙外，當然亦由於家長害怕「被標籤」而未讓孩子接受評估或診斷，以

及基於財政關係而遲遲未讓 SEN 子女作出適切治療。這往往令社區內隱藏著更多

被忽略的 SEN 學童，不但未能讓兒童獲得治療，更令相關家長因面對困難及壓力

而情緒爆發，令悲劇發生。 

追趕治療黃金期 及早治療助成長 

據世界性調查，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ttention deficit and /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 18 歲以下 兒童及青少年，佔青少年人口約



5%至 7%。根據香港醫管局數字，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個案中，最常見的也是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其次是自閉症系列障礙，兩者的個案數字在近數年均持

續增長。 

專注力不足，並不一定有過度活躍問題，而治療方法一般分為行為治療和藥物治

療。治療有專注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兒童可透過藥物醫治，但於兒童 6 歲前，

醫生一般不傾向用藥，因為藥物的療效相對較低。另外，學前兒童行為的可塑性比

年長兒童高，所以學前兒童的治療並非只有藥物。 

到目前為止，根據醫學研究，上述病症的成因頗為複雜。整體而言，患者的腦皮質

比同齡兒童小，他們的腦傳遞物質 ─ 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 ─ 也在突然有些失

調，影響腦內的路線。那些路線從腦前額葉延至中腦、甚至小腦。這些路線主要負

責人的活動量、執行功能、專注力、組織能力和情緒。若這些腦傳遞物質、去甲腎

上腺素、和多巴胺失調時，便會出現過度活躍、專注力失調和衝動行為。 

過度活躍，整天想跑跑跳跳，不停活動，像啟動中的馬達，有時不會停止。患者的

肢體反應很快、很急，好像沒有方向性，說話也很急促，情緒反應也比一般人大且

快，譬如別人開心或興奮了片刻，但他可能開心和興奮很長時間，然後才平復。另

一種情況是不專注，包括執行功能和組織能力有問題，如上課、做功課不專注，年

紀大一點就會影響組織能力，如帶甚麼日用品上學、收拾書包，又不願意多加思

考，因此他們很多時候不善於解決問題。 



醫生認為醫治的黃金期是幼稚園升小學的階段，因為這是比較大的轉變：上課要留

心、回答問題要專注；另外，因為朋輩圈子擴闊了，若太衝動，不理別人的感受，

通常較難結交朋友，所以在他們升小學的階段，較易發現他們的適應情況。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認為：「相信與不少基層家庭患童父母忙於工作及缺乏支

援，導致患童拖延很久才求醫有關。」她稱：「拖延 1 年至 3 年會令患童多方面受

影響，包括學業、自信心，以及影響與朋友的關係。」林醫生補充：「即使 3 年後

治好原本問題，症狀帶來的影響，非一朝一夕可解決。」她指患童情況亦對家長有

影響，6、7 成家長均同樣出現焦慮、抑鬱情況，建議家長如子女出現精神問題，

不應自責及獨自一人解決，需要時向學校社工、校長尋求支援，看看有否需要作精

神科評估。 

另一位精神科專科醫生黃瑋妍亦就 SEN 患童情況指出：「藥物對改善及治療專注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是有一定的幫助；而行為治療方面，例如提升家長教育方法及

親子溝通技巧等，對於 SEN 學童的治療會帶來更堅固及長遠的效果。」 

支援不足壓力大  情緒壓力勿輕視 

香港現正有超過 4 萬家庭，接近 16 萬人，面對不同的情緒問題。曾有 SEN 學童

家長反映，孩子最初出現學習困難時，從政府及學校得到的資訊及支援有限，因家

長對此認知不多，亦難接納子女患病，親子雙方都承受莫大壓力。 基層 SEN 兒童

更受影響，因為家庭經濟匱乏，他們的發展亦因此落後於有能力支付私人治療及服

務的兒童。SEN 學童在學校因成績差而自信心受損，即使他們有不同的潛能，如



音樂、繪畫、運動等，也礙於家庭經濟環境而無法在坊間報讀相關課程，作出針對

性教育；教師亦無法在課堂上照顧到每一名 SEN 學童的需要，教師也壓力巨增。 

雖然教育局向普通公營小學及中學提供資金支援，協助增強主流校內支援模式，但

模式缺乏針對性，各學校運用情況亦參差，所以大多數學童在學齡階段支援並不

足。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長林美霞女士指出：「因為每位 SEN 學童都有著個

體的差異性，因此有不同的特殊需要，在有限的資源及支援下，老師並未能針對性

幫助學童， 更不能支援更深層次的問題。」林校長分享道：「作為教育界一份

子，不但希望盡力教育每位學生並幫到每位 SEN 學童，有時看見因照顧 SEN 孩子

受著極大情緒困擾的家長而心痛，卻未能適切幫忙，深表無助又無奈。」

 

