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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特殊教育需要子女關注組 

新肺炎疫症對基層 SEN 家庭的影響 問卷調查 

1、前言 

因新冠狀肺炎(COVID-19)疫症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其後疫症蔓延至全球各

地，截至 2020 年 5 月 9 日，全球有 187 個國家（地區）傳出確診案例，病例數逾 390 萬餘人，超過

27 萬人喪命，致死率約 7%1。而本港共有確診/疑似個案 1045 宗，死亡個案有 4 宗，迄今為止全球感

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均已超過 2003 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對香港的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現時

香港的旅遊、零售和飲食業等均受重創，而基層市民深受影響。 

 

在各項防疫措施中，對兒童有直接影響的無疑是宣佈學生停課，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發佈的資料，指停課對全球 3.63 億學生造成影響2。基層家庭的兒童和照顧者在疫症中受

影響最大，包括影響學習進度，而基層學生因缺乏電腦或電子設備，相關設備殘舊，無網絡或上網速

度緩慢，往往較難持續參與網上學習；再加上學生長期困於家中，缺乏社交互動和群體生活，對學童

的情緒和行為均有負面影響。而雙職照顧者則有機會獨留兒童在家中，即使是全職照顧者，若要全天

候照顧兒童，則會增加父母的照顧壓力，兒童長期賦閑在家中，學習動機與積極性均會減低，亦容易

滋生與照顧者的矛盾。 

 

對於 SEN 兒童，停課期間，若恒常的訓練停止亦會造成情緒失控，而長時間困在家中，容易產生

負面行為，也易與照顧者/家長產生摩擦，同時影響照顧者情緒，更何況照顧者需要 24 小時照顧 SEN

兒童。根據教育局定義 SEN 包括讀寫障礙、肢體傷殘、發展遲緩、聽障、視障、言語障礙和情緒問題。

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全港共有 1,027,1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當中有 317,650 名小學生和 301,026

名中學生在公營中、小學就讀3，確診 SEN 學生人數有 49,080 人4，佔主流學生人數的 7.9%；再加上有

7,659 名 SEN 學童就讀於特殊學校 5，2,121 名 SEN 兒童就讀於英基學校、其他私立國際學校和私立獨

立學校，學齡 SEN 兒童共 58,860 人。在學前 SEN 兒童人數方面，由於無就讀於幼稚園的 SEN 幼兒統

計數目，至 2018 年底，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特殊幼兒中心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共提供 7,322

個名額6，加上有 5,142 輪候人數，推算共 12,464 名確診學前 SEN 兒童7。 綜合上述數據，保守估計在

                                                      
1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4/4299961 
2 UNESCO,COVID-19 Educational Disruption and Response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新冠肺炎下教育制度的影響及回應（2020 年

3 月 10 日） 
3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答覆編號: EDB 342 
4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答覆編號: EDB 009 
5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答覆編號: EDB 035 
6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答覆編號:LWB(WW) 0118 
7 學前 SEN 兒童情況 

學前服務 
輪候人數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2018-19 年度名額數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總數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2,849 3,454 6,303 

特殊幼兒中心 1,472 1,888 3,360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821 1,980 2,801 

總數 5,142 7,322 12,464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4/4299961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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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港確診 SEN 兒童 (學前和學齡) 至少有 71,324 人8, 換言之 6.9%兒童為確診 SEN 兒童，若加

上懷疑個案，相關數字可能仍是低估。 

 

雖然自本年初，港府共推出三次共 2,875 億元的措施協助受影響的企業和市民，包括 2020 年 2 月

21 日經立法會批准的第一輪 300 億元防疫抗疫基金，2 月 26 日由財政局局長公佈的《2020-21 年度財

政預算》共 1,200 億元的舒緩措施和 4 月 18 日經立法會批准的第二輪 1,375 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9。但未有針對兒童，尤其是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和照顧者推出相關抗疫或支援措施。SEN 的家庭

在停課和疫症下遇到的問題更複雜，SEN 兒童有機會因長期留在家中而出現能力倒退，甚至有情緒或

行為問題，照顧者情緒亦備受困擾。 

 

2. 理論及文獻回顧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於 2 月 27 日至 3 月 4 日進行網上問卷調查，訪問 1,393 名照顧者，9 成為

女性，照顧對象主要是其子女及父母，涉及自閉症、過度活躍症、SEN 學童、智障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等。調查發現（SEN）學童及長期病患等人士近期減少外出，逾 8 成近期出現較差的情緒或行為問題，

3 成會攻擊自己或他人，對其家人及照顧者亦構成壓力，逾 7 成照顧者表示出現抑鬱症狀，令照顧者

身心俱疲，瀕臨崩潰
10
。 

 

本會於 3 月發佈的《新冠肺炎疫症措施對基層兒童的影響問卷調查報告中》亦顯示，基層學生停

課又停學，被困斗室，家庭有經濟困難，父母心情也不好，八成多兒童覺得很煩悶，六成多兒童表示

心情更差了，四成多更常無故發睥氣，三成多常與家人吵架，一成多覺得人生無希望。家長亦反映子

女在家變得自閉或情緒化，甚至有小朋友無故大叫或過份沉迷打機。尤其是特殊教育問題或長期病的

小朋友，令家長更頭痛及擔心。 

 

此外特殊幼兒復康及升小關注組於 2 月進行網上聯署，共收集 158 位特殊學童家長的回應，當中

9 成半家長希望政府復課後，於暑假期間為特殊學童提供密集式訓練，至於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

評估期則由 3 月底，延期至所有有需要的特殊學童均能有足夠時間接受評估，讓家長有依據地選讀特

殊學校或是主流學校11。 

 

                                                      
8在公營中、小學就讀的 SEN 學生情況 

學年 學校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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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語障礙 精神病 總數 

