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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發展狀況 

 

蔡蘇淑賢 
 

 
 

 

一九九四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發表《塞拉曼加特殊教育宣言

暨行動綱領》(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 以下簡稱《宣言》) 推動融合教育 (UNESCO, 1994)，香港政府亦響

應呼籲，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推行融合教育 (教育局, n.d.)，不過有關政策只局限

於中小學階段推行。然而，六歲以前是發展障礙的黃金介入時期，加上本港適

齡幼兒接受幼兒教育的比率達百分百，在幼稚園向有發展障礙的幼兒給予適當

支援，乃最有效協助途徑之一。由於及早識別、評估及介入是融合教育的成敗關

鍵，《宣言》亦特別將幼稚園教育列為優先關注範圍 (UNESCO, 1994)。香港作

為已發展地區，在教育 (OECD, 2014)、醫療 (Bloomberg, 2014)，以至整體發展 

(UNDP, 2015)方面均有不俗表現，在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事宜上又如何？本文

旨在勾勒目前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狀況，並指出在立法會及民間團體的推動

下，有關支援稍有寸進，但可改善空間仍大。 

 

 

支援分散各部門 

 

本港的融合教育政策只在中小學推行，幼兒融合教育方面幾乎是真空狀

態。在支援層面，由分屬三個政策局 (教育局、食物及衛生局、勞工及福利局) 

屬下的部門負責具體工作。有特殊需要的幼兒被學校識別後，會轉介至衛生署

母嬰健康院跟進，有需要再轉介至衛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者醫管局

作專業評估，獲診斷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會進入輪候系統，輪候醫管局、衛生署

或社會福利署的康復服務，其中社會福利署的服務包括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

育及訓練中心或附設於幼兒學校的「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從這個支援的流程可

見，其支援策略是「先評估後支援」（Test and Treat），與中小學的「先支援後

評估」(政府新聞處, 2013) 策略完全相反。 

 

 

層層轉介浪費時間 

 

由學校識別至獲得復康服務，要經歷層層轉介，一般需要兩年或更長時

間，有幼兒在確診後輪候康復服務便用上超過三年時間 (社會福利署, 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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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四年的幼兒教育階段卻用上兩年或更長時間等候評估及康復支援，黃金介

入期就在等待中白白浪費。由於上述幼兒評估及康復服務只適用於六歲以下兒

童，每年均有兒童在等待其間，因年齡已超越六歲而被剔出輪候名冊，最終連丁

點支援服務亦得不到。在香港這個富裕的社會，出現這種「因等待而失敗」 

（Wait-to-Fail）的情況實在可悲﹗ 

 

 

七分一幼兒有特殊需要 

 

香港保護兒童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於2014年

的聯合調查，發現幼師懷疑其學生有發展障礙的比率達 7.4%，初步推算全港有 

12,568 名幼稚園學生懷疑有發展障礙。若再加上正在輪候及使用康復服務的特

殊需要幼兒數目，全港於一般幼稚園就讀的幼兒約有 14.6% (即七分一)或接近

25,000 人有發展困難(香港保護兒童會，2014)。 

 

 

服務縫隙巨大 

 

目前有特殊需要幼兒的康復服務主要由社會福利署提供，主要服務分別

為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簡稱「兼

收計劃」) ，2014 年年底三者名額合共約 6,500 個，但同時卻有另外約 6,000 人

在輪候，而 2013/14 年的平均輪候服務時間依次為 18.5 個月、19 個月及 14.1 個

月 (勞工及福利局，2015)。單看上述數字，已清楚顯示康復服務名額嚴重不足。 

 

不過，問題遠遠大於此。其一，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對中小學生及幼兒的

支援採取完全相反的策略，前者是「先支援後評估」，後者卻是「先評估後支

援」，因此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幼兒並不會得到任何支援，這顯然是政策不一致的

惡果。其二，缺乏教育支援的配套。除了就讀特殊幼兒中心及「兼收計劃」的幼

兒會得到專職人員支援其教育需要外，那些確診但正輪候康復服務的幼兒、懷

疑個案 (包括正輪候或未輪候評估的個案) 及使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幼兒

並不會從政府得到額外的教育支援。其三，不少家長對於特殊需要仍然是一知

半解。部分被學校告知其孩子可能有特殊需要的家長，可能對特殊需要缺乏認

識、誤解或產生心理壓力，又苦無相關專業人士諮詢及輔導，因而逃避甚至拒絕

轉介至進一步評估，最終拖延治療時間；亦有部分家長對於轉介及服務流程，以

至不同種類的康復服務不明所以，造成延誤進程、選擇錯誤服務，甚至出現退出

輪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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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訴求聲音日大 

 

與此同時，社會對支援有特殊需要學生的關注度日益加強，平等機會委

員會於 2010 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進行「融合教育

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研究」。研究報告於 2012 年發表，無疑是對當

前政策及措施的一次系統性檢討，並揭露了不少令人憂慮的問題。雖然這次研

究的重點在中小學，但在其建議中卻提出「應提早於學前幼兒教育階段進行評

估，以免錯失早期介入的黃金機會」(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

心，2012)。在報告發表之前，梁振英宣佈參選特首，並將「檢討融合教育的成

效，加強對學校的支援」列入其政綱之中 (梁振英，2012)。2012 年底，張超雄

動議在立法會內成立「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以檢討現行政策。小組委員會於

2014 年 9 月提交報告，報告指出識別及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工作由多個政府

部門分別負責，但卻缺乏政策局督導，難以協調。此外，委員會亦關注到輪候評

估及康復服務時間過長的問題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2014)。 

 

