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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就讀主流中小學的自閉症譜系障礙學生數目持續上升，為了配合這些學童，以及其家
庭和學校的需要，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15年推行「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本
計劃為全港首個專為於主流學校就讀的自閉特色學童及其家長而設的全方位支援項目，

在過去六年為有關學童及學校提供校本支援，並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站式家庭支援服務。我們
致力強化相關服務的質素，並透過為教師及相關服務人員提供培訓，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以
及舉辦公眾教育活動，以增強市民大眾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認識。

自計劃發展以來，學校支援團隊一直積極推動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協作模式，為在主流學校就讀的
自閉特色學生提供小組訓練課程，提升學生各方面的技能，例如社交溝通、情緒調控和學習策
略，以及提升各主要持份者的支援能力。學校支援團隊將分享他們這六年來的研究成果及在疫情
時的應變策略及領悟。

為支援育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發展障礙或遲緩孩子的照顧者之需要，本計劃的家庭支援團隊引入
了世界衞生組織的「親子技巧訓練課程」，並致力將課程本地化及更切合香港照顧者的需要。本期
通訊會分享課程在本港實行的過程及成效、對本地和海外的影響和課程未來動向。

本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合作夥伴亦會分享有關自閉特色學童及其照顧者的受惠故事。我們很高興看
到孩子們在適應學校生活、家庭關係和個人成長方面的進步。

公眾教育一直是本計劃的核心之一，在疫情期間，我們亦不忘提高公眾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認識
和理解，並促進社會共融。我們籌備了各種網上活動，包括網上工作坊、研討會及分享會，以確
保各界能持續學習及參與。

在各合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本計劃不僅為本地家庭和
學童提供支援，也惠及全球社群。未來，我們將繼續
透過知識交流和發展可持續的專業支援，攜手建構一
個更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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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學校支援研究項目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由2015/16

年度至2020/21年度，我們與教育局和八間非政府機構合作。自開始以來，本項目已為510間

主流學校中超過一半的自閉特色學生提供培訓。下圖顯示了自	2015/16年度以來我們服務的學

校和學生數量。

2015年
9月

• 學校數量：
• 學生數量： 

• 510間主流學校        • >50%於主流學校就讀的自閉特色學生

於總共6,583個培訓小組提供約118,000小時的培訓服務

• 301
• 3,429

• 382
• 4,512

• 425
• 5,128

• 503
• 6,365

• 509
• 6,893

• 510
• >6,780

第1年 
15/16

第2年 
16/17

第3年 
17/18

第4年 
18/19

第5年 
19/20

第6年 
20/21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我們的項目旨在：	

1.	 在非政府機構與學校的協作模式下，通過校本小組培訓，加強學校對自閉特色學生的支援：

A.		通過提供校本服務，把非政府機構的專業知識引入主流學校。

B.		為眾多自閉特色學生提供額外培訓，讓更多學校獲得項目支援。培訓以實證為基礎，以

小組形式進行，當中的需求評估及培訓目標都非常注重學員的個別性。

C.	通過編寫與分享支援自閉特色學生的資源材料，促進與非政府機構、學校與社區的知識

交流。

2.	 提高主要持份者（如教師、培訓導師及家長）的支援技能。

隨著研究項目的結束，讓我們分享學生多年來的進步，以及於疫情期間所汲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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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亦完成了「社交反應量表第二版（SRS-2）」，這是一個在小組培訓前後測量自閉特色行為

的量表。結果顯示，經過四年的培訓，學生表現出較少的自閉特色行為。

根據兩份問卷結果，學生經過我們的培訓後，從家長和教師的角度來看均有所改善，但仍需要

持續支援。

從教師及家長的角度看學生的進步

小組培訓前後，教師完成了「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問卷	——	簡短版」，評估參加學生在10個

領域下的學習、社交和情緒技巧，以幫助制定培訓目標和監察進度。我們發現，經過四年的培

訓，學生在所有方面均有進步。然而，他們仍然需要學校更多的支援來提升他們的技能，縮小

他們與普遍同齡學生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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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疫情情況

2019冠狀病毒病擾亂了各行各業，對父母有著雙重影響	——他們必須處理個人及子女的生活

轉變。而對於自閉特色兒童的父母來說，他們可能面臨更多挑戰，例如學校暫停面授課堂而採

用在家學習，所以父母需要提供額外支援，以協助子女學習。

為了解疫情對家長和學生的影響，以便項目在停課期間或復課時為他們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