2018/1
9 

小學 10,370 760 5,690 5,110 110 40 360 2,510 60 25,010 

中學 11,430 830 3,840 6,780 150 60 310 360 310 24,070 

總數 21,800 1,590 9,530 11,890 260 100 670 2,870 370 49,080 

 
9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html 
10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84177/%E3%80%9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3%80%918%E6%8
8%90SEN%E5%AD%B8%E7%AB%A5%E5%8F%8A%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6%83%85%E
7%B7%92%E8%BD%89%E5%B7%AE%E3%80%80%E9%80%BE7%E6%88%90%E7%85%A7%E9%A1%A7%E8%80%85%E6%8A%91%
E9%AC%B1?mtc=40001&srkw= 
11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3283-20200309.htm?spTabChangeable=0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anti-epidemic-fund.html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84177/%E3%80%9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3%80%918%E6%88%90SEN%E5%AD%B8%E7%AB%A5%E5%8F%8A%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6%83%85%E7%B7%92%E8%BD%89%E5%B7%AE%E3%80%80%E9%80%BE7%E6%88%90%E7%85%A7%E9%A1%A7%E8%80%85%E6%8A%91%E9%AC%B1?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84177/%E3%80%9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3%80%918%E6%88%90SEN%E5%AD%B8%E7%AB%A5%E5%8F%8A%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6%83%85%E7%B7%92%E8%BD%89%E5%B7%AE%E3%80%80%E9%80%BE7%E6%88%90%E7%85%A7%E9%A1%A7%E8%80%85%E6%8A%91%E9%AC%B1?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84177/%E3%80%9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3%80%918%E6%88%90SEN%E5%AD%B8%E7%AB%A5%E5%8F%8A%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6%83%85%E7%B7%92%E8%BD%89%E5%B7%AE%E3%80%80%E9%80%BE7%E6%88%90%E7%85%A7%E9%A1%A7%E8%80%85%E6%8A%91%E9%AC%B1?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84177/%E3%80%9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3%80%918%E6%88%90SEN%E5%AD%B8%E7%AB%A5%E5%8F%8A%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6%83%85%E7%B7%92%E8%BD%89%E5%B7%AE%E3%80%80%E9%80%BE7%E6%88%90%E7%85%A7%E9%A1%A7%E8%80%85%E6%8A%91%E9%AC%B1?mtc=40001&srkw=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3283-20200309.htm?spTabChangeab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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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電台於 4 月 20 日播出的《鏗鏘集》以「我天天在家」為題，反映了對於 SEN 學生來說，停

課打亂了他們原來的生活，缺乏發洩機會，令他們與家人的磨擦增加，而停課亦讓 SEN 兒童被困家

中、平常的訓練暫停，導致情緒失控，能力出現大倒退的情況12。  

3．針對 SEN 兒童的支援政策  

3.1 學前 SEN 兒童支援政策 

3.1.1 三種學前支援服務互補不足 

   近年政府在對學前 SEN 兒童的支援已大幅改善。在社會福利署的統籌下，確診的 SEN 兒童可輪

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及特殊幼兒

中心) ，因平均輪候時間介乎 13.1 至 19.6 個月之間13，等候期間確診 SEN 幼兒可選擇參與「為輪候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以配合不同 SEN

兒童的需要。而社署亦將於 2020/21 學年底為 21 間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營辦機構每間添置一部流動

訓練車，並資助司機職位及營運開支14。 

 

3.1.2 新症評估時間逐年遞增，但評估途徑增加 

    學前 SEN 兒童要參加學前支援服務，則需先確診。港府自 2005 年推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

務」，透過衛生署、醫管局、教育局、社署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可將學前懷疑有 SEN 的兒童轉介至

所屬地區的母嬰健康院。現時幼稚園/幼兒中心或家長若懷疑兒童有 SEN，均可到母嬰健康院排期，

由護士篩選後將有需要個案轉介至衛生署轄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進行評估。除此途徑外亦可

尋求註冊西醫/心理學家轉介至衛生署或醫院管理局進行評估。由於市民對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所

提供的需求持續增加，加上醫生流失率高且增聘困難，雖然港府現時有 7 間測驗中心，但最近兩年

測驗中心在 6 個月內完成評估新症的比例僅為 55%（2017 年）和 49%（2018 年）15。 

 

    學前兒童除以上評估方法外，現時亦有非牟利機構或私人機構為其提供評估服務，部分非牟利

機構為基層懷疑 SEN 兒童提供收費低廉或免費的評估服務，確診後的 SEN 兒童均可參與學前支援服

務。而 2020 年施政報告中將有 SEN 跡象的兒童也納入服務範圍，有效彌補評估輪候期較長的問

題。 

 

3.1.3 先開展試驗計劃，再將計劃恒常化的模式有效協助學前 SEN 兒童 

   無論是「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12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3331/%E3%80%90%E5%81%9C%E8%AA%B2%E5%9B%B0%E7%8D%B8%E9%AC%A5%E3%80
%91SEN%E5%AD%B8%E7%94%9F%E5%81%9C%E8%AA%B2%E7%BC%BA%E7%89%B9%E6%AE%8A%E8%A8%93%E7%B7%B4%E
6%83%85%E7%B7%92%E5%A4%B1%E6%8E%A7%E3%80%80%E5%AA%BD%E5%AA%BD%E6%86%82%E5%85%92%E5%AD%90%
E8%83%BD%E5%8A%9B%E5%A4%A7%E5%80%92%E9%80%80?mtc=40001&srkw= 
13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P264 

服務類別 2017-18 平均輪候時間（月）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16.2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13.1 

特殊幼兒中心 19.6 

 
14 立法會秘書處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給本會的書面查詢答復 
15 https://www.dh.gov.hk/tc_chi/budget/files/2019-20_chi.pdf https://www.dh.gov.hk/tc_chi/budget/files/2019-20_chi.pdf 

p1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ZSnGxP5UI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3331/%E3%80%90%E5%81%9C%E8%AA%B2%E5%9B%B0%E7%8D%B8%E9%AC%A5%E3%80%91SEN%E5%AD%B8%E7%94%9F%E5%81%9C%E8%AA%B2%E7%BC%BA%E7%89%B9%E6%AE%8A%E8%A8%93%E7%B7%B4%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3%80%80%E5%AA%BD%E5%AA%BD%E6%86%82%E5%85%92%E5%AD%90%E8%83%BD%E5%8A%9B%E5%A4%A7%E5%80%92%E9%80%80?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3331/%E3%80%90%E5%81%9C%E8%AA%B2%E5%9B%B0%E7%8D%B8%E9%AC%A5%E3%80%91SEN%E5%AD%B8%E7%94%9F%E5%81%9C%E8%AA%B2%E7%BC%BA%E7%89%B9%E6%AE%8A%E8%A8%93%E7%B7%B4%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3%80%80%E5%AA%BD%E5%AA%BD%E6%86%82%E5%85%92%E5%AD%90%E8%83%BD%E5%8A%9B%E5%A4%A7%E5%80%92%E9%80%80?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3331/%E3%80%90%E5%81%9C%E8%AA%B2%E5%9B%B0%E7%8D%B8%E9%AC%A5%E3%80%91SEN%E5%AD%B8%E7%94%9F%E5%81%9C%E8%AA%B2%E7%BC%BA%E7%89%B9%E6%AE%8A%E8%A8%93%E7%B7%B4%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3%80%80%E5%AA%BD%E5%AA%BD%E6%86%82%E5%85%92%E5%AD%90%E8%83%BD%E5%8A%9B%E5%A4%A7%E5%80%92%E9%80%80?mtc=40001&srkw=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3331/%E3%80%90%E5%81%9C%E8%AA%B2%E5%9B%B0%E7%8D%B8%E9%AC%A5%E3%80%91SEN%E5%AD%B8%E7%94%9F%E5%81%9C%E8%AA%B2%E7%BC%BA%E7%89%B9%E6%AE%8A%E8%A8%93%E7%B7%B4%E6%83%85%E7%B7%92%E5%A4%B1%E6%8E%A7%E3%80%80%E5%AA%BD%E5%AA%BD%E6%86%82%E5%85%92%E5%AD%90%E8%83%BD%E5%8A%9B%E5%A4%A7%E5%80%92%E9%80%80?mtc=40001&srkw=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s://www.dh.gov.hk/tc_chi/budget/files/2019-20_chi.pdf
https://www.dh.gov.hk/tc_chi/budget/files/2019-20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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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最新提出的 20 個月的 SEN 兒童早期介入試驗計劃，均透過關愛基金或獎券基金推行試驗計劃，