2013 年政府成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以研究推行免費幼教的措施，

其屬下更設「照顧多元學習需要工作小組」，其工作範圍包括研究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措施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n.d.)，這無疑為「加強支援有特殊

需要幼兒」這個議題提供一個「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由於政府將按委員

會的報告提出具體的政策及措施，而且有別於以往討論融合教育往往以中小學

為焦點，這次的討論只聚焦於幼兒，為整合關注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不同持

份者提供了契機。 

 

民間一直有關注有特殊需要幼兒的組織，持續推動更適切的支援措施，

例如已有數十年歷史的「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及「特殊學習需要權益聯會」，

但一直欠缺跨持份者的平台。在 2015 年的一次匯集不同持份者的圓桌會議上，

與會者提出成立聯席以推動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政策 (香港保護兒童會，

2015)。其後，「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聯席」) 成立，23 個成員

團體包括家長組織、幼兒教育團體、學術組織及其他關注組織。聯席其後向立法

會發出多份意見書及出席公聽會，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制訂幼兒融合教育政策、

成立包括各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的督導委員會、資助幼稚園聘請專職的「特殊教

育統籌主任」 及提供駐校社工服務等 (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2016a)。

聯席更就後兩項訴求發動聯署行動，在短短不足一月的時間收到 151 間學校及

27 個團體的簽名支持 (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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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社會對有特殊需要幼兒未能得到適當支援的關注日漸升高，政府亦並

非置若罔聞。對於輪候康復服務時間過長的問題，2011 年政府透過「關愛基金」

推出「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簡稱「學習訓練津

貼」)，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正輪候康復服務的幼兒從私營市場上購買康復服務，

有關項目於 2014 年常規化，由社會福利署直接提供資助 (社會福利署, n.d.-b)。

不過，有關資助僅協助低收入家庭，2014 年底只有 1056 合資格兒童使用 (政府

新聞處，2015a)，約佔正輪候康復服務幼兒的六分一，而且金額亦不足以全數支

付有關訓練開支。 

 

 2015 及 2016 年的施政報告宣佈一連串的加強支援措施，包括計劃新

增一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即將取消「學習訓練津貼」的入息審查、推行私

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部分土地將用作新建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及推

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到校計劃」) (2015 施政綱領及 2016 施政

綱領)。前三者尚未有明顯進展，後者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親自領軍，並已於

2015 年底相繼展開。政府資助 16 個社會福利機構，由專業康復團隊到全港 450

多所幼稚園提供總數約 2900 個康復名額 (政府新聞處, 2015b)。「到校計劃」幾

乎令服務名額增加 50%，並令四成輪候幼兒即時獲得康復服務。其由公布到推

出，只短短不足一年的時間，效率之高，實屬少見。林鄭月娥更親自出席「到校

計劃」啟動禮及由「聯席」 舉辦的座談會，交代政府正不斷加強為有特殊需要

幼兒提供的支援措施。此外，「到校計劃」完成試驗階段後將立即常規化，覆蓋

全港，分階段提供最多 7000 個名額，縮減輪候時間 (政府新聞處，2015b, 2016)。

因應社會對增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的強烈訴求，教育局亦宣佈在免費幼稚園

教育政策實施之時，將師生比例從原來計劃的 1:12，降低至 1:11 (教育局，2016)。 

 

 

改善空間仍大 

 

雖然政府似乎推出一連串的加強措施，不過大部分尚未就緒，較顯著的

措施就只有「到校計劃」。「到校計劃」的精髓在於透過康復團隊、教育團隊及

家長的三方緊密協作，為有特殊需要幼兒提供更整全及具延續性的訓練。不過，

「到校計劃」卻沒有為學校提供配套資源，教育局所謂的降低師生比率至 1:11，

比對現時狀況並無實質改善，原因在於現行的師生比率中位數已達 1:11 (何詠

恩，2016)。由於計劃欠缺駐校專職人員協調「到校計劃」的支援服務、為有特

殊需要幼兒調適課程及處理其他與特殊需要相關的事宜，原本可觀的成效肯定

將大打折扣，這亦是為何「聯席」一再倡議政府資助幼稚園聘請「特殊教育統籌

主任」之原因。(對「到校計劃」的詳細討論，見蔡蘇淑賢，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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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上文所述，一般家長對於特殊需要、服務流程及種類缺乏認

識，而且支援又分散於各部門。當面對孩子有發展遲緩或障礙時，並非一兩次講

座足以支援，然而現時卻沒有一站式持續性的諮詢及輔導服務，令針對有特殊

需要幼兒的支援延誤，甚至不能獲得合適支援。如政府能提供駐校社工服務，便

能補上述流弊。可惜，政府並非不察，卻以資源不足為由，而拖延推行。再者，

對於成立包含持份者及各相關政府部門之督導委員會建議，政府只透過免費幼

稚園教育政策文件表示將設立跨政策局/部門的平台，為相關措施提供意見 (教

育局，2016)。對於在政策層面，吸納持份者意見，政府明顯不積極。 

 

 

總結 

 

本文闡述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最新狀況，突顯近年有特殊需要幼兒支

援不足的困境。在社會各方的推動下，政府作出了回應，推出措施以加強有關支

援。然而，當中多項尚在籌劃當中，真正開展而又較具規模的只有「到校計劃」。

不過，「到校計劃」卻欠缺適當的配套，令其「三方協作」的精髓難以有效發揮。

總括而言，為有特殊需要幼兒提供的支援雖稍有寸進，但可改善空間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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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蘇淑賢為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是由 23

個團體組成，凝聚相關持份者，共同努力為有特殊需要幼兒爭取全面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