援，我們向家長及中學生發放問卷，以了解疫情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家長的觀點
我們收集到1,575名小學生家

長及352名中學生家長的問

卷。69%的小學生家長和63%

的中學生家長表示他們的壓力

增加了。大約有70%在疫情期

間感到較大壓力的家長表示，

照顧子女是壓力的主要來源。

其他壓力還包括個人生活安

排、其他家庭成員的健康及收

入來源等。

在「照顧子女」方面，超過

80%的小學生家長和近70%

的中學生家長表示，子女的學

業進度是壓力的首要原因。其

他原因包括子女在家時間太

長、子女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關

係出現問題、子女的不恰當行

為、子女的健康、子女的心理

健康，以及子女對電子產品的

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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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邀請家長提出他們認

為復課後重要的學校支援措

施——首先是學業支援，其次

是情緒/心理支援，社交技巧

及與衛生有關的支援（如口

罩、供水）則排列第三及第四。

簡而言之，我們的調查顯示，

學業進度既是家長最大的壓力

來源，也是家長在復課後最希

望得到支援的領域。

學生的觀點
我們在是次研究中收集到351份中學生問卷，亦詢問了他們在停課期間最擔心的事情。271名

學生提供了書面回覆，其中接近60%提到與學業相關的壓力，例如學業進度、家課、評估或網

上學習困難。這與家長對學業進度的擔憂互相呼應。

為了解學生在停課期間是否能夠保持社交活躍，我們詢問了他們有否在上課時間外跟同學聯

繫。19%的學生指他們完全沒有和同輩交流，其餘81%的學生則有與同學保持聯繫，他們通

常使用文字訊息服務（例如WhatsApp）和社交媒體（例如Instagram）溝通。

由於我們的實體小組教學模式切換為影片、網上課程、工作紙或導師的電話聯繫等方式，我們

亦詢問了學生他們認為哪種模式對他們最有用。我們得出的結果顯示，在疫情期間，網上課程

（59%）與導師的電話聯繫（33%）是他們的首選模式。然而，在正常情況下，61%的學生更喜

歡實體小組會面。

建議
總括來說，家長和學生都表示他們主要的關注與學業有關。因此，除了目前項目所提供之日常

社交和情緒支援外，學校及非政府機構也需要提供必要的學業支援。針對家長在疫情期間所面

對的壓力，非政府機構為家長組織了正念培訓、和諧粉彩、禪繞畫藝術等多種活動，旨在減輕

他們的壓力。我們鼓勵家長繼續參與這些活動或培養其他喜好，有助減壓。

疫情改變了學生與他人的社交方式，我們為學生提供社交技巧培訓時，亦應包括使用社交媒體

的技巧。此外，由於五分之一的學生表示在疫情期間需要自我隔離，學校可能需要為自閉特色

學生提供支援，以便他們在復課後能重新與同輩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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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效

時光荏苒，不經不覺「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第

二階段）已到達尾聲。明愛團隊與學校、家長

結伴同行，協助自閉特色學生改善社交溝通、情緒

管理及環境適應的能力，並貫徹應用於課堂活動和

學校生活中。團隊同工更促進教師、家長和普通學

生的參與，使自閉特色學生得到全面的支援，能融

入學校生活。

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團隊的協助下，團隊

持續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包括學校、家長和學

生，分析學生訓練和支援服務的成效，持續改善服

務質素。

以下圖表分別為小學生及中學生有所進步的項目：

*

*

*

*
*

1.8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
課室適應技巧 朋輩關係及

社交起始
整體學習適應

適應指標

平
均
適
應
分
數

整體社交適應 整體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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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前後比較 —— 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問卷（小學組）

訓練後

* : 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訓練前 訓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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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前後比較 —— 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問卷（中學組）

受眾心聲
除了數據分析外，服務使用者亦透過問卷和訪談，

表達了他們對計劃的意見和心聲。

教師：參與小組的同學在社交溝通、待人接物、
語言表達及行為表現各方面均有所進步，而計

劃團隊所提供的工作坊也讓我明白自閉特色學

生的核心問題和有效的支援方法。

學生：小組活動可以讓我和其他同學共處，同
時令我大開眼界，明白自己不是孤獨的。

家長：慶幸兒子能有機會參加計劃，他封閉的
世界不易接受外人，是導師的愛心和教導，打

開他的心扉，謝謝導師的愛心和耐心。

新的開始
這六年來團隊能為自閉特色學生提供服務，實在感

謝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團隊的支持。新學年教育局將承接這項計劃，

喜見服務得以持續發展，我們期望繼續與家長、教

師並肩而行，為自閉特色學生提供有效的支援，成

就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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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整整六個年頭，「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終於來到完結的時刻。作為提供服務的機

