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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是一位充滿陽光氣息

的爸爸。跟他一席話，筆者感覺

到父母對子女的關愛是多麼無微

不至，多麼無私的。

與孩子㆒起面對弱聽

Jackson的兒子灝恩三歲時，

在兒童保健中被發現雙耳有中

度至嚴重程度弱聽，需要佩戴耳

機。起初，Jackson和太太很不

開心，常常想：為甚麼會發生在

我們孩子身上呢？慢慢地，他們

預計到灝恩在學習和成長路上將

會遇到很多問題，灝恩往後要走

的路絕不平坦。

Jackson和太太同是社工，

對政府能為弱聽孩子提供哪些

支援非常

了 解 。

但當問題

發生在自

己孩子身

上時，身

份便由社

工變為家

長．頓覺

政府支援

不足，感

到無助與

無奈。現

時，灝恩需定期接受政府津貼的

言語治療來改善發音，但一年只

有兩三次。另外，由於灝恩就讀

的是津校，政府津貼的言語治療

只提供粵語，如希望得到英語和

普通話的言語治療，家長需自行

安排。

生命影響生命　孩子㈻會樂觀生活

在管教方面，

Jackson的太太覺

得不要讓孩子受

傷，要多給他保

護；Jackson卻主

張給孩子多方面嘗

試，可以的話，就

是受挫折也無所

謂，Jackson認為

這樣可

讓他儲

存多點正能量，應

付日後更多更大的問

題。

在學習方面，他

們安排灝恩在一所主

流學校就讀，開學前

Jackson和太太已跟

校長、老師商討討如

何協助灝恩。雖然灝

恩佩戴了助聽器，但由於弱聽者

對「芝」、「癡」、「絲」一

類高頻發音難以掌握，在學習

上仍有一定困難。縱使學習進度

綬慢，在父母和師長的鼓勵下，

灝恩還是很努力地學習。

由於灝恩「口齒不清」，

Jackson其實很擔心會影響灝恩

的社交和自信心，甚至他與同

學 在 溝 通 上

也出現問題；

又 或 由 於 灝

恩 的 「 與 眾

不同」，他會

給其他同學取

笑、戲弄。但

正如Jackson

多次強調：讓

灝恩儲備多些

「正能量」。

所以Jackson讓灝恩多參加課餘

活動，如童軍、合唱團、打鼓

和跳舞；也參加由香港聾人福利

促進會舉辦的活動，增加與年紀

相若的「耳機」小朋友接觸的機

會，使他明白到自己並不是孤獨

的。

與耳機成為了好朋友

孩子漸大，現時灝恩已開始

常常問爸爸自己是否「靚仔」 

前
前後後籌備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這份刊物終於出版了。刊物

誕生的原因，亦是因著長腿叔叔信箱服務以「兒童為本」的服務理

念，協助兒童健康地成長，及關心有不同成長需要的兒童。所以這

份「心流」的出現便希望大家閱後，除了可以增加對小朋友世界的了解，也關

心及倡議有關兒童福祉的議題，為兒童發聲和引起社會關注。

其實這份刊物的命名，也是經過義工們無限的創意，一番精心挑選出來的名

字，命名為「心流」，意思是希望透過這份刊物，提供多一個平台，讓義工與

讀者用心交流，亦讓被訪者與讀者用心交流。

而今期創刊號的主題是以身體有殘障的小朋友角度出發，探討他們日常生

活，特別是學習上的適應、遇到的困難，及他們身邊的人如何面對他們。縱然

這一群看似不幸，但我們深信他們都會各有自己的長處，樂天的性格相信會是

他們戰勝挑戰的關鍵，他們堅毅的程度往往比平常人更高，他們付出的努力更比平常人多。正如小朋友們在

來信中分享到對殘奧會選手的感受：「他們可能還比健全的人更努力比賽，我很佩服他們有這種永不放棄的精

神！」

這篇創刊號結聚了各出版組義工們的心血，分別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及強項，亦有些是他們的突破性的嘗

試。希望大家可以用心細讀，有更多的得著。這期先由這三篇訪問稿開始，我們分別邀請了家長界、老師界及

學生的代表，從訪問裡了解這班身體雖有「殘障」，但同樣可愛的孩子。

編者的話

陽光爸爸   ㆝真孩子 訪問：Rainbow   Wendy   嘉慧     撰文：Rainbow   We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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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爸爸Jackson該怎樣回答？

