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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財

富，不少基層家

庭 用 心 栽 培 下 一

代，盼他們學有所成、

早日脫貧，但有些家長卻不

會望子成龍，只求他們成長路上

少一點「沙石」。阿曦（化名）看起來

和一般「師奶」無異，背後卻盡是辛酸。她的

兒子及女兒分別被評為非典型自閉症患者，以及「有限智

能」學童，是社會上被標籤為「古怪」、「不正常」的一群。2019年

將至，她希望大眾對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多點包容，放下成見，

令他們可以被社會、同輩所接納，「SEN不是洪水猛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陸頌雄盼「專SEN專助」
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童相關
議題近年備受關

注。身為人父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在新一年度的立法會會期加入
教育事務委員會，目的便是為這群家
長及孩子發聲，「他們值得社會多一
點關注。」接下來一年，他希望爭取
「人本支援」津貼，實現SEN家長爭
取已久的訴求。

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教育局以校
本的模式提供津貼，讓學校針對SEN
學童增聘人手或外購服務，惟津貼是
否用得其所則值得商榷。

陸頌雄表示，過去接觸不少SEN個
案，有家長反映部分學校或把SEN學
生視為「包袱」，甚至想盡辦法令他
們退學，「那是十分現實的問題，雖
然教育局設有指引，但各校在執行上
並沒有劃一標準。」

指現行支援乏針對性
他續說，有學校利用津貼提供的課

程欠缺針對性，例如功課輔導班，對
家長而言很「雞肋」。事實上不同類
別的SEN孩子有各自的需要，他以專

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為例，可以進
行靜修、瑜伽等訓練，增強專注力，
「很多家長希望做到『錢跟人走』，
讓他們購買合適的專門服務。」
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政府每年額外

撥款約8億元，由2019/20學年起推
行增加支援津貼額、按學生需要提供
常額教師職位等多項措施。
陸頌雄指相關措施令人期待，並認

為政府加大投放資源，反映對SEN的
重視漸增，相信為SEN學童提供額外
津貼並不難。
他強調，SEN問題值得社會關注，

因為現時SEN學童的比例並不少，
「如果這一群孩子未能跟得上發展，
長大後如何適應社會？就業上會出現
什麼困難？若他們一生充滿挫折及負
能量，這將會帶來反效果，屆時社會
的代價更大。」
談到共融社會，陸頌雄認為，隨着

平機會的推廣及社會的進步，大眾對
於SEN的認知度增加，包容意識漸
強，但不能避免有小部分市民仍持負
面看法，「這不是一朝一夕，還要持
續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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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區組織協
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昨日發表兒童權利
專員監察報告，調查政府支援貧窮兒童及
家庭的政策和服務表現，以100分為滿
分，結果顯示只得23分，屬不合格；而受
訪者最關注的兒童問題是房屋政策不善，
貧窮兒童居住籠屋及板間房問題嚴重。
兒童權利關注會就政府過去一年的扶貧

表現評分，在包括房屋、社會福利、醫
療、教育、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新
移民等十個項目中，以10分為滿分，只有
教育合格，得6分；在醫療政策、制定整
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等方面，10分為滿分
僅得1分；在處理兩地家庭團聚及歧視新
移民問題，更只得0分。
社區組織協會兒童專員在報告中批評，

政府扶貧政策力度不足及不全面，政府跟進
2018年十大兒童關注問題的表現未見進
步，仍是不合格，由上年的25分輕微下降

至23分。
報告指政府雖然增加教育資源及改革了

低津部分問題，但在家庭團聚、反歧視、
滅貧指標、醫療問題方面毫無改進，兒童
在這方面給予多個零分，所以整體分數仍
不合格。
報告又指，兒童覺得社會問題惡化，有

心無力，以房屋及扶貧為重中之重，但政
府推進步伐緩慢，重大政策不多，具體工
作進展緩慢，未能追上社會需要步伐。
社協兒童權利關注會主席梁卓琪表

示，基層家庭兒童面對居住環境惡劣、
租金昂貴問題，而綜援金額亦未足以應
付學習需要及支付租金，甚至要在床上
吃飯和做功課。她建議政府盡快制訂全
面扶貧政策，消除跨代貧窮問題；短期
內100億元關愛基金至少撥款四分之一扶
助貧窮兒童，以及為正在輪候公屋的家
庭提供租金津貼。

社協促速諗計滅跨代貧窮

目前教育局採用「雙軌制」推行特
殊教育，把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學生
轉介入讀特殊學校；其他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則可入讀普通學校 ，與
普通兒童相處。學校須推行「全校參
與」 模式的融合教育，營造一個共
融的學習環境。「融合教育好像很動
聽，但並不是每一個老師也兼顧

到。」阿曦道。
教育局過去以現金津貼及額外教學人員
形式，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在 2016/17學年第二層支援的學生每
人每年的津貼額為13,725元，每所學校每
年的學習支援津貼額上限為1,583,616元。

嘆社工教師難兼顧到位
阿曦的長子明仔及女兒欣欣均就讀普通
學校，她直言學校對家長及學生的支援均

不足夠，並批評津貼欠缺透明度，明仔的
中學雖然獲得津貼，卻沒聘請社工，只有
訓導主任：「兩者十分不同，變相我們沒
有什麼支援。」至於欣欣的學校雖設有社
工，但社工需要應付整間學校眾多學生，
難以照顧到每一個SEN學童，「家校合
作，結果只是家長投訴，校方才跟進。」
阿曦說，由於欣欣屬於「有限智能」，
學業上自然較其他同學遜色，校方因應情
況減少其功課量，又安排她參加課後功課
補底班，但只是聊勝於無。
她續說，欣欣最需要有耐性的教導，只

