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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香港
融合教育（SEN）推行超過十五年仍
不完善，有團體建議新的施政報告全
面檢討融合教育制度，統籌公帑使用
，幫助部分學校形成 「專長」，針對
某一類SEN學生，提供 「一條龍」式
教育及支援。

香港融合教育關注協會SEN Care
昨對政府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四
大要求，強調政府在全面檢討 「融合
教育」制度基礎上，改善融合教育出
現的問題。據悉，SEN學生包含特殊
學習障礙（SLD）、專注力不足／過
度活躍（ADHD）、自閉症（ASD）
、溝通障礙（CD）等九類。以特殊學
習障礙為例，香港大學2008年所做的
調查顯示，全港約有7-9%的學生患有
特殊學習障礙中最典型的閱讀障礙。
即香港每十個學生裡，便會有一個學
生受特殊學習障礙困擾。現時政府以
每位SEN學生資助一萬元方式資助學
校，以此推算每年使用八億元公帑資
助。

持教師資格並育有一名患學習障
礙兒子的蕭太表示，政府按每個SEN
學生一萬元方式補貼學校，出現有學

校為拿到補貼而接受四至七類SEN學
生。 「我曾接受不少於30小時的特殊
教育培訓，另外，為了兒子，我與丈
夫出席超過90小時講座和課程，仍時
有無從應對的情況出現，更何況他（
兒子）只是SEN九類學生中患學習障
礙的一類，老師則要面對不同種類的
SEN學生。」協會牽頭人、立法會議
員張超雄建議，學校可以校本為基礎
有彈性使用政府資助，並形成針對某
幾類SEN學生提供教育及支援。政府
可將學校 「專長」資訊寫入學校概覽
，並做到資訊透明，在心理診斷後對
SEN提供連貫的 「一條龍」式的支援
服務。

教師缺乏足夠培訓
而老師葉智勇反映，教師缺乏足

夠培訓，導致無法辨識和應對SEN學
生的特殊需要： 「剛給學生監考，有
閱讀障礙的SEN學生需要聽題考試及
增加額外的考試時間，但是其他學生
則『投訴』考試在安靜的環境下進行，
冇指引話畀我們知道如何應對這類情
況，亦無相關標準評估實行效果。」

此外，社會對SEN學生缺乏了解

。協會成員蔡雪珍反映，學校老師對
SEN學生的特殊照顧，卻常常被其他
學生家長認為有欠公允。也有學校以
分數作為唯一標準，因影響學校成績
，而對SEN學生另眼相待甚至對家長

施壓。蕭太就經歷過有讀寫障礙的兒
子，英文成績由零分提高到五十分，
仍收到老師 「請您督促貴子溫習功課
」的信件。

2013年的元旦，沙鷗
寫了《區史港史中國史》
，提議大家從認識所住的
社區開始，認識社區的那

些人那些事。不能不提的是，對普遍師生以至家長來說
，最親切也最應該知道的，還有所屬學校所經歷的那些
年和那些事，簡單講就是校史。

每年都有不少學校迎來校慶，例如2012年是全港最
老牌官校皇仁書院創校一百五十周年的大日子，該校既
培育了孫中山、霍英東等政治人物，也湧現出陳繁昌、
沈祖堯等大學校長，還有黃仁龍等律政先鋒，從大書院
到黃龍報，還有勤有功的校訓，這所官校龍頭，到底對
香港教育以至社會發展起了什麼作用，特別是在社會人
士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全是值得探究的課題，更會是有
聲有色有笑有淚的活生生的歷史一章。

沙鷗注意到一個現象，學界除了印行只供師生校友
和家長傳閱或購買的校史，近年更流行將校史出版，讓
全港市民加深了解有關學校及其畢業生。既然談了官中
男校皇仁，就不能不提另一老牌官中女校庇理羅士女子
中學，年前出版專書談述其教育。

「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培英咕喱頭，培
道女子溫柔柔」，這段半世紀前流行於廣州的民諺，活
現了五間基督教學校的特色，教育學院梁操雅年前出版
該五間教會學校的南來香港的口述史，就有詳細介紹。
真光五校去年更乘勢出版流金歲月。號稱全港歷史最悠
久的聖保羅書院，以至獅子山下的福德學校，也先後出
書，與市民回顧其發展歷程。一個個熟悉的人，或一段
段香江歲月也在書中重現。

誰說歷史只是枯燥的故紙堆，或是人名和數據的集
結？上述學校的故事，已不是一校一區或三幾人的歷史
，近現代中國和香港史已在其中。沙鷗忽發奇想，若然
各校自行發起整理校史，通過一班或一級合作，必有看
頭。藉師生家長以至社區人士的參與，當會發現，歷
史，從來不是那麼遠，而是這麼近。

