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摘要
根據教育局 2020/21 學年統計數字，於公營及直資普通中學就讀、
有特殊教育需要（以下採用英文簡稱 SEN）1的學生人數為 27,990 人 2。
當中最多是涉及特殊學習困難、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症，以及自閉症
類別的學生 3。
香港自 1997 年已開始推行融合教育，至今已超過 20 年。特區行政
長官在 2021 年施政報告提出，將投放在融合教育的經常開支增至每年
約 36 億港元，顯示當局重視推動融合教育。現時 SEN 學生入讀普通學
校，而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以便有效地照顧學習差
異，提升整體教學效能。不過融合教育的推展一直備受關注，尤其在執
行上遇到不少問題和挑戰。
2019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爆發並持續反覆，讓全球的教與學模式不再
一樣，同時亦加速電子學習成為新常態。老師透過不同的網上平台向學
生教授知識，課堂也不再局限於實體課堂。然而，對於 SEN 學生來說，
他們要理解和吸收知識會較一般學生困難，未必能夠完全適應網上學習
的要求，因而影響學習效能。
誠然，電子學習的感官刺激對 SEN 學生相當重要。在教材中加插多
媒體元素，如聲音、動畫、影像等，都有助提高 SEN 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專注力。而老師亦可透過電子平台，掌握 SEN 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進度，
在有需要時可及早介入。
疫情已持續超過兩年，學校停課及改用網上教學模式，對教師和學
生均造成一定衝擊，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SEN 學生。他們在進行電
子學習時，衍生甚麼困難，以及需要甚麼支援？對於本港已發展逾四分
之一世紀的融合教育，又帶來甚麼思考或啟迪？本研究嘗試檢視疫情期
間本地初中 SEN 學生的電子學習情況，並就上述問題進行探討和了解，
以期提出可行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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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要主要分為 9 類，包括特殊學習困難、智力障礙、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視障）、聽力障礙（聽障）、言語障礙（語障）及精神病。
立法會文件。審核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財務委員會委員初步書面問題
的答覆。頁 71。網址：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fc/fc/w_q/edb-c.pdf。
2021 年 9 月 14 日下載。
2020/21 學年在公營普通中學就讀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特殊學習困難：12010 人、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8550 人、自閉症：4990 人。同上，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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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於去年 11 月至今年 6 月展開，以問卷調查方式分別訪問了 209
名 SEN 初中生和 61 名學校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另深入訪談 16 名
SEN 初中生、10 名教育工作者和專家。

主要討論
1.

正視 SEN 學生的電子學習情況。疫情持續並反覆，教與學模式變得
不一樣，電子學習成為新常態，對初中 SEN 學生造成一定衝擊。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通常具有一項或多項學習困難的特徵，比起
普通學生，SEN 學生在主流學校的學習本身已面對不少困難，尤其是
初中 SEN 學生，他們由小學步入中學階段，需要面對環境，學習和
人際上的適應和轉變，已有一定壓力。
縱然有逾半（54.1%）受訪初中 SEN 學生表示喜歡使用電子學習，但
由於支援不足，教學模式的改變令 SEN 學生的學習情況變得不理想，
有受訪前線教育工作者直言，SEN 學生在疫情期間使用電子學習尤如
沒有學過一樣，對其所教授的課程內容完全不明，需要重新教授，令
進度大幅落後。
可以預見，疫情仍然反覆，電子學習成全球趨勢，部分或半日網上教
學模式將持續，如何照顧 SEN 學生的學習需要，加強支援電子學習、
調適課程內容和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促進 SEN 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是融合教育的重要考量。

2.