構，我們與每年超過1,000	位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

學童、家長及教師同行，一起走過了他們的成長之

路。下文謹以「喜．伴．同．行」作為參與計劃的

體會：

喜見學童的進步及成長 —— 經過小組訓練的學童，
在有關訓練範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除了訓練中的

重點	——	情緒調控及社交技巧方面的進步外，學童

的自信心及自我效能感也有提升，促進了學習及融

入校園生活。作為同行者，我們感受到學童在成長

過程中的喜悅。

	

伴隨成長的家長和教師 —— 透過與家長及教師的分
享及支援，使其能在家庭及校園環境中，給予學童

恰當的鼓勵及幫助。部份技巧的鞏固及應用，亦有

賴家長及教師的配合，使學童有機會運用有關的技

巧及方法並得到回饋。除了學童的訓練成果外，家

長及教師透過參與配合訓練，更瞭解學童的強項及

限制，成為學童成長路上的最強後盾。

同心合力的家社校協作 —— 計劃需要家庭、服務機
構及學校的配合，提升並延續訓練的成效。支援教

師藉入組協助訓練，可吸收訓練的技巧及方法，有

助學校建立校本的自閉特色學生的支援系統。

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行人生路的全方位支援 —— 支援自閉特色學童需要
持續發展的資源，學童才可以在可能長達幾年的訓

練中獲益。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

教育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及八間合作夥伴的

努力，使學校為自閉特色學生而設的小組訓練模

式，終於獲教育局納入為常設的支援服務，並擴展

至全港的中、小學，使更多有需要的學童受惠。

期望在新學年，我們

可以和學童、家長和

教師們繼續同行。



過去三年，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下稱「福利協

會」）透過「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就讀

主流學校的自閉特色學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援服務，

包括為614名自閉特色學生提供校本社交能力訓練

小組、為1,874位家長及1,595位教師提供支援服

務，以及為43間中、小學提供教師支援及推動校

園共融的活動。

	

在學生訓練小組方面，福利協會專業團隊透過實證

為本的介入策略及小組訓練框架，以針對性的訓練

主題，如溝通技巧、情緒調控及社交思維等，提升

學生的整體學習和社交能力。除了小組目標外，也

會按每位學生的能力及個別需要而制定個人訓練目

標。福利協會重視學生在參與三年計劃內的整體成

長，每一年的小組訓練內容均會根據學生的近期需

要及能力再作鞏固及延展，有系統地提升學生的學

習及技能，協助他們建立成功經驗和自信，使他們

更能於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並順利融入校園生活。

	

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在家長支援方面，福利協會與學校緊密協作及商討

各種家長支援模式，並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服

務，包括工作坊、講座及個別諮詢服務等等，與家

長一起探討有自閉特色的子女的成長需要及培養正

向親子關係的竅門等。此外，福利協會的專業團隊

亦與學校緊密合作，經常與教師就個別學生及整體

支援系統交流意見並分享心得，致力為學生營造更

關愛、友善和有效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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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伴」成長．與家「同行」

