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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高

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6 年 11 月 23 日會議 

提交有關特殊教育新高中學制的意見書 

 
本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

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本會就玟

府提供立法會 CB(2)391/06-07(01)號及 CB(2)1361/05-06(01)文件內

容表達以下意見：  

 

1. 教育政策及課程框架 

- 在同一課程架構下，語文、數學及獨立生活將組成智障

學生學習的核心，獨立生活是否已包涵通識科或對智障

學生已足夠？教統局應盡早釐定課程內容及如何執行有

關課程詳加說明。新高中的目標是協助學生培養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在真實環境下發展探究和學習的能

力。所謂真實環境希望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地實習，

生活流程及溶入社區才能使嚴重智障學生感受及使用所

學知識，本會建議:  

- 本學年開始為所有在校生建立個人學習概覽 

- 選修科目可包括美術欣賞、體育、藝能、設計、綜合科

學、社會科學、公民教育、資訊科學等 

- 增加生活體驗課程及活動 

- 發揮團隊精神如組成樂隊、舞蹈團、童軍，交通安全隊

等 

  

1.1 未來出路 

嚴重智障學生離校後可選擇的成人服務包括展能中心、嚴

立法會 CB(2)467/06-07(01)號文件 



重智障人士宿舍及護理院、家居訓練或醫院服務，眾多成

人服務的主調只是生活技能訓練，閒暇活動、自我照顧能

力及工作態度的培訓，欠缺延續教育機會，忽畧了性格的

培育、智趣及全人發展，最終影響其能力的持續發展，成

人服務未能銜接學校所學，學童不論在健康或能力均有退

倒的現象，究其原因，教统局與社會福利署溝通不足，本

會建議跨部門合作，嚴重智障人士才能持續發展，教育資

源才用得其所。 

 

1.2 事業的發展 

文件指出教统局將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而有能力修讀職業

導向教育課程的學生，提供符合他們能力及需要的有關課

程，嚴重智障的孩子恐怕將永不能符合標準，「職業」對嚴

重弱智人士可說是遙不可及，庇護工場也只能望門而過，

我們的子女往往被定性為照顧或服務接受者因而才能被忽

略，他們擁一顆純真的心，對人真誠，只要因應智趣加以

教導，他們可組成樂隊、舞蹈團、義工隊等提供服務與孤

兒院、老人院，病房院友等。他們也可參與共融活動，好

讓社會人士更能了解智障人士的特質(真、善和美)，認同

他們的價值及權利，果效是雙向的。這些「工作」不但可

發揮團隊精神，更可提昇智障人士的自信心和社會責任

感，我們建議教统局可在其他學習經歷加强這方面的發

展，讓學生們盡展潛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獨立性，成為適

應良好的獨立個體，並能對社會作出貢獻。 

 

1.3 持續進修 

1.5.1 對於嚴重弱智兒童未能被包括於 3+3+4 的大學學制內，作

為家長的我們雖能理解，惟對於子女需要接受終身持續教

育的機會仍有強烈訴求，普通成人尚且有多元化的進修途

徑，從不同渠道提升學歷，但目前社會對嚴重弱智成人的

學習階梯已於離校階段封頂，扼殺了他們持續發展的機

會，「終生學習、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蕩然無存，本會對

此表極大遺憾，故我們強烈要求政府為嚴重弱智人士的終

生學習設立政策，以保障弱勢社群的平等發展機會，嚴重

弱智人士若有終身學習的途徑，則其潛能定可持續發揮，

最終亦有助減輕社會的負擔。 

 

1.5.2 嚴重弱智人士離校繼續升學的個案可說絕無僅有，現階段



有三間機構提供不同課程予殘疾人士進修，分別是鄰舍輔

導會的智齡社區大學、聖雅各福群會的啓藝學院及香港展

能藝術會的展能藝術學院創藝自强計劃，當中以智齡社區

大學課程最全面，「社區大學」的概念雖能填補現行制度的

不足，但三所機構的絕大部份課程均不適合嚴重弱智人

士，同時體能較差及行動不便的人士長途跋涉往還機構上

學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教统局或社會福利署應朝「大學」

這方向設立屬於智障人士的學院並附設住宿服務以延續終

生學習的理念。 

 

