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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事 

特教導師 峰 Sir  

專業團隊新成員 

 

活動教學分享  

 實戰.實踐「SEN 訓練技巧」證書課程  

 

 最新消息 

 講座工作坊推介 

     

 霎時感動 

 特教導師  張姑娘 

 

 講座後記 

SEN 孩子家長專業諮詢 — 孩子評估了，那麼訓練

應從何開始？ 

創意藝術怎樣協助 SEN 學童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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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小凱（假名）時，他對於和媽媽一起來助展會顯得十分

不情願，雙目低垂、神情沮喪。當導師走近小凱，主動詢問他的名字時，

他卻飛快的跑到了門後，探了半個頭出來，神色戒備地看著導師，一言不

發，肢體動作僵硬而冰封。 

 

10 歲的小凱患有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選擇性緘默症是一

種社交焦慮，患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一般在家中可以輕鬆自如地和熟悉

的人說話，但在某些日常的社交場合，例如： 學校、親友家，卻極度地緊

張，不能說話。這對於小凱在學校的課堂表現和社交都造成了很大的負面

影響，而媽媽帶小凱來助展會，便是希望小凱在除了家中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夠輕鬆地用言

語和人溝通、表達自己。 

從心出發：冰封背後的憤怒與恐 

兒童發展治療顧問陳姑娘與小凱的媽媽進行了詳細的會談，以了解小凱性

情、能力強弱及從出生到現在的成長歷程，從而探索發展出「選擇性緘默症」

的背後因由及過程。 

原來，小凱本身的性情是非常內向、怕生及固執的。從小到大，他都是倚靠

他外向的攣生妹妹帶領他進入社交。在陌生環境中，他通常是跟在妹妹後面，

等待妹妹先説話，他之後慢慢地才夠膽出聲講話；妹妹就像他的保護大使一

樣。 

不說話的孩子：心、身、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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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幼稚園時，幼小的小凱終要跟妹妹分開，獨個兒面對陌生環境了，而

似乎當他一人孤立無援地處身在新環境時，心中的恐懼引發了全身冰封

應激反應，喉嚨也冰封了，無法發聲，日復一日，慢慢成為沈默無言的

學生；心中話留在回家時身體解封才能表達出來。 

之後，我們與小凱進行了潛意識心理排列，以“演戲”的方式將小凱與妹妹分離在新學

校無所適從的狀態在小凱面前演示出來：“果陣時既小凱真係好驚啊，驚到成個人僵

曬，講唔到野啦！”當小凱看到導師惟妙惟俏地將他幼時的心理活動在他面前呈現，他

感受到了被看見與被理解，一改初時的戒備與緊張，一邊點頭一邊傻傻地笑了起來。之

後，我們更建議媽媽在小凱臨睡前以講故事的形式將小凱兒時的經歷講述出來，以傳達

給小凱一個信息：“你小時候害怕的經歷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如此一來，小凱的心

中建立了過去創傷與現在時空的距離，小凱社交焦慮背後的心因也逐漸開始化解了。   

以身破冰：遊戲中的建立關係 

當小凱在助展會開展訓練時，導師與小凱自由地玩任何他想要

進行的遊戲，在此過程中建立關係。一開始，小凱常常因不能

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使用肢體語言。例如，他會用手指指

著鞦韆以示意導師和他一起玩鞦韆。當導師有時不能完全理解

小凱的想法時，小凱則會眉頭緊鎖，一聲不發而焦急地抓導師

的雙手，大力地拖拽導師。這些看似憤怒的攻擊性行為的表面

下，背後其實是小凱不能表達自己所產生的沮喪，以及別人不

能理解自己所產生的不安與恐懼。之後，導師通過仔細觀察小凱的肢體動作和表情，嘗

試幫助將小凱的心中所想講出來：“我估，小凱你宜家想我同你一起坐鞦韆，對嗎？”

每當成功地講出小凱內心的想法時，小凱總是會迫切地點頭，情緒也回復平靜，不再展

示出焦慮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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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導師不強迫小凱說話，而是在和小凱玩遊戲的過程中一次次地說出小凱的內

心所想，僅僅幾節課過後，小凱便主動開始和導師說話了：“我想玩呢個。” 小凱與

導師說的第一句話音量雖小，卻是他與導師關係邁向信任的一大步。 

 

解除冰封：抒發情感，自由發聲 

漸漸地，小凱開始把導師當成是一個他感到舒服可以對話的人，

能和導師以言語表達自己想要玩些什麼，幾個月後，甚至可以和導師聊天、分享自己

的生活。之後，我們在原本一位導師上課的基礎上讓不同的導師加入小凱的課堂，一

起玩一些刺激的動態遊戲。加入不同的導師是為了小凱可以逐漸地跳出和原本單一導

師的舒適圈，更好地適應和不同的人建立信任的關係、並用語言表達自己。而通過刺

激的遊戲，例如追逐、搶氣球、蕩鞦韆等，則是為了讓小凱可以全面地放鬆身體，在

刺激的遊戲中大笑大叫，解除喉嚨的冰封狀態，更加輕鬆自如地發聲。 

 

