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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SEN津貼達上限仍獲資助

嶺南大學昨日舉行「榮譽院士頒授典禮2017」，頒授榮
譽院士銜予5名傑出人士（前排左二起︰袁光銘、何世堯、足球女教練「牛丸」陳
婉婷、「深水埗明哥」陳灼明及伍尚敦），以表揚他們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及
造福社會的貢獻。 嶺大供圖

精神病患納入SEN津貼
約2000學生受惠 校長冀增人手及外購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社會日益

重視學生精神健康，本學年起政府把公營主流中

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拓展至患有精神病的學

生，相當於把過往定義的 8 類特殊教育需要

（SEN）增至9類，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支援有

關學生。不過教育界及精神科醫生都坦言，現時

教師於一般SEN的培訓已見不足，有精神病患知

識的更少之又少，而家長方面也可能擔心標籤問

題，未能與學校好好溝通通報病情；認為資助縱

然增加，要有效支援精神病患學生仍然挑戰重

重。

SEN學生人數（原有8類）
學校級別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小學 16,810 17,390 18,200 19,830 21,860

中學 14,580 16,440 17,990 19,640 21,030

總數 31,390 33,830 36,190 39,470 42,890

資料來源：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文件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榮 譽 院 士

考考家長們，如果孩子
要做一份簡報，問你：
「我想在網絡世界中找一
幅插圖放在簡報中使用，
有什麼要注意？」你會如
何解答這疑問？會讓他們

隨便取用網絡上的圖片，還是借機教他們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技
巧？
上月筆者到一所學校家長會分享了一場
「家長眼中的電子學習：效益與挑戰」，
筆者和同場教師都不約而同提及資訊素養
的重要性，特別在知識型經濟的社會裡，
資訊爆炸，家長和學生都必須要擁有駕馭
資訊科技的能力。
資訊素養的起源，是根據美國圖書館協
會的「資訊素養總統委員會」於1989年的
定義，且於21世紀興起的名詞，是指「個
人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並能有效找尋、評
估和利用資訊的能力。」
過程中，我們要抱懷疑的態度、尋求答

案、收集資訊、建立意見、分析來源和作
出決定。因此，資訊素養能提升我們解決
困難的方式和思考能力，培養出一個成功
的學習者、一個對社會有貢獻、擁有自信
和負責任的公民。
孩子需要有能力分辨什麼資訊是真實
的、相關的，這能力不只應用於校內，更
是為了他們將來的學習、工作和人生。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孩子需挑選插圖做
簡報，家長如何結合以下5個孩子必須擁
有的資訊素養？
1. 能決定所需資訊的性質和範圍：引

導孩子先決定資訊的性質，例如使用相
片、短片、還是繪圖？以及插圖主題的

範圍，避免在資訊世界中漫無目的地搜
尋。
2. 能有效且快捷地獲得所需資訊：讓孩

子計劃尋找資訊的途徑及方法，例如在網
絡上搜尋，或到圖書館找，才能更有效且
快捷獲得所需要的資訊。
3. 批判性評估獲取的資訊和其來源，並

將揀選所得的資訊與自己的知識和價值觀
結合起來：找到一系列相關插圖後，要仔
細查證資訊的來源是否穩妥、能否表達自
己想帶出的意思。
4. 多從經濟、法律和社會議題層面，了

解如何運用資訊，學會合法、合乎道德地

獲取及使用資訊：由於圖片牽涉版權問
題，除了輸入關鍵字以找出大量相關圖
片，應以篩選的功能，揀選授權免費使用
的圖片。
5. 有效地運用資訊，以達至不同目標：

孩子在最後要以文字或其他匯報元素，結
合這些圖片，運用於簡報中，完整表達所
需意思，並列明出處及連結網址。
一幅簡報插圖看來非常簡單，但背後卻

涉及高階的思維及技巧，家長可與孩子一
同學習，一同實踐，一同成為擁有良好資
訊素養的網絡公民。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育孩童資訊素養 做負責任公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城市
大學將於周六舉行本科入學資訊日，讓中
學生及家長了解該校的最新發展及課程資
訊，其中入學講座及課程簡介會，將介紹
該校的入學要求、面試技巧、個別課程特
色及就業前景等資訊。
城大今年的資訊日主題為「專業 創新