有重複解釋數遍才會明白，曾有義工替欣
欣「一對一」補習，結果成績突飛猛進，
數學測驗更取得80多分的佳績。

盼增資助援基層SEN生
她強調，SEN學童只要有外來支援，亦

有進步空間。惟基層家庭往往沒有資源栽
培，阿曦坦言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無法在
學業上幫助女兒，而聘請「一對一」私人
補習一個小時亦動輒過百元，實在難以負
擔，坊間針對SEN學童的語言治療課程更
收費逾千元一堂，「欣欣曾對我說，她想
入讀band 1中學，我知道沒有可能，但又
不想潑她冷水。」
阿曦明白，孩子在重視學業成績的社會

中出路較少，從不期望他們有過人的成
就，只盼盡自己能力扶持他們。
她希望政府及學校可以增加支援，並改

善現行措施，例如設立專責社工跟進SEN
兒童的個案；增加針對SEN開支的透明
度，令政府津貼用得其所；提供額外資助
予基層SEN家庭；為SEN學童及其家長
提供情緒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家校亟需支援 免「融教」淪空談

阿曦一家四口住在九龍區的公屋，欣欣
（化名）是阿曦的女兒，一頭短髮造

型與媽媽有幾分相似。她目前就讀小六，
從小體弱多病，語言方面較遲緩，更有過
度活躍症的症狀。
小學一年級時，分別進行多次智力評
估，惟結果各異，兒童精神科評估其智力
只有58分，或要入讀特殊學校，校方安排
的心理醫生則將其評定為「有限智能」，
智力逾70分。阿曦說：「差距這麼大，我
至今也不知道她智力有多少。」

「我寧願被欺凌的是我」
最教阿曦頭痛的，是欣欣在校內被排斥
及欺凌，例如書包被「踢來踢去」、做好
的功課沒有被收、甚至被同學嘲笑是「神
經病」，令她十分心酸。她憶述，欣欣曾
告訴社工自己只有「半個」朋友，因為對
方忽冷忽熱，她不知道對方是否當她是朋
友，「她真的很孤獨。有時候，我寧願被
欺凌的是我。」
阿曦一直將「有限智能」的秘密藏於心
底，「妹妹曾經問我：『我係咪傻㗎？』
我只能安慰她，不能告訴她真相。」

自閉未獲轉介 內疚誤子療情
長子明仔（化名）今年18歲，早於幼稚

園時被校方觀察到異樣，遂建議他接受評
估，惟公立醫院醫生卻拒絕為他寫轉介
信。阿曦坦言那時候不熟悉相關機制，所
以便不了了之。直至小學五年級，明仔在
社交方面的問題日漸浮現，「不知道他受
了什麼刺激，每日也戴着口罩，食飯都要
戴住。我和學校反映情況，校方竟說情況
早已出現，卻沒有通知我。」
明仔接受評估後，證實患有非典型自閉

症，惟醫生說8歲前為理想治療時間，
「他沒有做過任何訓練……對哥哥有很多
內疚。」阿曦強忍淚水道。
作為兩個SEN孩子的媽媽，阿曦過去
受盡白眼及冷言冷語，「希望社會多點
包容，不要用嫌棄的眼神。孩子正常是
好幸福的事，要令SEN孩子願意外出已
很不容易。」她說，有些SEN家長選擇
不帶孩子外出，免得「獻世」，她反
問：「難道就一世也不帶他們外出
嗎？」
她續說，欣欣在地鐵上「坐唔定」，可

能會影響到其他乘客，「我不可以拿一條
繩綁着她，只求其他人包容數分鐘。我們
媽媽對足24小時，年中無休，其實體力及
精神都已經到了極限……」

屈到病 媽媽終患抑鬱
照顧者肩上的重擔絕不輕鬆。阿曦的丈

夫為工作奔波，對孩子們的情況總是不上
心，阿曦亦不想和家人、街坊朋友談太
多，覺得其他人不會明白。
缺乏傾訴對象，日積月累的壓力令阿曦

亦患上抑鬱症，七八年前起需要服用平靜
情緒的藥物，「有想過閉上眼就……但唔
可以這麼自私。」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不少SEN

家長經歷多了，想盡辦法保護小朋友，記
者邀約訪問時，阿曦曾擔心地道：「這種
小朋友不太討人歡喜，我怕讀者用有色眼
鏡看她……」
考慮過後，她仍然選擇接受訪問，因為

她更希望大眾了解SEN小朋友，放下成
見，讓他們真正融入社會。阿曦最大、卻
又最卑微的新年願望，是自己的孩子不會
再受到歧視，僅此而已。

卑微的新年願望卑微的新年願望 偉大的媽媽心聲偉大的媽媽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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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曦希望大眾對阿曦希望大眾對SENSEN孩子孩子
多點包容多點包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陸頌雄盼為陸頌雄盼為SENSEN學童學童
爭取額外津貼爭取額外津貼，，達至因達至因
材施教材施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珈琋記者陳珈琋 攝攝

■■SENSEN生易被同窗生易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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