【本報訊】本報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合
辦「教師眼中2012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冀有
助學界送舊迎新，展望未來。候選新聞中，除
了國民教育風波、中學文憑試、電子書等社會
熱點，多間院校榜上有名，包括浸會大學關於
特首選舉的民調事件，以及該校當代中國研究
所所長薛鳳璇被免職等，還有嶺南大學社區學
院超收風波。全港教師可於本月三十一日前，
將填妥的選舉表格傳真至教聯會（27705442）。

茲列出二十則2012年的教育新聞，教師
可從中選取十則本身認為對本港學界較為重
要的事件。
1. 浸大 「特首選舉」 民調風波
2. 教育局新8招管直資 可公開譴責違規者
3. 保高中教師教席 通識津貼獲延長一年

4. 教聯會調查高中生意見 促成政府檢討新
學制課程

5. 國教風波迫政府撤科 學界撐校本推國教
6. 開拓電子書市場 抗衡書商壟斷
7. 末屆高考誕四6A狀元 大學四學制首年實

行
8. 「雙非」 學童急增 攻陷北區小學
9. 薛鳳璇學術不當 被免職不獲續約
10. 賀香港回歸十五年 教聯會出版資源套
11. 教科書分拆無成效 書價有增無減
12. 吳克儉掌教局 面對多個棘手教育問題
13. 首屆文憑試誕生七科狀元 成績獲UCAS

確認
14. 教聯會多番爭取 促成政府落實男教師

有5天有薪侍產假

15. 車費激增 教聯會建議檢討校巴發牌機
制

16. 嶺大附屬學院疑濫收生 副學位收生兩
極化

17. 教師 「反殺校」 聯署 促政府減派中一
學位

18. 爭取十五年免費教育 即訂幼師薪酬架
構

19. 香港學生質素獲國際認可 位全球前列
20. 教聯會促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為協助讀者加深了解候選新聞的背景，教
聯特設網頁http://www.hkfew.org.hk/upload/
article/20130103/2012news.pdf細述事件始末。
選中最多的三十位同工可獲100元書券和紀念
品。查詢請電2770 3918，聯絡江先生。

教局重申皇后山建私大
屢傳地皮改作住宅用途

團體籲一條龍支援融合教育

教師眼中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記者角

不可不知的歷史
沙 鷗

一個孩子即使到小五了，仍會混淆O和Q，又或
是想寫b的時候卻寫了d；寫作文時不但覺得非常艱辛
，且內容空洞……張太在兒子張家齊升小二後，一次
失控地說： 「你們是不是想逼死我？」

家齊因無法背誦乘數表，擔心因此無法參加聖誕
聯歡會而壓力過大，才被發現患有讀寫障礙。後來媽
媽發現兒子也曾經因為默書不合格而受懲罰。其實家
齊在兩歲零九個月的時候，張媽媽已經發現兒子開口
說話和學會走路較其他兒童晚，診斷後發現兒子患有
自閉症。五年前又發現兒子患有讀寫障礙，而由發現
徵狀到經心理醫生診斷花大半年的時間，且確診後對
兒子的將來毫無頭緒的狀態，更令她崩潰： 「我曾想
過去死。」

張太認為，融合教育制度出現了問題。 「學校老
師已經盡晒力，更何況如果學校做得好，就會有更多

SEN學生湧入學校，實際上是對這些學校的懲罰。」
她坦言，培養一個SEN學生並非易事，但如果放棄這
些學生，對於社會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且這些SEN學
生並非智商低，只是需要更多資源投入。現時老師和
SEN家長還要面對很多其他家長的不滿。當家齊成績
可以提高到班級十名左右時，有家長甚至當面對張太
抱怨： 「有老師 『數』當然成績能提高啦。」

「五年前出現的問題，五年後依然沒變。」張太
指出，雖然現時政府很多資源投入，但其成效並不顯
著。很多家長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求助，甚至不知道可
以要求拿到完整的心理評估和指引。 「如果家長自己
都不清楚可以做什麼，又怎麼能清楚老師做的是不是
足夠」。

現在家齊在一所專收南亞裔學生的學校就讀。 「
希望兒子在這樣的學校，不會因為自己的 『不同』而
產生自卑」。雖然現在每年只有一兩個資優SEN學生
能進入大學，但張太鼓勵一直想上本地大學的兒子 「
冇放棄」，同時張太自己亦呼籲政府能在制度上為
SEN學生提供更多支援。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
持續進修學院於去年9月底被揭發超額收生近兩倍，校
方針對超收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即將完成調查報告，
暫定於下周四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及將報告呈交校
董會。