胸懷全球」，屆時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
院、科學及工程學院、動物醫學及生命科
學院、創意媒體學院、能源及環境學院和
法律學院會舉辦一系列展覽攤位、互動工
作坊與學生表演。
其中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的攤位設有

犬隻急救訓練模型「急救Jerry」及犬隻骨
架，讓有興趣修讀的學生親身體驗動物醫
學教育。
創意媒體學院將展出學生製作的錄像及

動畫作品。大學亦安排導賞團讓訪客參觀
多個教學中心及設施，包括邵逸夫創意媒
體中心的製作室、英語中心和學生宿舍。
當日亦將展示城大學生的創新研發項目

及畢業生創立的公司資訊，讓參觀人士了
解城大學生如何把學習期間探索的意念轉
化為實際產品，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本
科入學資訊日詳情請瀏覽www.cityu.edu.
hk/infoday。

城大入學資訊日周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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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18學年起，主流中小學「學習支援津貼」將會
在原有8類SEN外，新增涵蓋至精神病患學生，針對

性加強照顧相關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
教育局早前預計，新措施涉及3,500萬元經常開支，並有約
2,000名學生可以受惠。
對於精神病患學生納入SEN津貼，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

光表示歡迎，認為學校可增聘人手及外購服務，但他亦指，
老師在精神健康範疇上始終不是專業，因此在協助時，更多
是擔任聯繫統籌的角色，「最低限度，學校有專責教師跟進
時，遇上困難可聯絡家長、尋求心理醫生或專業支援，亦可
負責一些記錄性工作等。」

教師缺培訓 憂變成負擔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則提到，新措施可能會對學校及
老師構成額外負擔，「不論任何一種教師，他們接受SEN
相關培訓其實十分有限，而接觸過精神病患專業知識的更是
少之又少」，即使教育局有為老師提供相關培訓，始終難以
直接幫助學生，成效未必大，擔心這是「以不甚專業的方
法，來應對一個本應由專業處理的問題。」
有份負責教育局SEN及精神健康相關教師培訓的精神科
醫生、精神健康基金會副主席丁錫全認為，SEN學生需求持
續增加，縱使教育局每年開辦課程，但整體而言始終不夠，
「現在能夠做到的，可能是每所學校約5%老師接受培訓；
但是有不同程度學習困難的學生已約一兩成，加上情緒困擾
等各種精神問題，需求只會愈來愈大」，認為有關方面培訓
仍有待加強，「最理想是每位班主任都能對SEN，以及青少
年常見的情緒病具備一定了解」，如此將有助給學生提供支
援。

家長怕標籤 拒透露病情
丁錫全又提到，「始終不同學生的病情各異，如教師能了
解精神科醫生向同學處方哪種藥物，以至該藥物的重要性、
會產生何種副作用等資訊，必然事半功倍。」遺憾有不少家
長擔心標籤問題，抗拒向學校透露子女病情，呼籲家長應摒
棄這些誤解，如有需要應主動與學校溝通，促進家校合作。
鄧飛亦指，目前學校識別有精神病患學生，主要靠家長主
動申報，「因相關檢查普遍在小學階段已做」，然而部分家
長認為沒義務一定要通報，令學校較難了解。
他並提到，有些情況則是由老師察覺，再建議家長帶子女
作專業診斷識別，但他強調這必須小心，「就算參加過培
訓，我們在這方面始終不是專業，難聽講就是『估估下』，
這樣向家長提出亦不好協調，甚至有機會引起反感。」

支援精神病患學
生對學校來說是一
個不小的挑戰，有

前線教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校內
曾有精神病患學生，是思覺失調個
案，「成日話自己見到有鬼，聽到
有聲音叫他做事」，亦曾有過鬱躁
症學生在課堂失控，需立刻安排到

休息室冷靜，通知家長與專家照顧
跟進。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則指，精
神健康問題定義其實很廣，過往曾
有一兩位同學情況較嚴重，亦有過
需要副校長陪同到醫院看診的情
況，這些關懷與支援未必是關鍵，
但有總是好事，認為如學校可獲更