提高了計劃開展的機動性。政府亦委託獨立專業團隊針對各計劃進行成效評估，包括 2016 年 9 月針

對「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進行成效評估顧問研究，報告已於 2018 年公佈。關愛基金早於 2011

年 12 月推出「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為了檢討服務，社署曾以隨機抽

樣形式，向 50 名受惠人士（佔受惠人數 5.8%）就本援助項目作意見調查，亦統計了受惠兒童在獲

得項目的津貼服務前後所接受其他機構服務的情況。當成效評估報告證明計劃的有效性後，即將計劃

恒常化，此模式值得借鑑。 

 

3.2 學齡 SEN 兒童的支援政策 

   融合教育自 1999 年在主流學校推出，至今已 21 年。學齡 SEN 兒童的支援主要由教育局統籌，在

融合教育的理念下，教育局主要通過現金津貼的模式資助學校自行開展相關支援服務。包括「學習

支援津貼」、「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ENCO」、「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和「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等。

本會 2015 年發佈的《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及家長的支援服務問題 問卷調查報告》；2018 年 2 月發佈的

《學前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過渡至學齡階段的服務需要》質性研究調查報告；同年 12 月發佈《基層

學齡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在「人本支援」模式下的支援成效》質性研究報告和 2019 年 12 月發佈的

《基層 SEN 兒童和照顧者需要》調查報告均指出融合教育的局限性。 

 

3.2.1 欠缺完整針對 SEN 學童由學前至學齡的過渡政策 

與學前兒童支援政策不同，除特殊學校外，在主流學校就讀的 SEN 兒童如需職業治療服務，會

由醫院負責提供，而中小學亦可運用學習支援津貼購買專業支援服務。但現時所謂的銜接或過渡政

策僅為 2018-19 年，教育局與社會福利署、醫院管理局和衛生署實施優化的協作機制，在取得家長

的同意後，把 SEN 兒童的學前評估資料和進展報告在開學前傳遞給公營或直接資助小學，以便小學

及早知悉有關兒童的特殊教育需要，進展報告亦包括支援 SEN 兒童小學生活的建議。但港府仍拒絕

將三種專業學前資助服務延長到低小階段。 

 

3.2.2「學習支援津貼」各學校開展參差 

    在 2019-20 學年，教育局重整了學習支援津貼、小學加強輔導計劃及融合計劃，而學習支援津

貼取代後者，並推廣至所有公營普通中小學。在 2019-20 學年，學習津貼的第二層個別津貼額為

$15,000 元，而第三層個別津貼額為$60,000 元。每間學校的津貼額分第一指標 60 萬，指標二為 160

萬元，指標三為 220 萬元。若學校達到指標一的 60 萬元，會扣減轉換一名支援老師的起薪點年薪

（約 36 萬元），即學校在獲提供支援老師外，尚餘 24 萬元學習支援津貼可供運用。若學校申請的學

習支援津貼額已達指標二（即 160 萬元），教育局會為學校提供多一個額外常額教席讓學校委派合適

的教師擔任支援老師，若津貼額達指標三，學校則會獲提供兩個額外常額教席16。2018/19 學年教育

局為公營主流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的修訂預算開支約為 3 億元17，在 385 間主流中小學中，有 39%

（150 間）的學校獲得 60 萬或以下津貼，24.2%（92 間）的學校獲得 61-100 萬津貼，36.9%(142 間)的

學校獲得 100 萬或以上津貼18。 

                                                      
16 立法會秘書處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給本會的書面查詢答復 

 
17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P216 
18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P326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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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向普通公營小學及中學提供的現金援助，學校應靈活運用這些資源，並透過「三層支援

模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學校可增聘額外人手如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設計活動及教材、協助學生

進行課堂學習活動，外購專業支援或輔導服務 (如在校內提供行為或情緒輔導、社交訓練 )，以協

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學校可亦可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推行校本教師培訓、家長教育等。不同於學前

支援服務均由專業機構提供的專業訓練服務，學習支援津貼並未要求學校必須外購專業支援服務，

因此各學校的實施情況參差。 

 

3.2.3「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ENCO」 

關愛基金由2015/16 學年開始，撥款推行為期3年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為錄取

較多SEN兒童及經濟需要學生的主流學校提供一筆相等於中學學位教師及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薪金中

位數的現金津貼，方便學校聘請SENCO，試驗期的撥款約2.19億元，在2016/17學年，每所參與計劃的

小學和中學分別獲發494,400 元和566,880 元現金津貼19，在140 所符合上述準則的公營主流學校當中

共124 所學校(65 所中學、59 所小學)參與試驗計劃。自2019/20學年起，所有公營普通中、小學（455

所小學、389所中學)均獲提供一位SENCO20。若學習支援津貼達到或超過指標一的60萬元，小學的

SENCO為小學學校教師職級，而中學的則為高級學位教師職級。 

 

3.2.4「教育心理學家」 

    由 2008/09 學年起，教育局分階段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以加強支援學校照顧學生的不同

教育需要。教育局進一步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目標是在 2023-24 學年讓約 6 成的公營普通中

小學接受優化服務，將教育心理學家與學校的比例由現時 1:6 至 1：10 提升至 1：4，其餘 4 成學校

的有關比例則提升至 1：6。自 2019-20 年，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會隔年招收 30 名學生，而理工

大學則會停辦教育心理學課程。在 2018/19 學年，全港有 541 和 472 間公營和資助小學和中學，只有

151 名教育心理學家負責為公營學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即每名教育心理學家僅可協助 0.14 間

學校。該學年，教育局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修訂預算為 1.73 億元，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約

佔 1,800 萬元21。 

 

3.2.5 言語治療 

   教育局自 2019-20 學年起，分階段在公營普通中、小學推行“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推行相

關加強服務的學校需要聘請約 110 名校本言語治療師，若未能成功聘請治療師的學校，則會獲發過

渡性津貼購買有關服務。 

 

3.2.6 其他支援計劃 

教育局曾於 2011-12 至 2014-15 學年推出先導計劃，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額外社會適應技巧小

組訓練，其後會根據此先導計劃的成功經驗，協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推出“喜伴同行：自閉

症支援計劃”，由香港大學帶領，協助 6 間非政府機構協助相關家庭。此外教育局亦於 2018-19 學年

下學期至 2020-21 學年上學期推行“賽馬會喜躍悅動計劃”，為學校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

生提供支援。 

                                                      
19財務委員會 審核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 局長：教育局局長，P638，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db-c.pdf 
20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P429 
21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P60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legco/replies-to-fc/19-20-ed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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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對 SEN 兒童的照顧者支援計劃 

3.3.1 「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僅適用於殘疾人士照顧者 

關愛基金於 2016 年 10 月推出向低收入家庭的殘疾人士照顧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助其生活開