2. 資源問題 

2.1 特殊學校成校探究報告 

2.2 由教統局委託本地及海外專家進行研究發表的「特殊學校

成效探究報告」結果顯示，無論是人力、財政或資本方面，

香港特殊學校的整體資源分配，以國際標準來說都是充足

的；但真正的考驗在於資源管理上。因此，若要進一步增

撥資源，必須輔以清晰界定的課程目標及學生預期的學習

成果互相連繫，特殊學校作為支援融合教育的專業中心這

個角色，亦將會進一步加強。教统局此舉不但為資源封路，

還增添特殊學校的工作量。首先本會為學校校長及管理層

感不值，他們多年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現行人手資源並

不見得充裕，家長如不充當義工，很多課外其他經歴根本

很難成行，本會認為教统局應先確定整體特殊教育方向、

課程架構、學生的需要，鼓勵學校提出適合各校特色的方

案並適當地投放資源，這才能為有學生謀求最大的福祉。 

 

2.3 收費及宿費 

2.3.1 學費(11.10 項) 

在新學制下，特殊學校的高中學生將會支付與一般學生相

同數額的學費，即教育成本的 18%，首先家長絕對明白特

殊教育成本高昂，政府當局已給與津助，如政府再投放更

多資源在新高中學制下，家長負擔高中教育成本之部份也

屬合理。局方也多次重申如經濟有困難的家長可透過學生

資助辦事處申請學費及宿費減免，對於入息不穩定或低收

入非綜緩家庭，他們未能申請學費及宿費減免，而嚴重弱

智人士大部份患了多重殘障，日常生活需特別照顧，護理

醫療開支龐大，詳見附件。高中學費對家長無疑是百上加

斤，最終可能放棄子女升讀高中，這與局方的教育理念背



道而馳，因此本會懇請教统局能體恤嚴重弱智學童家庭所

承受沉重的額外經濟負擔，入息審查應包括醫療護理開支。 

 

2.3.2 宿費 

本會及多個自助組織多次向教統局表示反對增加宿費，原

因是學校宿費與社會福利署所提供的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宿

費機制不同，服務性質不同，不可相提並論。學童住宿學

校須扣減一半傷殘津貼，日常起居支出仍龐大。成人嚴重

弱智人士入住社會福利署宿舍可申請個人綜合保障計劃資

助，資助數額大致可足夠基本生活所需，學校宿費與社會

福利署宿舍宿費掛鈎基本全沒理據。教统局嚴重漠視家長

的意見(宿費、家長角色更是隻字不提、其他建議等)，本

會深表遺憾。另一方面，局方既考慮增加 7 天住宿的宿費，

但很多學童每星期留校住宿只是四或五天，他們實際每月

約有 17 至 21 天在校寄宿， 9 至 13 天在家中生活，加上一

年約有 90 天之長假期，實際上一年有接近約 145 至 170 天

留在家中生活，本會認為學童傷殘津貼也應按在校住宿日

數扣減。 

 



附件 

嚴重弱智人士雖可領取傷殘津貼，但對於入息不穩定或低

收入非綜緩家庭，津貼是寥勝於無，在很多情況下也是入不敷

支，究其原因，嚴重弱智人士大部份患了多項殘障，日常生活需

特別照顧，以下各項支出龐大： 

 

1. 交通 

本會曾於 2003 年 12 月進行了一項家長意見調查，調查報告

顯示近 8 成受訪嚴重弱智學生有多重殘疾障礙及不良於

行，鑑於本港仍未全面建設為交通無障礙城市，嚴重弱智

人士外出時唯有使用的士或計程復康巴士，部份家長因子

女行為情緒問題在使用公共交通時對途人及照顧者造成很

大滋擾，迫於無奈地乘搭的士，家庭要承擔不菲的交通費。 

 