Jackson只回應灝恩很整齊清

潔，但灝恩卻追問到底呢。

灝恩的弱聽程度嚴重，必須

佩戴耳機，小小年紀的灝恩會

抗拒嗎？起初，Jackson會向灝

恩解釋：每個人都有些「小問

題」，例如視力有問題的要戴眼

鏡；聽力有問題的，便要佩戴耳

機。Jackson表示，灝恩近期已

發現耳機有新的功能：可選擇性

收聽聲音，特別是給父母責備時

灝恩已懂得悄悄地把耳機關上。

從Jackson口中，筆者感到灝恩

是個聰明活潑、不怕困難、樂

觀勇敢和充滿理想的小朋友。

弱聽並不影響他的信心，灝恩

更要求學習小提琴。Jackson初

時也擔心，後來看見灝恩參加

合唱團、打鼓和跳舞，明白他很

熱愛音樂。最近灝恩更成功通過

甄選，參加音統處舉辦的小提琴

學習班。雖然Jackson不時說灝

恩拉的小提琴音調不準和「很難

聽」，但從Jackson陽光的笑

容，我們感覺到他內心的希冀及

支持：我的孩子，努力啊！你一

定做得到的。

最後Jackson與我們分享他的㆒些
體會︰

•勿低估小朋友的潛能；

•幫助孩子，不要輕易放棄，要

多嘗試和接納；

•孩子的成績不一定是全班最好

的，但每次都有進步；

•希望他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凡事感恩   活出積極㆟生 訪問：杜薇   蓁蓁   珍寶     撰文：蓁蓁

考，其實也不錯呢。」他又憶

述：「中七時，曾試過被安排

在圖書館與另一位低年級的弱

視同學一起考試，看見她用放

大鏡逐字逐句看試題，我覺得她

很辛苦，相比下自己也不算怎麼

樣。」

Raymond十分欽佩那些意志堅

定、努力不懈的殘障人士，更

視他們為學習的榜樣，其中令他

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運動會中表現

出色的殘障泳手。他所欣賞的並

非他們驕人的成績，而是他們那

份不屈不撓的精神。他讚嘆道：

「縱然我們常說『失敗乃成功之

母』，但沒有人知道要經過多少

次失敗才能成功。可是，他們仍

不怕困難，努力通過重重艱苦訓

練以求取得參賽資格，更無懼失

敗，屢敗屢戰，最終成功踏上頒

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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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遇㆖好㆟　順利融入主流㈻校

Raymond中一至中五就讀於香

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直至會考後他才入讀主流學校。

由於學習能力差異或個人體能

等不同因素，並非所有於特殊學

校的學生也能夠完成高中課程，

部份會被安排到庇護工場，正因

如此，Raymond感到自己備受眷

顧。另外，他認為，要是學習能

力和體能許可的話，實應嘗試於

主流學校學習，因為這樣可以令

他們較早適應主流學習生活，亦

有助舒緩特殊學校學額緊張的問

題。

面對金融海嘯來襲，不少人

都感到大禍臨頭，終日為一堆數

字寢食不安，為工作和前途憂心

忡忡。在人心惶惶的時候，洪偉

民（Raymond）―一位先天患有

大腦痙攣的年輕小伙子，卻認為

自己的際遇不錯，更一心助人自

助。他認為自己的人生觀並不是

那麼正面積極，但希望有可以讓

別人學習之處。

殘疾無礙㈻習

樂觀謙遜的Raymond沒有感到

自身的學習條件特別差。他笑

言：「我很幸運，殘疾並不影

響學習。」靠着拐杖支撐身體的

Raymond走起路來很吃力，說話

不太流利， 一些我們認為很簡

單的動作，如上落梯級等，他也

得多花時間和體力去完成。

在應考高級程度考試時，一

般學生需在三小時完成一份試

卷，但大家又能否想像Raymond

應考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時，

在試場搏鬥約五小時，以致手

部紅腫仍堅持不懈呢？在學校

測驗或考試時，老師都會給予

Raymond充足時間，讓他在小

息、午膳或放學後才呈交試卷；

這看來似乎是個不錯的安排，但

再想想，經過一天繁重的學習，

連休息的時間也不能好好喘息，

不是更辛苦嗎？可是，他不但

沒有埋怨，還覺得蠻舒服，更打

趣地說：「我可以邊吃飯，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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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老師 — 演活「融合教㈻」 訪問：杜薇   Monty  Jenny
撰文：杜薇   Monty