支。基金將於 2018 年 10 月開展試驗計劃第二期至 2020 年 9 月，為期兩年，並由社會福利署負責推

行，照顧者可獲得每月$2,400 元的津貼資助，若照顧多於 1 名殘疾人士，則可獲得最多$4,800 元的

資助。可惜兩期試驗計劃的受惠名額總數有限，僅為 2,500 個22。 

 

但津貼計劃並非適用所有 SEN 類別的照顧者，僅適用於嚴重殘疾人士（經由社署康復服務中央

轉介系統登記輪候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及日間康復訓練服務的人士），包括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盲人護理安老院、長期護理院、住

宿特殊幼兒中心、展能中心、庇護工場及特殊幼兒中心，以及經由營辦機構輪候的社區照顧服務，

包括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3.3.3 津助家長／親屬資源中心服務人數有限 

全港現時有 17 間家長／親屬資源中心，當中有 3 間有指定的服務對象，亦有 6 間為自負盈虧家

長/家屬資源中心。當中僅有 6 間為政府津助，旨在提供一個集中的地點，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交流經

驗，並在中心職員的協助下互相幫助認識及接納有殘疾的家庭成員的需要，增強他們在家中照顧殘

疾家庭成員的能力。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平均每月的家庭會員數目超過 5,500 個。此外，社署於 

2015 年 9 月設立家長 ／親屬資源中心專業支援隊，透過與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聯繫，專業支援隊的

社工及專業治療師會為家長舉辦切合需要小組、工作坊及講座，並為家長及照顧者提供電話諮詢服

務，給予家長及照顧者適時及適切的支援。 

 

政府已於 2018-19 年起逐步將中心的數目由 6 間大幅增至 19 間。此外，政府會於其中 5 間中心

設立少數族裔專屬單位，以加強支援殘疾人士的家長及親屬／照顧者。值得留意的是截止 2018 年

底，6 間中心平均每月家庭會員人數僅有 5,551 人23，即使增至 19 間，預計受惠的家庭僅會增加約 4, 

300 個24，但現時逾 7 萬 SEN 兒童的服務，可見服務杯水車薪。 

 

 服務單位 地址 

1.  
香港明愛 

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堅道 2-8 號明愛大廈 101 室 

2.  
協康會 

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 
香港筲箕灣愛東邨愛善樓地下一室 

3.  
聖雅各福群會 

家庭喜點 
香港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5 樓 

                                                      
22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190222cb2-810-1-c.pdf 
23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p712 
24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P929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190222cb2-81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fc/fc/w_q/lwb-ww-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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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單位 地址 

4.  
香港明愛 

明愛樂越家長資源中心 
九龍太子道西 256A 號 B 座明愛服務中心 2 樓 

5.  
協康會 

海富家長資源中心 
九龍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地下 

6.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匯愛家長資源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 2 樓 

7.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 

白普理家長資源中心 
九龍東頭邨振東樓東翼地下 

8.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美樓地下 B 室 

9.  
協康會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粉嶺祥華邨祥智樓 B 翼地下 

10.  
香港耀能協會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第一座停車場大廈 3 樓 202 室 

11.  
育智中心有限公司 

育智中心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明樓 124-125 號 

12.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 
九龍彩虹彩輝邨彩葉樓 C 翼地下 

13.  
香港盲人輔導會 

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223-227 號 

名都廣場閣樓 M1 室 

14.  
香港耀能協會 
東九龍家長資源中心# 九龍橫頭磡邨宏亮樓地下 1-2 號 

15.  
協康會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 
九龍何文田愛民邨新民樓地下 106-107 室 

16.  
協康會 

馬鞍山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馬鞍山恒安社區中心地下 4-5 室 

17.  
協康會 

東湧家長資源中心#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商場(第二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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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清貧學生的網上學習相關計劃 

4.1 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教育局於 2015/16 學年起推行「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為全港公營中小學建立無線網絡校園，

以便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流動電腦裝置進行電子學習，關愛基金於 2018-19 學年起推行此援助項目，

資助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全額/半額的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和配件，並提供三年保養。2019/20 學年

綜援和全津學生可獲得$4,610 元的資助，半津學生則獲得$2,305 元資助。相關流動電腦裝置由學校

代學生進行集體採購。但根據關愛基金進度報告，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受惠者僅 3 萬人，但 2018

年 7-17 歲的貧窮兒童達 155,100 人25,受惠人數僅 19.3%。 

 

4.2 上網計劃 

政府雖於 2011 年推出「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並撥款 2.2 億元資助「有機上網」和小童群益會為基層

家庭提供購買電腦、資助上網服務及上門技術支援。但 2018 年 10 月，兩個計劃宣佈涉及私穩，政

府機構不能直接提供資料予機構識別合資格學生，而學童購買電腦和接受技術支援的需求下降，故

結束計劃。但港府自 2010 學年起會為領取綜援或學津的學生提供上網費津貼，2019/20 學年提供最

多$1,500 元津貼予綜援或全津學生，半額學生則獲$650 元上網費資助。而「有機上網」亦會為有需

要學生提供稍低於市價的上網服務26。但部分清貧學生居住於舊樓劏房，寬頻亦未必可覆蓋到，影響

在家中上網。 

寬頻服務供應商 寬頻服務 月費/港幣 (每年) 

 網上行 

8M 家居寛頻計劃^ $80x12 個月=$960 

30M/100M/200M 家居寛頻計劃^ $98x12 個月=$1,176 

 1000M 家居寬頻計劃^ $128x12 個月=$1,536 

 

4.3 疫情期的特別支援計劃 

4.3.1「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27 

計劃由香港賽馬會與香港青年協會和香港小童群益會合作推行，以及得到中國移動、CSL、

SmarTone 和 3 香港電訊供應商的支持。賽馬會透過撥捐 4,200 萬港元，向十萬名來自基層的中小學

生（尤其是居住於劏房、舊樓及偏遠地區而未能得到高速上網服務的學生）提供為期四個月的免費

流動頻寛數據卡，以便他們在停課期間可網上學習。計劃已於 3 月 12 日截止申請，收到超過 710 間

學校為十萬名本地中小學生提交的申請。首批五萬張流動數據卡已派發到學校，而香港青年協會和

香港小童群益會正派發餘下的流動數據卡到學校。此外，賽馬會與 3 香港合作為最多 1,000 間本地中

                                                      
25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報告 https://www.communitycarefund.hk/download/progress_of_Assistance_Programmes_tc.pdf 
26 
http://www.weborganic.hk/%e4%b8%8a%e7%b6%b2%e5%84%aa%e6%83%a0%e6%9c%8d%e5%8b%99%e5%85%a7%e5%ae%b
9/ 
27 https://elearningsupport.hk/ 

http://www.weborganic.hk/%e4%b8%8a%e7%b6%b2%e5%84%aa%e6%83%a0%e6%9c%8d%e5%8b%99%e5%85%a7%e5%ae%b9/
http://www.weborganic.hk/%e4%b8%8a%e7%b6%b2%e5%84%aa%e6%83%a0%e6%9c%8d%e5%8b%99%e5%85%a7%e5%ae%b9/
https://elearningsup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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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提供最多四個月的「Zoom 型學堂」的帳戶服務，支援老師提供網上教室，以增加學生的參與