SEN 學生的電子學習效能低。疫情期間 SEN 學生未能達至「停課
不停學」的目的，他們使用電子學習的效果未如理想，欠缺與教師
和同學的互動機會，教師亦難以為學生提供個別指導。
疫情停課期間大部分學校以電子學習模式繼續授課。不過，較多受訪
教師（36.1%）不同意電子學習能達至 SEN 學生「停課不停學」目的。
調查顯示，初中 SEN 學生在家使用電子學習的學習效能低，近六成
（58.4%）受訪 SEN 學生表示出現無法專注學習的情況，逾五成
（53.6%）表示跟不上學習進度。
另外，電子學習令 SEN 學生失去互動和交流的機會。有受訪教育工作
者反映，因疫情關係，教師不能跟同學有實體接觸，感覺有距離，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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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難為 SEN 學生提供個別指導，跟進工作停滯，無法了解他們的學習
進度。調查顯示近八成（78.7%）受訪教師同意在疫情停課期間，針對
SEN 學生的個別指導或跟進大幅停滯，有關情況值得關注。
3.

電子教學模式過於單一。電子學習中的遊戲和視聽元素能提升 SEN
學生的學習興趣，惟現時的電子學習模式主要集中在網上授課，形
式過於單一。
互動性強、趣味性高的學習模式，對提升 SEN 學生的學習動機有一定
幫助。調查發現，受訪初中 SEN 學生表示喜歡在電子學習課堂中遊戲
和教學影片元素，尤其喜歡在電腦科和數學科使用電子學習。另外，
超過五成（53.1%）受訪 SEN 學生認為電子學習有助減輕學習壓力；
同時超過四成（42.1%）認為使用電子學習可以提升學習興趣。
在各類電子學習模式之中，教師使用頻率較高的是實時網上會議（如
Zoom）以及網上教室和學習平台，而使用頻率較少的包括實時網上小
組跟進學習、實時網上單對單跟進學習或輔助軟件應用程式（如遊戲
app）
。電子學習策略眾多，實時網上授課只是其中之一，惟現時的電
子學習模式主要集中在即時網上教學，較欠缺個別化的線上學習跟進、
激發 SEN 自主學習的電子資源等，顯示現行電子教學模式過於單一，
未夠多元化。

4.

電子學習對 SEN 學生是一體兩面。電子學習不能脫離實體授課，兩
者並行方能照顧 SEN 學生的學習需要。
運用科技促進學習是教育大趨勢，不過對 SEN 學生而言，電子教學仍
難以全面取代傳統教學模式。有受訪專家指出，實體課堂上的互動性和
群體交往，是網上授課難以取代的，因為與教師和同學的互動、社交和
群體生活對於 SEN 學生的成長尤其重要。不過 SEN 學生普遍對於實
時教學、互動性較強以及趣味性較高的學習模式感興趣，受訪專家亦認
同，電子教學有豐富的視聽元素，對於 SEN 學生而言較傳統教學有趣。
而八成（80.3%）受訪教師認為，在實體授課時輔以電子教學，更有利
於 SEN 學生學習，意味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能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由此可見，電子學習對 SEN 學生是一體兩面，電子學習中的遊戲和視
聽元素能引起 SEN 學生的學習動機，不過需配合教師的指導和支援，
否則只會適得其反。同時，實體課堂的互動和交流對 SEN 學生而言是
不可或缺，未來發展電子學習不能脫離實體授課，兩者並行才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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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學生的學習需要。
5.

SEN 學生的電子學習支援不足。SEN 學生持續在家中進行網課，
惟缺乏家人的協助和指導，加上缺乏社交機會，部分 SEN 學生出現
情緒低落。
SEN 學生使用電子學習時，需配合協助和指導才能發揮成效。調查
顯示，疫情停課期間，在家使用電子學習時，逾四成半（46.9%）受訪
SEN 學生出現沒有人協助上課情況，當中表示「經常」出現的佔 13.4%，
而表示「間中」出現的佔 33.5%。有個案反映在家使用電子學習時，
因沒有人監管和協助而感到迷失。另超過三成（32.0%）受訪初中
SEN 學生認為家人的協助最為重要。
調查顯示，有兩成（20.5%）受訪 SEN 學生表示在家使用電子學習
時，出現孤單／情緒低落的情況。有受訪個案表示，在家中上網課
時，沒有老師在旁指導，感到不習慣，亦沒有人可以協助上課。有
受訪個案亦表示，因長時間在家中上網課，缺少與老師和同學的交
流，容易感到孤單；加上疫情反覆，不少個案反映一些恆常的課外
活動也被迫取消，與同學相處的機會變得更少，感到無奈及低落。
研究反映 SEN 學生在家使用電子學習時，不單打擾他們的學習效
能，對他們的情緒反應亦帶來影響。

6.