不經不覺，「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第

二階段）已進入第三年，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下稱「女青年會」）及各學校

伙伴，與自閉特色學童經歷不一樣的成

長歷程。過程中，除抱持我們常常提醒學

童「靈活變通」的態度外，更重要是與他們

的家庭同行，用心關愛孩子、欣賞他們的

付出和進步！

因應疫情和生活模式轉變，學童與家人生

活更為密切。女青年會的導師在設計訓練工

具時，特意增添大量切合學童家居及生活情景需

要的素材，包括以真人示範拍攝主題教學影片，以

幫助學童適應在家學習、防疫下的社交生活和情緒

管理等。另外，為持續支援學童訓練需要及提升其

參與小組的動機，導師在設計課程時把不同實體互

動活動和桌上遊戲改編為網上教學版本，令小組教

學過程保持互動性和專業性，達至「喜伴」成長。

就著生活模式的轉變與限制，我們期望能更適切地

關顧學童及其家庭，在緊繃的家庭互動中，增添多

點愛與包容。女青年會導師銳意增加家長面談和電

話諮商的次數，以聆聽家長的困難和需要，分享支

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援子女調整生活安排的策略，並就學童在小組訓練

的表現作交流，使學童在小組所學的技巧能類化於

日常生活中。另外，我們在疫情期間亦透過不同的

資源，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防疫物品和在家訓練工

具，以照顧個別學童和家庭需要，與家「同行」。

至今，本計劃能持續有效地推行，除有賴家長和學

校的配合，亦因著本會跨專業同工的參與，包括教

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為線上和實體的訓練內

容提供專業意見和指導，令各項訓練主題和工具在

多元訓練模式下，發揮應有效果，支援學童成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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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全方位支援，與學生及家長一起成長
不同主題．支援成長

自閉特色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遇上不同的挑

戰及轉變，「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因應自閉

特色學生的成長需要，以實證為本的訓練手法提升

他們的社交及自我管理能力。

在過往六年，本計劃設計及建立了一系列的訓練主

題：

•	 心智解讀

•	 對話技巧

•	 建立及維持友誼

•	 情緒管理

•	 解難技巧及靈活思考

•	 遊戲技巧

•	 應對欺凌

•	 包裝說話

•	 餘暇活動

•	 社交技巧

•	 升中適應

•	 匯報技巧

•	 異性相處技巧

•	 電子通訊

•	 協商技巧

•	 時間管理

•	 升學及就業技巧

透過有趣的遊戲體驗、合作活動、學生分享及家課

任務去鼓勵學生練習及實踐所學的技巧。此外，本

計劃亦著重提升學生的社交學習動機，培養學生的

自省及洞察力，讓他們在成長路上可以更獨立地應

對各種挑戰。

走出課室．回饋校園
自閉特色學生通常缺乏類化的技巧，故本計劃設計

並建立了不同的平台及真實場景，讓他們實踐所

學。導師亦會在過程中作出自然介入及解說，強化

他們的社交技巧。

本計劃一直鼓勵學生在小組的最後一年合力製作不

同形式的「畢業任務」，包括籌備學校攤位、設計及

製作紀念品、策劃及組織活動和製作微電影等，其

中一間中學的組員以「夢想啟航」為主題拍攝，並以

一個故事串連所有組員的夢想。學生一手包辦構思劇

本、編曲、作詞、錄音、排舞及拍攝，在過程中亦

實踐了表達、解難、協商及時間管理等技巧。學生在

活動中展現很大的進步，並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

家長支援．情理兼備
作為自閉特色子女的家長實在不容易。本計劃因應

家長需要，舉辦不同主題工作坊讓家長學習運用適

切的策略去扶助子女成長，內容包括「子女零欺凌　

健康身心靈」、「子女的網絡世界」、「與子女談情說

性」、「伴他啟航	——	子女成人生活準備」及「快樂之

道　從小做起」。此外，本計劃亦著重家長照顧自己

的身心靈，故舉辦了「觀・賞・情・行」家長小組及

靜觀家長小組，以支援家長成為情理兼備的父母，

更有信心陪伴子女並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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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是專為於主流學校就