度及互動。 

 

4.3.2 恒基兆業向 2000 名基層學生送贈手提電腦，WIFI 蛋和 50G 上網數據卡 

由於基層學生因資源匱乏難以進行網上學習，恒基兆業「抗疫基金」透過 6 間社福機構，向全港各

區共 2,000 名有需要的學生，送贈手提電腦連 WIFI 蛋和 50G 上網數據卡。 

 

5. 研究方法 

為了進一步瞭解新肺炎疫症對基層 SEN 家庭的影響，及瞭解基層 SEN 家庭在停課期間希望政府

提供的支援服務，本會於 2020 年 3 月透過 google form 向本會的 SEN 兒童家長進行問卷調查，期間

共收集了 227 份問卷。 

 

5.1 研究對象：本問卷調查對象為確診的 SEN 兒童的家長 

 

5.2 研究方法：本會向 SEN 關注組（whatsapp 群組）的會員照顧者透過網上問卷方法進行研究調

查。群組的所有成員均為本會會員，曾向本會職員提供經濟證明文件確保屬基層家庭，也曾提交

SEN 子女的評估報告。 

 

5.3 問卷設計 

是次調查採用結構性問卷，問卷共分爲四部分，共三十四條問題，主要內容為： 

一、受訪 SEN 家庭背景 

二、SEN 家庭住屋類型 

三、SEN 子女學習情況 

四、SEN 兒童和照顧者支援服務參與情況 

 

5.4 問卷分析 

   是次研究收集了共 227 份有效問卷，有關數據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件及 Google Form 網上

程式進行簡單分析。 

 

5.5 調查局限 

   本會並沒有全港確診 SEN 兒童的名單，不能以具有代表性和準確性的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訪問。

所以，訪問對象局限於本會所接觸到確診 SEN 兒童家長。 

 

6. 研究結果 

6.1 受訪 SEN 家庭情況 

受訪兒童主要為 6-12 歲兒童（佔 57.3%），其次為 12-18 歲（佔 21.6%），3-6 歲的 SEN 學生佔

18.5%，3 歲以下的則有 2.2%，而 18 歲或以上 SEN 學生則有 0.4%。 

 

受訪 SEN 兒童主要為男性（佔 61.4%），其次為女性（佔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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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SEN 兒童主要集中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54.2%）、其次為言語障礙（佔 35.2%）、讀寫障

礙（28.6%）、情緒問題（23.8%）、自閉症（19.8%）、智力障礙（7%）、聽力障礙（4%）和肢體傷殘

（0.9%）。亦有 11.9%的受訪者僅懷疑，無確診。 

 

受訪 SEN 兒童大部份於普通學校就讀（92.1%），5.7%則於特殊學校就讀，而 2.2%的兒童未就讀。 

 

受訪 SEN 兒童主要為小學生（佔 54.2%）、其次為幼稚園學生（24.2%），中學生則有 18.1%，而學前

則有 2.6%。 

 

受訪 SEN 兒童的家庭主要集中為 4 人家庭（佔 38.3%）、3 人家庭（26.9%）、5 人家庭（15.4%）和 2

人家庭（13.2%）。當中 51.2%的家庭中育有 2 個 18 歲以下的兒童，34.8%的家庭育有 1 個 18 歲或以

下兒童，亦有 11.5%的家庭育有 3 個兒童。 

 

受訪家庭主要集中為低收入家庭（佔 57.3%）、其次為綜援家庭（32.2%）、單親家庭（24.2%）和新移

民家庭（14.1%）。 

 

6.2 受訪 SEN 家庭的住屋類型  

受訪家庭主要居於公屋單位（69.2%），24.7%的家庭居於籠屋、板房、劏房（包括村屋/鐵皮屋），其

次則居於過渡性房屋、父母家或在親戚家借住等。居於籠屋、板房、劏房的家庭單位租金主要為每

月$3,001-$5,000 元（佔 55.7%），其次為$5,001-$7,000 元（佔 27.1%）、 $7,001-$9,000 元（7.1%）、

$1,001-$3,000 元（5.7%）、1,000 元或以下（4.3%）。租金中位數為$4,800 元，平均數為$4,752 元。 

 

居於籠屋、板房、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受訪者，他們的居所都比較狹窄，51.4%的 SEN 兒童居於面

積不足 120 呎的劏房內，20%的家庭居住面積僅為 121 呎-150 呎，10%的家庭居住面積為 151 呎-200

呎。亦有 40.1%的受訪者擔心居所不安全，怕受感染。 

 

居住面積 回應 百分比 

100 呎以下 18 25.7% 

101 呎-120 呎 18 25.7% 

121 呎-150 呎 14 20.0% 

151 呎-200 呎 7 10.0% 

200 呎以上 12 17.1% 

 

6.2 SEN 子女學習情況 

受訪 SEN 兒童的學校因防疫停課，但 74.4%的兒童的學校均有佈置網上功課，54.6%的 SEN 兒童的

學校有網上教學， 39.2%的學校有派習作功課，23.3%的學校要求學生自行印習作做功課，亦有 3.5%

的學校未有任何安排。 

 

SEN 子女在做學校安排的功課或練習時出現的問題主要集中為家中網速太慢（44.1%）、家中太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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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集中精神（41.4%）、只有手機做功課、容量少/網速慢（38.3%）、無法列印習作（35.7%）、家中

電腦太舊（33.9%）、不會做網上功課（33%）、家中無電腦/IPad（28.2%）、家中無書檯（17.6%）和家

中無上網（11.5%）。 

 

6.3 SEN 相關服務 

受訪 SEN 兒童家長有 82.4%需要照顧子女，無法工作，而 4%的受訪家長需要全職工作，4.4%的家長

要從事兼職工作，而 4.4%的家長則從事散工工作。值得留意的是 12.8%的家長在疫情期間失業。 

 

除單親外，受訪家長（227 名）的配偶在疫情期間有 30.7%需要從事全職工作，27%從事散工工作，

25.2%失業，10.4%需要照顧家人，無法工作，6.7%則需要從事兼職工作。 

 

有 22%（49 名）的受訪家長表示需要兒童託管服務，而 78%則表示不需要。值得留意的是只有 8.2%

的家長表示學校有提供託管服務，有 46.9%的家長表示學校不提供託管服務，亦有 44.9%的家長表示

不清楚。 

 

當問到相關家長（50 名）能否找到託管服務時，88%的家長表示找得到，亦有 12%的家長提及找不

到。 

 

在疫情發生前，SEN 兒童原本參加的服務包括醫院覆診（44.9%）、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

班（37.9%）、小學或中學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30%）、坊間或社區提

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26%)、坊間或社區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14.5%）、沒有參加服務（14.5%）、排期評估服務（12.3%）、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即早期

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及特殊幼兒中心（9.3%）、幼稚園「到校學前

康復服務試驗計劃」（7.5%）、幼稚園「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3.1%）。 

 