關嶺行動發言人周雪凝認為，早於調查未開始時已
有兩院院長馮培榮及嶺大校長陳玉樹兩大相關人士辭職
，即使報告證實二人要為事件負上責任，校方亦不能作
出處分，批評調查報告無實際作用。對於有報道指馮培
榮下令無限收生，她認為超收不會是由一個人決定，相
信馮培榮背後有更高職位人士授權。她希望調查報告能
找出超收事件的 「源頭」，再由校方處分有關人等。

周雪凝認為，超收事件影響不少學生，希望校方繼
續推行補救措施，例如完善教學設施及為高等文憑學生
提供銜接學位等。

嶺南大學屬下社區學院和持續進修學院於去年9月
底被揭發超收生近兩倍，導致學校出現教室、電腦等硬
件不足，甚至教師人手不夠以致需消減課時的亂象。由
兩院學生組成的關嶺行動先後向立法會及消費者委員會
等投訴校方。10月底，兩院院長馮培榮以個人理由請辭
，由嶺大協理副校長陳增聲出任兩院署理院長。

【本報訊】沙田區議會教育及福利委員會昨日舉行
會議，討論有關新來港學童及大專院校留位費問題。資
料顯示，2012年10月及11月，有24名新來港學童入讀沙
田區公營中、小學，而教育局在協助沙田區新來港學童
方面未遇到很大的困難，適齡學童都能安排入學。

另外，有區議員關注學生報讀自資院校繳交留位費
的安排，教育局回應指出，教育局沙田區學校發展組在
2011/12學年沒有收到學生或家長就留位費事宜求助。
而非聯招的專上院校，為便利新舊兩制畢業生升學，在
2012年，所有院校訂立了繳付留位費的限期為放榜後第
四個工作天的中午十二時，而大部分院校均同意把留位
費或註冊費定於5000元或以下。由於繳交留位費的限期
在聯招放榜之前，大部分非聯招院校亦容許考生在接受
經聯招報讀的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後，可以申請退
還留位費。

讀寫障礙生混淆O和Q
非聯招院校可退還留位費

嶺大超收調查報告下周公布

教育局去年推出粉嶺皇后山前軍營地皮，並公開
邀請大學提交意向書，共接到9份申請，包括創辦香
港華仁、九龍華仁的耶穌會、前港督衛奕信任校監的
蘇格蘭阿伯丁大學等名校。不過，面對本港土地供應
有限，早前傳出政府有意將皇后山地皮改作發展住宅
，若果以地積比率1.1倍計算，該處可建逾194萬平方
呎住宅樓面，提供約1,000伙大型單位。

去年共接9份意向書
據了解，教育局現正審議意向書內容，並擬訂標

書具體內容，為正式招標作準備，局方不會即時腰斬
發展私大的招標計劃，但標書將開出兩大 「辣招」，
分別要求申辦團體須自行負責所有基建項目，以及其
課程須為現時本港大學並未提供，同時能配合本港的
發展需要，若入標者不符合要求，便會流標。教育局
表示，仍按既定程序審議，有關詳情亦未必於《施政
報告》中公布，重申政府繼續致力推廣優質的專上和
高等教育。

教局按既定程序審議
2009年《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其中一

項是推動教育產業，2010年財政預算案更加碼推出面
積達16.4公頃的粉嶺前皇后山軍營，興建超級私大。
資料顯示，除皇后山用地外，上屆政府先後撥出多幅
用地供院校興建私立大學，包括何文田、黃竹坑、將

軍澳、沙田小瀝源、大圍港鐵站附近、柴灣城巴車廠
旁的地皮。過去兩年只是批出了4幅，包括2010年政
府將何文田忠孝街及小瀝源廣善街兩塊地皮，分別批
給香港公開大學及恒生管理學院；去年6月則將柴灣
及將軍澳兩幅私大用地，分別批予職業訓練局及明愛
專上學院。至於前皇后山軍營及港鐵大圍站用地現時
空置，黃竹坑用地推出時則無人問津。

▲開拓電子書市場，抗衡書商壟斷，是2012年其中
一則較為重要的教育新聞 資料圖片

原本預留作為發展私立大學的粉嶺前皇
后山軍營用地，教育局去年接獲9份意向書
，但至今仍未批出，近日有傳政府研究將計
劃腰斬，地皮改作住宅用途，以及擬將標書
開出要求申辦團體須自行負責所有基建項目
等 「辣招」 。教育局昨稱仍按既定程序審議
，收到9份意向書就用地發展給予局方啟發
，會因應意見訂定正式招標細則要求，重申
批地作私大仍是目前政策。

本報記者 劉家莉

施政報告前提四大要求

▲有市民希望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對融合教育有所闡述 資料圖片

▲張太與患有讀寫障礙的兒子張家齊
本報記者彩雯攝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於去年9月底被
揭發超額收生近兩倍 資料圖片

◀教育局重
申粉嶺皇后
山前軍營地
皮興建私大
仍是目前政
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