開發更多適合 SEN 學生學習的軟件是關鍵。現時針對 SEN 學生的
網上參考教學資源不足，有需要開發更多適合 SEN 學生的科技軟
件。
調查顯示，逾七成（72.1%）受訪教師同意現時針對 SEN 學生的網
上參考教學資源不足；同時逾六成（62.3%）受訪教師認為科技公司
開發更多適合 SEN 學生學習的科技軟件，為有效幫助 SEN 學生推
行電子學習。研究中有受訪專家表示，SEN 學生學習較普通學生困
難，而電子教材有助他們學習，透過虛擬實境、互動遊戲等設計，
可豐富 SEN 學生的學習體驗，讓學習變得有趣。不過，現有的電子
教材多不適用於 SEN 學生，坊間為 SEN 學生研發的電子學習軟件
不多。該受訪專家認為可加強政府、社創及學校的合作，為 SEN 學
生研發個人化學習軟件。

iv

建
1.

議

成立「融合教育發展基金」，促進針對 SEN 學生的電子教材和輔助
學習科技的研發，並加強教師在運用科技上的專業發展。
因為面授和網上混合教學的模式已成為新常態 ，優質教育基金於
2021 年年底撥款 5 億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配套計劃」，
促進學界商界合作發展電子學習系統。研究建議，教育局可參考相
關計劃，為 SEN 學生成立「融合教育發展基金」，用以鼓勵初創企
業和學術機構應用嶄新科技，為 SEN 學生創建學習套件，促進 SEN
學生電子教材和輔助學習科技的研發，推動 SEN 學生的創新教學。
在軟件支援上，研究建議教育局應為教師提供基本電子學習課程指
引、教材範本和評核標準，減輕老師自行設計和製作多元化的教材
的工作量和壓力。同時，教育局應為 SEN 統籌主任和支援教師提供
更多科普教育上的培訓，讓教師掌握電子教學的技巧，將科技融入
學與教之中。

2.

構建 SEN 網上資源平台，整合活動、服務、教學資源、智能解決方
案等資訊，讓學校和家長配對合適的服務和解決方案，促進跨界別
協作。
研究建議，教育局應建立促進跨界別協作的網上資源平台，平台的
目的是集合不同持分者，包括學校、家長、非政府機構、學術機構、
創科企業等，除了整合有關 SEN 的資訊、活動、課程和學習資源等，
不同持分者更可以在平台上按需要而作出配對，例如學校可利用平
台搜尋企業解決方案、家長搜尋非政府機構的支援服務等，鞏固學
校和家長與其他持分者的網絡，促進跨界別連結、交流和協作。

3.

在半日面授課堂的模式下，學校應善用下午時間，加強對 SEN 學生
的課後功課和情緒輔導。
疫情持續反覆，教育局暫定 2022 至 2023 的新學年暫時維持半日
面授課堂，同時會視乎疫情決定全日面授和其他課外活動的安排。
半日面授課堂依然會令 SEN 學生的學習時間減少，專注力亦降低，
影響學習進度，加上在防疫限制下，部份由學校或社福機構提供的
課後輔導、學習班、訓練和治療等服務都受阻，繼續維持現況會對
SEN 學生長遠造成負面影響。研究建議，學校應加強以小組或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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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為 SEN 學生提供課後的功課和情緒輔導，幫助他們跟上學習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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