在疫情發生後，SEN 兒童受影響的服務主要包括：醫院覆診服務（41%）、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班

和學習班（38.8%）、小學或中學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26.4%）、坊間或

社區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16.7%）、沒有參加服務（15%）、排期評估

服務（8.8%）、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

兒童計劃及特殊幼兒中心（8.4%）、幼稚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7.5%）、幼稚園「為輪候

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2.6%）。 

 

在這段期間，SEN 照顧者當中有 52.9%的情緒受到很大影響、46.7%的照顧者情緒受一定影響、覺得

沒有受到影響的只佔 0.4%。 

 

而照顧者的情緒主要受到的影響的原因包括：子女問題（94.7%）、家庭經濟（79.7%）、就業問題

（35.2%）、獲取社區支援問題（28.2%）、住屋問題（27.3%）、夫妻關係（23.3%）、與其他親人的關

係（16.3%）。 

 



14 
 

照顧者在最近一個月當中，有 93%的受訪者有失眠情況，僅 7%的照顧者沒有失眠。而在 220 位有失

眠問題的受訪者當中，有 25.9%的照顧者每星期有 3 日失眠、24.5%的受訪者每星期有 2 日失眠、

13.2%的照顧者每日都失眠、9.5%的受訪者每星期有 4 日失眠、8.6%的照顧者每星期有 5 日失眠、

7.7%的受訪者每星期失眠日數為 1 日、6.4%的照顧者每星期失眠日數為 6 日。 

 

95.1%的受訪者均表示在疫症期間，均覺得照顧 SEN 子女更困難。 

 

照顧者在疫症期間，最擔憂的包括：不夠抗疫物資，例如口罩（81.1%）、照顧 SEN 子女（78.9%）、

家庭經濟（76.7%）、怕子女停了訓練（53.3%）、怕居所不安全，易受感染（40.1%）、就業問題

（37.4%）和夫妻關係（21.6%）。 

 

照顧者覺得子女最讓他們困擾的問題包括：子女功課（87.7%）、子女情緒（80.2%）、網上功課

（74.9%）、子女行為（68.3%）、與子女的相處矛盾（65.2%）、子女的社交（51.1%）和子女的覆診

（41.4%）。 

 

在 227 名受訪者中，最近兩個月 83.3%有自殺念頭，而 16.7%則表示無。 

 

當問到最近兩個月是否需要服務精神科藥物（如安眠藥），有 52.9%受訪者表示不需要、22.9%表示需

要，另外 24.2%的則表示不適用。 

 

當問到希望政府如何協助基層 SEN 兒童和家長時，最多受訪者（77.5%）希望政府提供防疫物資

（如口罩和消毒酒精搓手液等）、73.1%受訪者希望為 SEN 家庭提供額外津貼（包括居住劏房的租金

津貼、SEN 子女照顧津貼等）、66.5%希望針對子女網上學習的電子設備（如電腦，IPAD，SIM 卡，

網絡等）56.8%希望學校或各中心分時段給 SEN 子女預約回校做功課/做電腦功課/溫書、49.8%希望

學校或各中心分時段給 SEN 子女預約接受有限度訓練與治療、22.5%受訪者希望疫情過後，讓 SEN

子女重讀一年（如幼稚園 S 位）、21.1%針對 SEN 子女的託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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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分析 

7.1 受訪 SEN 兒童超五成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照顧者壓力俱增 

新冠狀肺炎(COVID-19)疫症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湖北武漢市爆發後，全港各中小學幼稚園亦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開始停課，旨在減少各學校內學童和校內人員互相感染或傳播病毒的機會，教育

局多次宣佈停課，確實復課日期仍有待當局視乎疫情的發展狀況而作最後確定。至現時為止，本港

學童停課已達三個月，影響學生人數逾 122 萬，當中逾 72.1 萬為中小學生，當中包括逾 21 萬貧窮中

小學和幼稚園學童，亦影響 71,324 名 SEN 兒童，照顧者在停課期間面對 SEN 兒童的照顧壓力俱

增。 

 

是次調查中的 SEN 兒童全為基層兒童，有 57.3%來自低收入家庭、32.2%為綜援家庭，而單親家

庭和新移民家庭則各佔 24.2%和 14.1%。他們主要集中 6-12 歲兒童（佔 57.3%）、其次為 12-18 歲兒童

（21.6%），3-6 歲兒童（18.5%），學前和 18 歲以上的兒童分別為 2.2%和 0.4%。他們當中的 SEN 類別

最多的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54.2%）、其次為言語障礙（佔 35.2%）、讀寫障礙（28.6%）、情緒

問題（23.8%）、自閉症（19.8%）、智力障礙（7%）、聽力障礙（4%）和肢體傷殘（0.9%），亦有

11.9%的受訪者僅懷疑，無確診。 

 

7.2 居住劏房不適切居所亦為壓力來源 

居於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受訪者，他們的居所都比較狹窄，逾八成的 SEN 兒童居住面積不足

200 呎，更有 51.4%的 SEN 兒童居於面積不足 120 呎的劏房內。但租金卻為$3,001-$5,000 元

（55.7%）、$5,001-$7,000 元（佔 27.1%）。居於出租私樓的基層兒童，其住屋環境明顯較居於公屋的

學童差，家中環境，無論通風或衛生欠佳，照顧者均擔心留在劏房家中避疫未必安全。而照顧者當

中亦有 27.3%表示其情緒受到住屋問題的影響。 

 

此外劏房擠迫，較多租住的 SEN 家長反映家中無書檯（17.6%）、沒有安裝上網（11.5%）、上網速

度太慢（44.1%）或家中太吵，無法集中精神（41.4%），均反映租住不適切居所的 SEN 學生學習條

件更差，這與家中租金負擔重，生活開支大，空間狹窄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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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清貧 SEN 學生難已應付網上教學 

雖然是次調查中，雖然所有學校都因防疫而停課，但 74.4%的 SEN 兒童的學校均有佈置網上功

課，54.6%的學校有網上教學，23.3%的學校要求學生自行列印習作做功課，僅 39.2%學校派習作功

課。對於基層學生來說，網上教學最大的阻礙源於家中的網絡和電腦問題。受訪者當中有 44.1%覺

得家中網速太慢，只有手機做功課、容量少/網速慢（38.3%）、無法列印習作（35.7%）、家中電腦太

舊（33.9%）、不會做網上功課（33%）、家中無電腦/IPad（28.2%）、家中無書檯（17.6%）和家中無上

網（11.5%）。可見若基層 SEN 兒童家中缺乏基本電腦和上網，或者擁有的電腦太慢亦阻礙網上學

習，未能跟上學習進度。亦有受訪者表示家中只有一部電腦，若家中超過一名子女，不同學校的網

上教學時間重疊，影響 SEN 子女的教學進度。 

 

現時本港教育均強調電子學習，學生亦需完成網上功課或於網上搜集資料。但本次疫情期間，

卻突顯基層學生家中缺乏電腦、電腦殘舊或者上網速度慢的詬病，亦從另一方面顯示社會多年來提

及的縮窄學習上的數碼差距，並未有透過政府推出為綜援學生提供的上網費津貼或關愛基金援助項

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項目得到改善。 

 