讀的自閉特色學童及其家長提供的支援計

劃。自2018年起，我們為86間中小學，超過800

位學生及家庭提供小組訓練及不同的配套服務，提

升學生的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技巧，協助他們融

入學校生活。

導師運用實證為本的方法，提升學生的社交溝通、

情緒適應、學習等技巧，如透過心智解讀課程建

立社交、溝通和情緒調控的能力。計劃亦為家長提

供不同類型的服務，如個別諮詢、觀課及主題工作

坊，讓家長能了解學生於小組所學習的知識及技

巧。為配合學校支援自閉特色學生，我們於小組開

展前與學校協作人員進行溝通，為學生訂立適切的

小組目標，並進行教師諮詢，讓教師能於小組以外

的時間跟進學生的進度，掌握合宜的策略於課堂中

支援自閉特色學生。

因應疫情，計劃中段經歷了很大的變化。猶記得停

課初期，服務需要突然停止，不論導師、教師、

家長和自閉特色學生均面對突如期來的挑戰，大

家的生活習慣、教學和學習模式都出現變動。因

此於2020年3月，我們率先製作了「抗疫我最叻」

社交資源套，以及有聲繪本「停課的日子就像駕駛

N42A」，幫助學生和家長應對疫情和停課帶來的挑

戰及不安的情緒。

計劃開展以來，除了為有需要學生提

供針對性及適切的訓練，導師也與家

長及學校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普遍

家長對我們提供的服務表示欣賞並有

不少正面的回饋，除了認為計劃能夠

幫助子女，亦能協助他們紓緩管教的

壓力。另外，導師亦與學校保持密切

的聯繫與溝通，並為學校提供不同的

配套服務，藉此提升教師對自閉特色學生的認知，

並協助他們將小組訓練元素延伸至課堂上，從而令

學生訓練的成效更加顯著。

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讓中心能於

六年計劃期間培訓一個專業的團隊，專門照顧自

閉特色學生。透過定期的主題培訓及督導，令團隊

的質素提升。同時，計劃所建立的專業團隊可以讓

學校得到優質的服務，恆常與學校協作人員進行交

流，有效地幫助自閉特色學生適應主流學校生活。

計劃第二階段到達尾聲，本中心十分榮幸能夠參與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及見證每一位參與學生的成

長，相信所有參與計劃的學校、家長及機構都有所

得著。盼望家、社、校三方合作的模式能延續及優

化，令有自閉特色學生及其家庭受惠，融入學校生

活。

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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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耀能協會之「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自閉特色學童及

其照顧者提供全面支援，遍及不同年齡層、各個方面和各

種程度。

從自我到合群，從心理教育到治療
為了更有效地處理照顧者的內心鬱結，我們構想

了「與我童行」家長身心靈健康小組。參加者能體

驗平靜、提高自我關顧意識，並從中學習到適合自

己的紓壓方法。

從個人到社區
我們為照顧者制定了創新的計劃，推出了一個網上

廣播頻道	——「輕鬆對疫小頻道」，提供有關育兒技

巧與紓緩壓力的訣竅。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位自閉

特色兒童的父親加入成為客席講者，分享他們在疫

情下育兒的經驗，實在難能可貴。聽眾、主持和嘉

賓之間亦有即時的交流，提高節目的互動性。

為了傳達社區支援訊息及加強大眾對自閉特色兒童

家庭的理解，我們舉辦了「常『傳』希望	——	加油

卡活動」，把來自大眾的600多張加油卡，連同我

們的五感減壓套裝，一併送到受惠家庭手上，市

民窩心的祝福讓他們深受感動及鼓勵。

從學前到青年期
世界衞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計劃已服務超

過70個家庭。在這些家庭中，照顧者學到豐富的

育兒與遊戲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們能更深入地了

解其子女。

為配合中小學不同的需要，我們對個別課程進行了

調整。「EF	Teens執行功能親子小組」為青少年提供

體驗式學習的機會。青少年需要設計及生產產品，

在模擬公司分配職位後，他們必須制定預算、討論

多個項目，並進行各種研究。同時，他們的父母則

學習執行功能的策略，並在整個過程中協助子女，

見證他們在分析、計劃和運用技巧方面的進步。這

些青少年有機會將其所學的知識與技巧付諸實踐。

PEERS®計劃是一項標誌性計劃，它有效地提高

自閉特色青少年的社交技巧，以及協助裝備他們

的父母。疫情期間，計劃於網上進行。參加者對

計劃之原版及調整版均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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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合作夥伴  Partners:

  主辦院校  Host Institution: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想知道更多有關香港耀能協會之「賽馬會喜伴同

行計劃」的資料，請參閱：

我們制定了具有實證基礎的不同介入策略及適

切個人的培訓主題，以提高自閉特色學童的整

體心理社會適應技巧與能力，讓他們能更積極

地參與學校、家庭和社區活動。

除了為自閉特色學童提供服務外，計劃的非政

府機構合作夥伴更成功地把知識和技巧傳授給

學校人員，為自閉特色學童在日常學校環境中

提供更好的支援。合作夥伴亦與各學校的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緊密合作，為自閉特色學童提供