林校長補充說：「老師除了日常的教育工作外，還要額外照顧 SEN 學童，老師還

會課餘進修有關課程，希望盡力幫助每位 SEN 學童。老師同時要承受普通學生家

長對 SEN 學童在課堂時帶來的不便或騷擾所作出的投訴承受責備，亦要應付 SEN

學童家長的情緒需要。因此在相關的情況顯示，在香港政府的資助下的『校本支



援』模式的基礎上，如可積極考慮針對性的『人本支援』作出雙軌模式的協助，相

信能夠有效地支援每位 SEN 學童。」 

自閉及過度活躍帶來無助  基層家庭獨力掙扎感無望 

不少學者認為，大部分自閉症或專注力不足學童都有著不同的潛能，如能在治療黃

金期作出適當治療，加強跟進，對他們的天賦作出專注培訓，SEN 學童長大後也

可擁有非一般的成就。醫學界人士亦指出，過度活躍症其實頗為常見，衛生署兒童

體能智力測試中心引用流行學數據指出，每 100 名兒童中，就有約有 5 人患過度

活躍症，當中以男童為多，男女比例約為 2 比 1，本港的數字亦與與外國數據相

近。故醫學界認為，雖然對 SEN 學童支援有待加強，但家長亦應積極面對，及早

讓孩子接受評估，讓他們趕上治療黃金期；家長更應開放自己，接受相關的訓練課

程，學習特殊的親子技巧，有助患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新聞發布會上，大會邀得兩個 SEN 家庭作分享：成長於單親家庭的家俊，今年

9 歲，於 8 個月時被確診患上自閉症及過度活躍症，在 3 年前更被診斷為輕度弱

智。她的母親現年 30 歲，是家庭唯一經濟支柱，為獨力照顧患病孩子而爭扎求

存， 壓力十分沉重，情緒亦備受困擾。(有關錄像分享詳情，請瀏覽

https://youtu.be/bycQMqAzE3U) 

另一位患童 Malcolm 現時約 18 歲，在幼兒時已確診為自閉症患者。因 Malcolm 的

父母希望孩子可像一般兒童般生活成長，所以讓他在主流學校讀書，並讓他學習鋼

琴。雖然 Malcolm 有學習障礙，但他可以透過鋼琴演繹美妙的樂曲，例如蕭邦幻



想即興曲 (Fantaisie-Impromptu)，以及冬風 (Winter Wind É tude)。Malcolm 在發

布會上不時彈彈跳跳，未能全程安靜就座，但卻即興以鋼琴演奏一曲，非但技巧高

超、琴音動聽，更充滿感情，演奏時全情投入，足證自閉症學童也有著天賦潛能，

也可擁有非凡成就。Malcolm 的成就，全賴有著一位積極樂觀的好媽媽 Monica，

在 Malcolm 年幼時已正面處理，及早作出評估及治療。多年來，因為 Malcolm 在

生活上不時會大叫大喊、突然彈起跑圈、甚至以頭撞牆，以致遭受不知情人士的誤

會、歧視、欺凌，但幸而學校的融合教育有助加強 Malcolm 的社交能力，加上音

樂治療，對 Malcolm 有著莫大幫助。Monica 期望有心善團能給與一眾 SEN 兒童

的家長適切培訓，以免錯過孩子接受治療的黃金期，並在家長離世後好好照顧孩

子。

 

 

 



「善學晨曦行動」 以愛為兒童 

「善學晨曦行動」是「善學慈善基金」為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提供支援的計

劃，整項計劃長達四年。善學深信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唯因現時的教育制度和衛生

署健康計劃對 SEN 兒童支援上有所不足，經常發生倫常慘案。因此，善學花了兩

年時間作出探討及研究，並在發布會上宣布計劃正式啟動。

 

善學慈善基金聯合創辦人趙曾學韞教授 BBS 太平紳士表示：「善學慈善基金在過

往 25 年，一直推動各方面慈善 發展，廣泛贊助眾多醫療、安老、教育、文化等

項目，近年來，我們關注到香港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和其家庭， 面臨學習及生活上

種種問題，經過接近兩年的時間，我們終於宣布『善學晨曦行動』正式啟動！」 

善學的研究發現除了 SEN 學童人數持續增加，令治療需求要極大外，各區支援

SEN 的機構分布也不平均，在兒童貧窮率較高地區，支援相對較少，學童家長或

需跨區尋找支援。調查發現，學校編配資源方面亦不足，每所學校只能分配 1.5 名



社工， 要為平均 700 名學生服務，因而欠缺對 SEN 學童的服務及支援；而且社區

亦缺乏對相關服務及支援中心，令家長需要跨區求助。 

就回應社會的需求，「善學晨曦行動」計劃於全港十八區設立支援診所，彌補兒童

貧窮率較高地區服務之不足，並會增設全港首輛針對 SEN 學童及家庭的環保「流

動服務專車」，主動走入社區，接觸社區中未能得到支援的 SEN 學童及家庭，尋

求社區隱藏患者，提供適切的關注及協助。計劃更設有到校服務，為 SEN 學童提

供情緒管理及個人成長發展等輔導，跟進患童的家庭狀況，並作出支援；亦會作出

合適的家居訓練及指導服務、職業合興趣培訓、設立地區特殊教育服務中心等。 

柯尼卡美能達全力支持「善學晨曦行動」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卓雄表示：「今年是『柯尼卡美能達

綠色音樂會』活動的十週年里程碑，我們以慈善為宗旨，並結合環保、運動、音樂

及元素，一直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作為負責任的企業，我們一直關注香港弱



勢社群的需要。近年，社會上不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SEN 兒童及家長，正面對種

種生活的問題，包括學習、情緒、家庭負擔等等，情況令人擔憂。因此，我們決定

邀請『善學慈善基金』成為『柯尼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 2019』的受惠機構，全力

支持『善學晨曦行動』，為 SEN 兒童籌募善款，以提供評估及支援服務，包括推

出全港第一台『流動服務專車』，走進社區，更貼地幫助有需要家庭。我們期望協

助 SEN 兒童跨過特殊學習困難的障礙，讓他們的成長發展更全面。」 

 
 

以上資料及圖片由 Good Show TV Ltd.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