多資源及早得悉學生狀況，有助作
出更妥善處理。

醫護資源不足
精神健康基金會副主席丁錫全提醒

指，有情緒或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會
出現一些端倪，老師、朋輩或家人宜
提高警覺，「例如是成績突然轉差，

情緒有異，失眠症狀，收埋自己不參
與社交活動等」。
不過在他看來，目前最大挑戰不在
如何識別，而是在識別出嚴重個案
後，恐亦未必有足夠醫護資源進行及
時支援，「本港目前約有300名精神
科專科醫生，只有大約五分之一人屬
兒童精神科」，如此數目難以應付需
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能識別個案 未必支援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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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
局的「學習支援津貼」今年起會將精
神病患學生亦納入計算，而即使原有
SEN津貼已達約 161 萬元上限的學
校，亦可因應其取錄的精神病患學生
而獲發資助。有校長預計，新增資助
將用作外購服務，安排精神健康適應
活動或工作坊，部分亦可聘請教學助
理，給有需要的學生準備專門教材及
補課等。
教育局資料顯示，近年就讀公營主

流中小學8類SEN包括：特殊學習困
難、智障、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肢體傷殘、視障、聽障及言
語障礙的學生人數持續增加，由
2012/13學年的31,390人，增至2016/
17 學年的 42,890 人， 4 年間大增
36.6%。各學校可按有關類別加上精神

病患的學生數目及其所需的支援層
級，獲發放額外津貼。
而根據教育局的「學習支援津貼」
學校通告，常見於兒童與青少年階段
的精神病患包括焦慮症、抑鬱症和強
迫症等，當中亦有較嚴重的精神病，
如思覺失調及鬱躁症。
局方指，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通常
都會有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或
醫務社工跟進，而學校角色主要是配
合醫護治療和康復要求，幫助學生克
服屬過渡性質的困難，例如由學校輔
導組擔當領導角色，負責統籌、制訂
和推行校內支援有精神病患學生的策
略，聯繫校內及校外的專業人員，因
應學生的困難和情況，給予不同程度
的支援及訂定個別學習計劃，並按時
檢視支援策略和資源運用的成效。

按學生需要外購服務
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指，新津貼

實際運用情況將按校本而定，較普遍
的做法是按學生需要外購服務，亦有
機會安排適應活動或工作坊，例如讓
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跟同學參與合宿
活動等，協助其投入校園生活等。
他又提到，其學校早前有參與特殊

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試驗計
劃，透過增聘額外教職員分擔SENCo
工作，使其有更多時間協助特教生，
及就有關範疇作增值培訓，相信現有
教師人手成功累積經驗應付精神病患
學生的需要。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相信，不
少學校都會以新資源外購來自非牟利
機構的專業支援或輔導服務，「包括

安排專家到校，給同學提供具治療作
用的遊戲」，另外津貼亦可能用作聘
用教學助理，給特教生準備專門的教
材教具，或給特教生作補課跟進，追
上學業進度。

校長倡增評估 讓錢用得其所
不過他亦坦言，現時單靠畀錢的做

法不但增加教師工作難度，對特教生
而言是否真正適切也是存疑，建議當
局應針對整體「學習支援津貼」運作
進行全面而專業的政策評估，「可能
是向SEN學生作診斷性詢問，或者訪
問前線教師及教學助理情況」，了解
學校透過外購服務、讓老師或教學助
理接受的SEN培訓，是否真的能讓特
教生獲得最適切關顧，而公帑又是否
真正用得其所。

■政府把公營主流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拓展至患有精神病的學生，圖為一般中
學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鄧飛鄧飛（（左左））認認
為新措施可能為新措施可能
會對學校及老會對學校及老
師構成額外負師構成額外負
擔擔 。。 麥 耀 光麥 耀 光
（（右右））指新津貼指新津貼
實際運用情況實際運用情況
將 按 校 本 而將 按 校 本 而
定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家長和學生都必須要擁有駕馭資訊科技的能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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