7.4 兩成 SEN 兒童有託管需要，但近五成學校不提供託管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受訪的 SEN 兒童的照顧者有 22%表示需要託管服務，但他們當中有 46.9%家長

表示學校不提供託管服務，亦有 44.9%的家長表示不清楚。在防疫期間，教育局主要宣佈各學校停

課，亦呼籲學童停課不停學，鼓勵學校進行網上教學，雖然有建議學校開放校園，為有需要回校的

學童提供支援等措施。但調查結果顯示亦有一定比例的學校未有為有需要回校的學童提供支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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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知道學校是否有學童回校支援措施。 

 

對於基層 SEN 兒童的家長來說，疫情期間仍有一份可維持生計的工作已屬難得，但如果因照顧

SEN 子女而無法工作，將有機會讓赤貧家庭陷入綜援網。此外即使家中有照顧者，但停課期間讓照

顧者長時間照顧兒童已屬困難，再加上要照顧有 SEN 的兒童（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或自閉症兒

童），無疑對家長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可見學校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返校支援或託管服務極為重要。 

 

7.5 絕大部分針對 SEN 的支援服務受疫情影響嚴重 

是次調查中，在疫情前最多 SEN 學生參加的服務為醫院覆診（44.9%）、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

班和學習班（38.9%）、學校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行為小組和訓練等）30%和坊間或社區提

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29%）。疫情發生後，幾乎所有服務均受影響，特別是於學校或坊間舉行的興

趣班、學習班和治療性服務等。值得留意的是醫院覆診和排期評估服務亦受影響。而相關支援服

務，對改善 SEN 學生情緒和行為等均有重要意義，若 SEN 學生在停課期間常期留在家中，缺乏與朋

輩師長的互動，亦缺乏適當運動，對 SEN 學生均有負面影響。 

 

雖然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要做到停課不停學，除了網上學習支援外，在控制適當人數的前提

下，教育局應要求各學校在疫症期間，分時段給 SEN 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特別優先予出現嚴重負面

情緒和行為的 SEN 兒童。 

 

而根據社會福利署建議，政府宣佈在實施針對性措施減低社交接觸和採取預防感染措施的前提

下，受資助的幼兒中心、庇護工場及展能中心等均停止服務，但各中心會按情況開放予有特別需要

的服務使用者；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只提供個案服務；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社區中心等大部分受資助單位的中心均不對外開放，但維持有限度服務，但

不提供小組和活動性服務，服務單位內供公眾人士使用的地方(如資源角、遊戲角等)暫停使用。而

本港絕大多數的非牟利社福機構均會參考社署的指引。社署應該建議各中心在疫症期間，在避免人

群聚集的安全前提下，分時段分人數安排 SEN 兒童前往參加支援服務。 

項目 SEN 學生在疫情前參加的服務百

分比 

SEN 兒童在疫情期間受影響的

服務百分比 

醫院覆診 44.9% 41%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

班 

37.9% 38.8%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治療性服務

（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30% 26.4%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

班 

26% 28.6%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治療性服務

（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14.5% 16.7% 

排期評估服務 12.3% 8.8% 

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

(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

9.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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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及特殊幼兒中心 

幼稚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

計劃」 

7.5% 3.1% 

幼稚園「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

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

劃 

7.5% 2.6% 

 

7.6 最擔心缺乏抗疫物資和子女問題 

是次調查中，SEN 兒童的照顧者當中有 99.6%的家長情緒都受到很大影響或一定影響。95.1%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疫症期間，均覺得照顧 SEN 子女更困難。而他們在疫情期間也擔憂不夠抗疫物

資，例如口罩（81.1%）、照顧 SEN 子女（78.9%）、家庭經濟（76.7%）和怕感染（74.4%）。 

 
是次疫情爆發，口罩等抗議物資嚴重不足，不少藥房或商鋪大幅抬高抗疫物品售價謀取暴利，

如索價$300-200 元一盒口罩，沒有經濟能力的基層市民根本無法負擔購買抗疫物資的費用。當局應

考慮將涉及基本生活的商品，納入法例之列，如將口罩納入《儲備商品條例》之中，並維持不少於

三個月甚至半年的供應，避免出現炒風。或者效仿澳門，市民可憑身份證，每人每次購買一定數量

的成人和兒童口罩，避免公眾出現極大恐慌和不安。 

 

在 SEN 子女停課期間，讓照顧者最困擾的 SEN 子女問題為功課問題（87.7%）、情緒（80.2%）、

網上功課（74.9%）、子女行為（68.3%）、與子女的相處矛盾（65.2%）、子女社交問題（51.1%）和子

女的覆診（41.4%）。雖然疫情期間通過停課，避免市民外出感染病毒的政策無可厚非，但卻亦引發

SEN 子女學業、情緒和行為，與父母衝突等負面影響。當局應在疫情緩和時，為避免聚集人數過

多，分時段分流規定 SEN 子女和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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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照顧者身心疲憊，超過八成在最近兩個月有自殺念頭 

是次調查中有 22.9%的受訪者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如安眠藥），更有超過八成（83.3%）的照顧

者表示最近兩個月有自殺念頭，可見照顧者的精神已處於崩潰邊緣，極需支援。但現時停課，抑或

針對 SEN 兒童的訓練和學習服務停頓，SEN 兒童的規律生活被打斷，學習能力倒退，負面情緒和行

為問題加劇。面對物資不足、支援不足、經濟困難等問題，照顧者和照顧對象在疫情下難以外出，

雙方都被迫困在家中，恐造成家庭悲劇。 

8. 政策建議 

 

 將抗疫物資綱入《商品條例》之中，訂立不少於 3 個月的社會需求儲備； 

 

 為基層 SEN 家庭提供額外津貼（包括居住劏房的租金津貼、SEN 子女照顧津貼）等； 

 

 為基層學生提供針對恒常網上學習的電子設備（特別是電腦和寬頻上網），確保每一名清貧學生

在疫情中或疫情後都可參與電子學習當中； 

 

 在疫情緩解的情況下，學校和社福機構分時段給 SEN 子女預約回校做功課、參加有限度訓練和

支援服務；為照顧者提供針對 SEN 兒童的暫託服務，舒緩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讓參加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特別是特殊幼兒中心）、幼稚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

計劃」幼稚園「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服務的 SEN 學生可選擇延

長服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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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新肺炎疫症對基層 SEN 家庭的影響 問卷調查 

(供家中有 18 歲或以下的 SEN 兒童的家長填寫，本會希望透過問卷瞭解疫情期間大家想政府及學

校對 SEN 兒童提供甚麼支援。每個兒童填寫一份，如育有三名 SEN 兒童，則填三份) 

一、家庭背景 

1. 兒童姓名 

2. 兒童會員證號 

3. 兒童年齡 

4. 兒童性別 

5. 兒童就讀年級 

6. 家長姓名 

7. 家長會員證號碼 

8. 電話 

9. 子女屬哪種 SEN 

□讀寫障礙  □智力障礙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力障礙  □聽力障礙  □言語障礙  □情緒問題  □僅懷疑，無確診 