更全面的支援服務，並加強家校合作。

在本計劃下，所有合作夥伴都與家長建立了密切

和信任的關係。超過80%的家長表示，本計劃對

改善自閉特色兒童的情緒及行為表現效果顯著。

本計劃提供不同主題的輔導計劃，如社交技巧、

情緒及行為管理，可幫助自閉特色學童更容易

適應主流學校的生活。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研究團隊及所有非政

府機構合作夥伴也設計了一系列實用的資源和

材料，並與學校人員和家長分享。長遠來看，

自閉特色學生將從中受益。

總括而言，本計劃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和教育局的大力

支持下，完善了針對自閉特色學童的現有服

務。

透過「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除了關顧就

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特色學童外，我們亦

見證了家長/照顧者的轉變。在小組的支援模

式下，並配合實證為本策略，學童在社交、溝

通及情緒等各方面均有所提升，有助增強其自

信心及發展潛力。而當家長/照顧者目睹學童

的進步時，他們亦會理解持續支援的重要性。

透過參與家長諮詢、講座及工作坊，家長/照

顧者的管教知識得以增長，並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當中計劃最大的支援是提供了一個開放

的平台，讓各非政府機構根據各持分者及

環境的需要，推出創新及更全面的服務。

面對疫情，各機構積極回應在家學童及家長

和照顧者的需要，推出有彈性及創意的服務。

縱然網上平台與面授課堂的服務有別，但利用

網絡資源正正是不少自閉特色學童的興趣及強

項。我們發現部份學童透過視像課堂，與導師

及其他同學更快建立關係，亦更有動機分享自

己的想法，而教師及家長/照顧者更能理解學

童在小組中的表現，於網上服務中同樣受惠。

作為計劃合作夥伴之一，我們深信「賽馬會喜

伴同行計劃」的成功有賴各方的配合。為了達

致學童可持續的發展及成長，除了導師直接提

供服務，由教育局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負

責的教師工作坊及資源冊出版，有助教職員掌

握合宜的應對方式，並長遠地計劃適合他們的

支援方案。此外，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分享會

及會議，各非政府機構的代表分享良好做法，

促進同儕經驗交流，並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

家庭支援 學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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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技巧訓練課程』是一個非常
有系統和有用的課程。我特別喜

歡每節的主題，它改變了我的
思維方式，也讓我更積極地照顧

我有特殊需要的兒子。我要感謝劉
博士和所有的導師 —— 他們非常專
業和有耐心。此課程為我提供了一
個寶貴的平台，結識其他正在面對

類似困難和情況的父母。
這是我們可以安全地
互相分享和學習的環
境。

– Ranee 
課程參與者

「

」

為有需要的兒童、學校、家長和
社區接軌

過去50年來，全球自閉症譜系障礙流行率有明

顯上升的趨勢。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

示，全球有5,200萬人有自閉特色（註1）。2021

年在美國每44名兒童中就有1	名被診斷有自閉特

色（註2）。儘管自閉特色的人數於全球遞增，育有

自閉症譜系障礙、發展障礙或遲緩孩子的照顧者可

能缺乏相關技巧地去承擔艱鉅的親職任務，可能在

不知不覺間對孩子的成長構成影響。

世界衞生組織在2014年5月舉行的第67屆世界衛

生大會通過了「自閉症譜系障礙管理的綜合性協調

工作」的決議，得到60多個國家支持。世界衛生組

織專家、家長協會和美國自閉特色倡導組織「自閉

症之聲」設計了世界衞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

並在全球30多個地區推行。該計劃旨在紓緩世界各

地家長照顧發育遲緩或自閉特色兒童之需求。

「親子技巧訓練課程」之推行
隨著香港自閉特色人士的比率上升，「賽馬會喜伴

同行計劃」家庭支援團隊於2018年8月引入並本地

化訓練課程。此課程能提供早期介入，因為照顧者

或家長甚至可以於兒童被診斷出有自閉特色前加入

本課程。

儘管香港自2019年以來面臨種種挑戰，家庭支援

團隊仍竭盡全力幫助社區中有需要的兒童及其家

庭。團隊由最初的適應階段至推行階段，一直與政

府官員、非政府機構代表、專家、照顧者互助組織

進行建構調適會議和深入訪談，以制訂用作培訓和

在試行階段的香港版「親子技巧訓練課程」（註3）。

由於學校及社會服務處於嚴謹社交距離限制近12

個月，在試行階段前，課程材料進一步修改為網上

版本，最終在本計劃最後九個月推行及作評估。

到目前為止，香港已成功孕育九名世衞認可的種子

導師和超過15	名合資格的小組導師，團隊為500	

多個育有發育遲緩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當香港正

面對極具挑戰性的時期，香港版「親子技巧訓練課

程」為有需要的家庭建立了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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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得知兒子有自閉特色時，我
陷於抑鬱邊緣。然而，這個『親