面對截然不同的學習環境和

教學模式，Raymond坦言起初升

讀預科時有點害怕，也擔心不習

慣班上有那麼多同學；然而，開

課後，學校的積極配合、老師和

校工的友善和體諒，以及同學間

守望相助的精神都使他的憂慮一

掃而空，讓他快速融入新的校園

生活。其後，他更憑著一股助人

的熱誠和頑強的毅力，在香港浸

會大學修畢應用社會服務副學士

課程，期間更因成績優異而獲頒

獎學金。他說：「我是一個很容

易受別人影響的人，十分感激我

遇到的都是很好的人。同學間相

處十分融洽，使我整個學習過程

並不覺得辛苦，至今我們還時有

聯絡。」

銘記恩惠　逆境無減助㆟意向

一直以來，Raymond覺得自己

得到的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一

方面，他十分感謝母親的養育劬

勞；另一方面，他非常感激天父

讓他來到這世界，使他能夠遇上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也使他體

會到只要有生命，便有無限的可

能。他無時無刻也不忘把別人的

恩惠掛在嘴邊，更把一切的功勞

都歸於身邊的人。

在經濟不景、怨聲載道的今

天，Raymond沒有怨天尤人。

曾經一心希望成為註冊社工的

Raymond，在完成副學士課程後

並沒有選擇升讀學士課程。他解

釋：｢唸畢學士後也不一定能成

為好社工，求助者不是需要一個

有學位的社工，而是一個能夠幫

助他的人。想想看，一位老伯伯

需要你幫忙時是不會問你有沒有

學位吧？」

跟很多應屆畢業生一樣，

Raymond正積極尋找合適的工

作，希望能夠學以致用、發揮所

長。他每星期更長途跋涉，從黃

大仙的家前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

院當義工，為的就是「想幫人，

能夠幫多少就多少」。他認為人

生中難免會有失意的時候，但他

選擇不去逃避：「開心與否只視

乎你從哪一個角度看，例如高考

成績不好，作為學生自然感到沮

喪。可是，若想想自己不再是學

生也就不必為此而失落了。」

後記

Raymond在開始訪問時就很謙虛地

表示自己未必是具正向人生經驗的好

例子，但當談及自己的成長經歷時，

他又很自然地流露出自信和勇於接受

挑戰的精神。他那份時刻感恩的心、一

針見血的見解和豁達開朗的人生態度着

實給予筆者很大的反思和啟發。面對困

難，他沒有想過退縮，反而力爭上游；

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一直希望用行動證

明自己的才能和價值，把正面的信息傳

揚開去。Raymond明白「助人為快樂之

本」，也看到人性的美善；要是有更多

人也能領會到「施比受更有福」，做到

知足常樂，世界該會是多好﹗

初接觸 了解與安排

2002年，徐sir是中七級AL

文科班班主任。會考放榜後，

Raymond到徐sir任教的學校報

名，結果成功獲取錄。當徐sir 

知道 Raymond 將會編入他的班

後，便約見 Raymond，了解如何

配合，為開學作好準備。

Raymond給徐sir的第一個印

象是位很有禮貌的年青人，雖                      

然腿部殘障、書寫有障礙和說話

不太流利，他的思維和理解

能力卻與其他同學無異。經商

討後，校方決定選了在升降機

附近的教室為Raymond預科班

的教室，並讓Raymond使用教

職員專用的升降機。此外，校

方請一位同學協助Raymond抄

錄筆記及其他日常需要。由於

Raymond書寫較慢，學校便按教

育局的指引延長其測驗和考試

的時間，也安排駐校社工跟進

他的學習情況，並適時進行心理

輔導。

在校兩年   融合與改變

校方和老師對Raymond所作

出的配合是理所當然的，但同

班32位同學的自發團隊精神和

力量卻遠超徐sir的預期。他

們向校方申請開放教室，好讓

他們在午飯時與Raymond 一起

吃午飯，課後一起溫習、讀經

和祈禱；所有課外活動和課餘

消遣都不會留下 Raymond，視

他為團隊的一分子，反而有時

Raymond怕給同學帶來不便而推

辭，但同學卻以一班為整體來

哄他，並說如果他不參加便取消

活動，務求使他參與。Raymond

的出現，好像產生一股凝聚力，

讓全班同學團結在一起，這班

同學可說是徐sir七年教學生

涯中印象最深、最親近的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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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轄下教育局於1997年開始推行「融合教育」，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殘障學童融入正規學