10. 子女現時就讀於什麼學校？ □普通學校  □特殊學校 

11. 子女現時就讀的年級 □未就學 □幼稚園 N 班 □幼稚園 K1-K3  □小學 □中學 □其他 

12. 家庭總人數________人 

13. 18 歲以下兒童人數________人 

14. 家庭月收入________元 

15. 你屬於哪個類別的家庭？（可多選） 

□單親家庭 □綜援家庭 □新移民家庭 □低收入家庭 □其他 

 

二、住屋類型  

16. 你住屋類型  □龍屋、板房、劏房（答 17-19）   □公屋（答 21）  □其他（答 21） 

17. 租金為________元 

18. 是否廚廁所共用  □是  □否   

19. 居所是否有窗    □有  □ 無 

20. 住屋間隔 □ 僅 1 房（套房）  □1 房 1 廳  □2 房 1 廳 □ 3 房 1 廳  □ 其他 

 

三、SEN 子女學習 

21. 學校因防疫停課，你子女學校有何安排？（可多選） 

□有網上功課做 □有網上教學 □派習作做功課  □要自行印習作做功課 □其他 □沒有任何安

排  

22. 你子女在做學校安排的功課或練習出現什麼問題？（可多選） 

□家中無電腦/IPAD  □家中無上網  □家中網速太慢  □家中電腦太舊  □不會做網上功課 

□家中無書檯  □家中太吵，無法集中精神  □無法列印習作等  □無問題 □其他 

 

四、SEN 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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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你於疫情發生期間需要工作嗎？ 

□需要全職工作  □需要從事兼職  □需要從事散工  □不需要工作 

24. 你的配偶於疫情期間需要工作嗎？ 

□需要全職工作  □需要從事兼職  □需要從事散工  □不需要工作 □不適用（如單親） 

25. 你需要託管服務嗎？□需要（答 26-27）  □不需要（答 28） 

26. 學校提供託管服務嗎？□提供  □不提供 □不清楚 

27. 你是否找得到託管服務？ □找得到 □找不到  

28. 疫情發生前，你的 SEN 子女原本參加哪些服務？（可多選） 

□排期評估服務 

□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及特殊幼兒中心) 

□幼稚園「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幼稚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 

□醫院覆診服務 

□醫院提供的小組和治療性服務 

□其他 

□沒有參加服務 

27. 疫情發生後，哪些服務受影響（如取消或延期）？（可多選） 

□排期評估服務 

□幼稚園「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即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及特殊幼兒中心) 

□幼稚園「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計劃 

□幼稚園「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小學或中學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治療性服務（如情緒或行為小組和訓練等） 

□坊間或社區提供的興趣班和學習班 

□醫院覆診服務 

□醫院提供的小組和治療性服務 

□其他 

□沒有參加服務 

28. 這段時間，你的情緒有無受影響？□受很大影響 □受一定影響 □沒有受影響 

29. 你的情緒因以下哪些問題受影響？ 

□子女問題（填 30）  其他填 31 

□家庭經濟  □夫妻關係  □與其他親人的關係  □住屋問題 

□就業問題  □獲取社區支援問題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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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你的子女哪些問題困擾你？ 

□子女功課  □網上功課  □子女情緒  □子女行為  □子女的社交  □子女的覆診 

□與子女的相處矛盾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31. 你最近一個月有沒有失眠的情況？□有，一星期    次  □沒有 

32. 你最近一個月有無自殺的念頭？ □有 □沒有 

33. 你最近一個月是否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如安眠藥）？□需要  □不需要  □不適用（不

需要） 

34.你希望政府如何協助基層 SEN 兒童和家長？ 

□學校或各中心分時段給 SEN 子女預約接受有限度訓練與治療 

□學校或各中心分時段給 SEN 子女預約回校做功課/做電腦功課/溫書 

□疫情過後，讓 SEN 子女重讀一年（如幼稚園 S 位） 

□針對 SEN 子女的託管服務 

□針對 SEN 子女的網上或預約輔導服務 

□針對家長的網上或預約輔導或管教訓練服務 

□為 SEN 家庭提供額外津貼（包括居住劏房的租金津貼、SEN 子女照顧津貼等） 

□針對子女網上學習的電子設備（如電腦，IPAD，SIM 卡，網絡等） 

□提供防疫物資（如口罩和消毒酒精搓手液等） 

□其他___________(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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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研究圖表 

 

(1) 受訪兒童年齡 

年齡 回應人數 百分比 (%) 

3 歲以下 5 2.2% 

3 至 6 歲（幼稚園） 42 18.5% 

6 至 12 歲（小學） 130 57.3% 

12 至 18 歲（中學） 49 21.6% 

18 歲或以上 1 0.4% 

合計 227 100.0% 

 

(2) 受訪兒童性別

  

 

 

(3) 兒童確認 SEN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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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兒童就讀學校類型： 

 

（5）兒童現時就讀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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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總人數 

 
（7）家庭中 18 歲以下的兒童人數 

 

（8）家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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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住屋類型 

 

(10)居住劏房的受訪者租金： 

 

每月租金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000 元或以下 3 4.3% 

1,001 至 3,000 元 4 5.7% 

3,001 至 5,000 元 39 55.7% 

5,001 至 7,000 元 19 27.1% 

7,001 至 9,000 元 5 7.1% 

合計 70 100% 

 中位數: 平均數: 

4,800 元 4,7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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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居住劏房的受訪者家中是否廚廁合一： 

 

 

（12）居住劏房的受訪者家中是否有窗： 

 

 

（13）居住劏房的受訪者的居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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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學校因防疫停課，受訪兒童的學校安排： 

 

 

 

 

 

 

 

 

 

 

 

 

（15）受訪兒童在做學校安排的功課或練習時出現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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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受訪兒童的家長在疫情發生期間是否需要工作？ 

 
 

 

 

 

 



30 
 

（17）受訪家長的配偶在疫情期間是否需要工作？ 

 

 

（18）受訪家長需要託管服務嗎？ 

 
(19)需要託管服務的兒童其學校有提供託管服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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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需要託管服務的兒童是否找到託管服務？ 

 

（21）疫情發生前，你的 SEN 子女原本參加哪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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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疫情發生後，哪些服務受影響，如取消或延期(可多選) 

  
 

23.這段時間，你的情緒有無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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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你的情緒因以下哪些問題受影響？

  
 

25.你最近一個月有沒有失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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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有失眠，一星期內失眠多少次？ 

  
27.疫症期間，你是否覺得照顧 SEN 子女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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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疫症期間，有何事情讓你擔憂？ 

  
29. 你的子女有哪些問題困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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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你希望政府如何協助基層 SEN 兒童和家長？

 
報告撰寫：黃文杰 

報告校對：施麗珊、王智源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地址：香港何文田公主道 52 號三樓 

電話：2713 9165 

傳真：21761 3326 

電郵：soco@pacific.ne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