子技巧訓練課程』大大幫助了
我及家人培育我們的兒子。我的

丈夫覺得我明顯比以前進步了。
他感謝我每天花更多的時間訓練
和與兒子玩耍，並對我的變化表
示驚嘆。培訓對改善我的家庭關
係也很有效。導師幫助我渡過了
這個困難時期。

– Carmen 
課程參與者

「

國際知識交流
有危就有機。香港先於許多國家與新冠病毒奮戰，

我們的團隊和非政府機構合作夥伴開展網上計劃來

幫助有需要的家庭，以滿足於疫情下對照顧有發展

障礙或遲緩的兒童日益增長之需求（註4）。這些經

驗十分寶貴，所以本計劃及我們的團隊更積極參與

國際性的知識交流活動，為調合及推行的過程累積

了更豐富的經驗。我們的項目總監黃蔚澄博士及項

目經理劉少萍博士，在世界衞生組織及自閉症之聲

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的全球社區討論上分享了這

些寶貴經驗，黃博士更應邀於國際自閉特色研究學

會發表主題演講。所以，我們的經驗不僅使香港的

家庭受惠，亦支援及幫助了世界各地的家庭、專業

人士與研究人員。

今後路向
2021年是家庭支援團隊作結的一年。我們的團隊

成員已整理最終研究數據，並於國際網上研討會分

KW（課程參與者）繪畫了「生命之
花」，表達她在「親子技巧訓練

課程」中的經歷，以及感激導
師陪伴她和她的孩子一起走過

過去這三個月的日子。

享我們的經驗。本計劃於2021年3月舉辦了一場盛

大的網上公眾研討會，討論關於「親子技巧訓練課

程」在華人社會的實施科學，來自紐約、台灣、香

港和中國大陸等多個計劃團隊分享了其研究成果。

研討會總結了此課程在華人社會中推行的成效和發

展方向。

憑藉團隊的觀察研究與參加者的反饋，我們在

2021香港自閉特色研討會上分享了「親子技巧訓練

課程」推行第三階段的隨機對照實驗、聚焦小組之

研究成果及實踐方法的最新研究，旨在提高社會共

融。我們亦針對支援面對緊急情況的自閉特色兒童

及其家人建議應變措施。2021年7月後，本家庭支

援團隊將會卸下它目前於香港擔當的角色，並將此

重大責任交付我們的合作夥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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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上學習平台由「賽馬會喜伴
同行計劃（學校支援）」教育心理
學家團隊編寫。參加者可以透過
網上學習平台認識自閉特色學童
的需要和適切的支援方法，幫助
學童面對成長路上的挑戰，發揮
所長，貢獻社會。

課程特色：
•	 自訂進度：網上學習，沒有固定上課時間表，可隨時隨地
學習

•	 內容豐富：認識自閉特色學童的特色及需要、社交情緒發
展及實證為本支援策略

•	 教學多樣：運用動畫、人物專訪、示範影片、互動遊戲
等，並具備有用資源以供下載，深入淺出帶出學習內容

對象：家長、專業同工及對支援自閉
特色人士感興趣的大眾

課程現已推出，費用全免！	
	
立即啟程	:	https://www.asdsupport.
org.hk/

1.

為響應每年四月的「自閉
症關顧月」，本計劃舉辦
以「共融齊抗疫	•	多元展
『藝』力」為主題的藝術創

作比賽，希望藉此活動讓本地學生及
公眾人士進行藝術創作、發揮創意、
盡展潛能，從而建立彼此尊重、互相
包容的氣氛。

本屆比賽反應熱烈，合共收到319份
參賽作品，其中160份作品
來自小學組，116份及43份
來分別自中學組及公開組。		

請於本計劃的網站查閱得獎
名單及欣賞作品。

「共融齊抗疫 • 
多元展『藝』力」
藝術創作比賽
及展覽

2.

親子網上戲劇班3.