校，讓他們能與正常學生及外界有更多接觸的機會，亦使健全學生從小就有平等共融的概念。對象包括共

八項：肢體殘障、輕度智障、弱視、弱聽、自閉傾向、語言障礙、特殊學習困難、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

躍。

2006年，有團體進行了一項調查(註)，研究有關「融合教育」在香港小學進行的情況。調查反映教育

局對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資源及老師培訓並不足夠。而經多年的推行經驗，教育局於08-09年以新資

助模式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包括製訂運作指南、照顧差異指標；提供專業支援，開辦有關課程

及講座；提供三層支援模式：為短暫、輕微學習困難學生提供優化課室教育；為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提

供增補輔導，包括小組學習及抽離輔導；為有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

教育局似乎已在不斷改進協助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方法，但仍需要各有關人士，如校長、老師、家長，

甚至是學生本身，更多意見的磨合，才能找出「融合」的良方。而我們在今次的訪問中，發現了很多人與

人之間暖心的互動。在融合教育政策之外，找到了「人情味」，這或許是融合教育的核心意義。

 

註：「融合教育在香港小學推行的情況」研究報告2006

後記

印象中的阿sir應該是有點老氣橫秋的模樣。訪問那天，當帶點匆忙的徐sir推門時，影入眼簾的卻是個掛著笑容的年青人。他對教育的

熱誠，對學生的關愛，在他口中淡淡道來，那份理所當然的感覺，使我有說不出的感動。但願多些像徐sir的春風，能多化雨成甘露潤澤

我們的社群。

了。2004年畢業後，同學仍保持

緊密的聯繫，這使徐sir深深體

會到年青人的群體影響力是不容

忽視的。

Ｒaymond遇到挫折，感到

失落時，徐sir會鼓勵他、陪

伴他。記得在一次學期考試，

Raymond被安排在校務處內的

特別考試室應考，當徐sir推

開門看到的是一張無奈的臉

孔，手上已放下筆桿，呆呆癱

坐在位子上。那時的Raymond

表示不想再寫了，因為手已累

得不能動（他曾經試過寫到手

也抽搐）；也怕耽誤徐sir和

其他教職員下班時間，因而選

擇放棄繼續作答。Raymond除

了面對生理的困難，也考慮到

自己的情況會影響別人，確實

是個很為別人着想的小伙子！

當時，徐sir輕輕鼓勵他：「我

們哪有這麼早下班呢！休息一會

兒再考吧！」（其實當時其他職

員已下班了。）對於Raymond的

堅韌，徐sir十分佩服。

Raymond 在校兩年，入學初

期，徐sir覺得他是較內歛的；

後來，明顯更積極主動發表意

見，但對於別人的刻意幫忙，

他還是抗拒的，為的是怕給別人

麻煩。Raymond自小在特殊學校

就讀，當轉入主流學校學習，不

論在學業或人際方面不免有所擔

心，但憑着努力，同時得到老師

和同學的愛護與鼓勵，最終他能

順利完成兩年的預科課程，並取

得良好成績繼續升學。後來，徐

sir也邀請Raymond回校向學弟妹

講述自身的學習情況及經歷，對

學弟妹有着正面的作用呢！

徐 sir 心聲   得着與感受

Raymond在主流學校學習，徐

sir認為除了考試的時間和方法

的指引外，教育局的支援不多，

但也算足夠。徐sir認為；融合

教育必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如果把一些未達程度的學生強行

編配在主流學校學習的話，可能

出現反效果。教育局應提供足夠

的配套和即時的應變，否則，既

不能達到幫助學生的預期目標，

更影響老師和其他同學。

徐sir感到，Raymond在主流

中學渡過了開心的兩年，除了同

學們的關心外，更重要的還有多

位科任老師如中、英文科、世史

和經濟科的努力與愛護，當時的

生活片段轉瞬間在他腦海中浮現

出來，老師們的付出，不正是教

育樂趣的重點所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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