2. 醫療 

2.1 公營醫療 

 嚴重弱智人士因多項身體功能缺損, 包括患癲癇症、四肢痙

攣、吞哽因難，失語，視障及聽障等需定時接受專科治療，每

次均要支付專科治療費(每次 60 元)及藥費(每種藥物 10 元)。 

 

 嚴重弱智人士因身體虛弱，容易染病，固經常進出醫

院，住院時間可長達數月，病情嚴重須使用呼吸機人士

留院甚至超逾一年，每月住院費用也需 3000 元(以 30 天

為一月，每天 100 元)。 

 

 

2.2 私營醫療 

眾所週知，公營醫療所能提供的服務有限，成人展能中心

及日間護理院更沒有固定治療師編制，家長為了提昇及改善

弱智子女的身體素質，皆盡能力安排子女接受私營治療，包

括中醫、針灸、物理及言語治療等，私營醫療收費高昂。 

 

2.3 復康用具 

嚴重弱智人士日常生活普遍需以醫療設備輔助，包括輪

椅、手推車、抽痰機、家用呼吸機、座廁、脚托、腰封、

助聽器、眼鏡、壓力襪等，部份復康用具檟格昂貴，由數

仟至萬元不等。 

 
2.4 藥物 

嚴重弱智人士雖多為長期病患者，一般家庭也可負擔公營藥費，

但部份人士須自購《藥物名冊》以外的藥物，對家庭財政構成沈重



負擔。 

 

3. 日用品 

3.1 尿片 

嚴重弱智人士普遍自理能力低，日常也要使用尿片，單是這方面也

花費 600 元(每片 4 元，每天 5 片，每月 30 天)。 

 

3.2 插喉餵食人士 

 插喉餵食人士日常食物主要是營養奶(每罐 10 元，每天 4 罐)，

餵食另需胃喉(每月約 80 元)、奶壺(每個約 80 元，每星期一個)、

奶壺接駁喉(每個 12 元，應每天更換)、啫哩膏等，每月總需約

2000 元。 

 

 插喉餵食人士如要在家中插喉或換喉可聘請社康姑娘代勞，每

次約收費 100 元，部份家長因經濟問題，唯有充當護士，自行

為子女插喉，但此舉存在一定危險。 

 

3.3 吞哽因難人士 

吞哽因難人士飲用流質食物時必須添加凝固劑。(每罐約 55 元) 

 

4. 住宿 

4.1 學校宿舍 

嚴重弱智學生留校住宿只可領取低額傷津，宿費為 440 元，

另每月車費數百元及每年宿舍冷氣費數百至仟元。 

 

4.2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殘疾護理院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殘疾護理院月費 1600 至 1800 元。日間

展能中心提供免費服務與非留宿人士，家長仍需支付午膳及按

個別需要支付交通費，而日間護理中心則每月收費 988 元（包

括午膳）或每日 55 元（包括午膳）(按個別需要收取交通費

及雜費），相對令家長經濟負荷重。 

 

4.3 暫托及暫宿 

家長長時期照顧弱兒，身心皆疲，如身染疾病或家中有特發事件，

只可安排子女接受日間暫托或暫宿服務。假期日間暫托服務(每小

時 5 元)全日連午膳收費 55 元，暫宿服務只收 60 元。  

 

4.4 私營宿舍 

入住私營宿舍的殘疾學童多為輕度及中度兒童，現更有趨

勢伸延至嚴重弱智學童，原因是教統局施行學齡學童宿位

緊縮政策，某些家庭因環境、父母精神體力、家庭成員磨

擦等不同的問題沒法照顧其弱智子女，家長在毫無選擇及



惶恐無助下，唯有安排學童過渡性入住私營殘疾人士院

舍。私營院舍收費數仟元，所提供服務質素差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