51對自閉特色孩子和父母在專業戲劇導師的指導
下，通過戲劇練習來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情緒。導
師利用各種說故事技巧，帶領大家進入有趣的動
物世界。參與活動的孩子和家長不單要去塑造動
物生活的環境，亦需要動動腦筋，利用家中物件
扮演各種動物。過程中亦會利用的視像工具及遊
戲，與導師及其他學員互動。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 走進
自閉特色的世界」網上學習平台

家長心聲：
我很高興發現了孩子的演

藝天賦。她主動與其他同樣在鏡頭前
的同學互動，從中可以感受到她對表演
的興趣。網上學習不但沒有限制她的創造
力，更為她提供了一個舒適、熟悉的環境
來嘗試不同的肢體運用練習。
		

導師的話：
有些同學第一堂只是坐著聽，到第二堂開
始活躍；有些初時需要家長輔助，最後一
堂可以獨立跟指令玩遊戲，有很大進步。同
學都很投入，臉上都掛著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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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寫作被視作優秀學業的指標和升中要求，可是，大多數自閉特色學
童在此領域都遇到特別多困難。因此學校支援團隊編寫了共	12	節課的
中文寫作教材套，以提升他們的寫作技巧。團隊於2019/20	和	2020/21	
年分別推行了兩套以實證為本的教材套——一套針對高中生，側重於敍
事性論文，一套針對初中生，側重於議論文。教案和教材套已於2021
年暑期分發給所有學校。

自閉特色
學生中文
寫作教材套

5.

香港自閉特色研討會 20214.

於2021年7月舉行的香港自閉特色研討會2021以「社會參與，關
懷共融」為主題，讓500多名來自非政府機構、大專院校、中小
學、政府和醫療保健界的持份者和一般大眾聚首一堂，交流知識
和參與專業分享。

研討會邀得自閉特色專家、Autism	 in	Context創辦人
兼總監Peter	Vermeulen博士發表以「自閉特色：重
新定義	——	邁向身心健康和全人發展」為題的演講，
並以「樂在校園:	以身心健康為推動校園共融的基礎」為主題，
為專業同工舉辦了工作坊。

此外，行為發展專家和兒科醫生Ramzi	Nasir博士發表了以「有
自閉特色及發展遲緩的兒童在人道主義危機下的影響」為主題的
演講。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學校支援的項目總監王潔瑩博士和家庭
支援的項目總監黃蔚澄博士，分享了支援有自閉特色兒童及其
家庭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實用錦囊。

本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合作夥伴和計劃的專家團隊
亦在研討會中分別介紹了本地首個專為在主流中
小學就讀的自閉特色學童而編制的中文寫作資
源套、抗疫期間的實用指南及對策，以及世界
衞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在亞洲的展望。

儘管研討會在網上進行，但互動性並
沒有因此而降低。是次研討會不但展
出了27張海報，還安排了九個合作夥
伴攤位和交流環節，以增強與會者之間的交
流。與會者均表示受到極大啟發，並對研討會
留下深刻印象。

與會者反饋：
1.	整個研討會都非常專業。專家循序漸進地以
案例、插圖和生活故事，將多方面的理論與
本地的教育和海外實踐相結合。

2.	我喜歡研討會的所有部分，尤其是主題演講展
示了業界專家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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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Workshops6. 網上工作坊

我們致力於抗疫期間與有自閉特色的社群及公眾
保持聯繫。我們為大眾和自閉特色學童及其家人安
排了多個網上工作坊，以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和潛能。

1. 手作藝術工作坊系列
為了推廣多元藝術發展，我們在2021年2月舉辦了三場網上手作藝術工作坊。127位來
自不同界別的人士，例如特殊學校學生、長者、大眾均積極參與是次活動：

•	立體心意卡工作坊
參加者創作獨一無二的心意卡，為身邊正在抗疫的大家送上窩心的祝福及謝意。

•	紙偶創作坊
導師示範親手製作個性化的紙偶，參加者在過程中可以學習觀察及欣賞自己和他人
獨特之處。

•	拼貼說故事工作坊
參加者跟隨導師的講解，製作立體創意場景，繼而發揮想像力，利用完成品構思不同
故事。

2. 天燈製作工作坊
去年因為疫情，我們要保持社交距離過中秋節。不過透過網上工作坊，我們仍能與接近
60位參加者遙距相聚，在家動手製作獨一無二的天燈。導師教授來自不同背景的參加者
製作天燈，從中增進與家人和朋輩的溝通，在家歡度一個共融和諧的下午。

3. 「盡你所能  畫你所想」工作坊
120名學童、家長和朋友一起在家體驗了藉繪畫表達所思所想。我們希望透過藝術，幫助
有自閉特色的學童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並發揮他們的藝術潛能。參加者跟隨導師指
示，與組員共同完成畫作。

錯過了工作坊？沒有問題！請隨時瀏覽我們的網站重溫錄影。你可按照自己的進度，一
起動手做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