就這樣，小凱從一開始的完全不說話，到開始上課後需要 20

分鐘才開始說話，再到三個月後，一見到導師便可以暢所欲

言，此時的小凱與第一天來到助展會時那個驚恐的男孩已是判

若兩人。現在小凱整個人的肢體狀態放鬆了許多，不再像之前

一樣畏縮了。同時，小凱也不再有拖拽導師的不恰當行為，因

為，當他能夠輕鬆自在的發聲表達自己，內心的焦急和不安也

不復存在了。小凱的媽媽也說，小凱現在能在學校主動開口和

老師說話了，這是他之前從來沒試過的。聽到以及親眼看到小凱的明顯進步，我們無

一不為他感到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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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助展會的 SEN 導師峰 Sir，俱帶領學生課堂進行小組活動經驗。在科大完成學士

學位後，我現在在中文大學修讀溝通障礙科學專業文憑，以充實自己為更好地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

生。 

 

作為 SEN 學生的一分子，我深信每一個來到助展會的學生都是具備資質和潛能的孩子。雖然他們會在

學習和生活上容易出現挑戰，但我相信學生都存在克服這些困難的能力。作為他們的同行者，我們所

做的就是通過形形式式的活動，引導學生如何憑著自己來攻克這些困難，並達致自我進步。 

 

從通過心理排列化解心結，到一起遊戲建立關係、放鬆身體，到最後逐漸跳出舒適圈

一步步解除冰封，在這“心、身、聲”的旅程裡，我們見證了一個不說話的孩子是如

何從社交焦慮中逐漸好轉，我們也希望未來能幫助到更多有選擇性緘默症的孩子，從

冰封的緘默到輕鬆而又自如的發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教導師 峰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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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學員的回饋： 

 

學員 Wang (假名）：清楚了不同範疇應如何教

學，及解決了一些在訓練時遇到的困難。 

學員 Ling (假名）：最大幫助可以令我「初心」

再現，每日面對嘅工作、文件、家長工作已經

忙到個腦袋無時間放空，無時間去檢視自己嘅

不足。但透過今次變回學生，令自己可以無壓

力去學習，去享受課堂。 

學員 Kathy (假名）：透過個案分享能夠了解實際技巧及方法，認識一種玩具可以有

多樣玩法，亦可以滲入不同範疇，同儕分享可以認識更多不同層面的技巧，導師的

分析同分享有助我更了解如何與幼兒訓練。 

 

兒童發展培訓導師 陳美華姑娘的回饋：  首次在助展會舉行教師培訓，對於我來說

是新鮮又興奮的體驗。但估不到的是，這個課程能得到每一位參加者的認同，而最

令我感動的是她們每晚都帶著疲累的身軀來投入每一節的討論、分享及示範教學！

那份認真的學習態度，令我感受到大家對 S E N 工作的熱愛！ 

 

感謝你們的正面回應及意見，期望大家在這個課程上所穫

得的知識技巧能善用在教學上！願我們一同繼續在 SEN

路上成為一個有心有力的特殊幼兒工作者！ 

正如我送給每一位的小禮物「海盜鑰匙」，希望我們能為

每位幼兒找尋合適的鑰匙，用對的鑰匙協助 SEN 開啓他

們的獨特潛能。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及認同，而成就了這

個不一樣的培訓課程！ 

「將不可能成為可能」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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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證書課程   

I. SEN「家長支援」活學活用.家居訓練技巧.親子實踐 證書課程(2 月開課） 

II. 實戰。實踐「SEN 訓練技巧」證書課程第二期 (3 月開課）    

                               

 

 

 

 

 

 

 

 

 

2. 中文閱讀理解寫作輔導  

對象 ：有 ASD 特徵高小學生及中學生（具備基本書寫能力） 

課堂內容  :1.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而選取適合的篇章及寫作題目 

                   2. 引導學生理解及分析文章的內容 

                   3. 引導學生寫作審題、選材及組織文章內容                  

                   4. 教導「自我教導」策略，提升自我學習能力 

形式：個別訓練 及 2 人小組   (歡迎自行組組)     *按學生中文理解及書寫能力入組           

                                                        

3. Good @ Study 網上講座    

9/2 如何令孩子主動學習      

時間: 晚上 8:30-9:30 

 

9/3    讓幼兒喜歡學習鋼琴的秘技                                                      

時間: 晚上 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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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車終於成功在家以外的地方如廁了！ 

自閉症譜系的幼兒對於特定事物會有堅持的程序及做法，並拒絕改變既有習慣。因

此，如廁訓練對於自閉症譜系的幼兒是相當具挑戰性的。能表達想去洗手間、在家

以外地方如廁，一直都是車車媽媽想他能做到的自理項目之一。 

剛開始接受綜合訓練的車車，他甚少留意自身以外的環境、人和事。回想起訓練的

過程中，車車大多數都專注於他喜歡的玩具或者玩喜歡的活動，慢熱及較固執。每

當導師提議新的活動或者進行示範的時候，他就對著導師說：「Nonono！」 

就此，我們就在綜合訓練除了前庭刺激的訓練，同時也透過與車車探索、觀察、操

作不同的物品、玩具、物料，了解它的特性變化，從而擴闊車車的視野及讓他知道

每一樣事物都是可變化的，增加他的變通度。 

經過多個月的訓練，車車的變通度已經提升了不少呢！現在的他比以前活潑開朗，

固執度少了，多了留意外面的世界，對環境轉變的敏感度也相對的降低了。最近，

他更會主動跟導師表示他的需求呢！希望車車繼續進步！ 

特教導師  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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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 孩子家長專業諮詢 — 孩子評估了，那麼訓練應從何開始？ 

助展會兒童發展培訓導師陳美華姑娘在講座中解答了 SEN 家長心中的疑

慮—應該如何展開到位的訓練。在講座的開始，陳姑娘先說出了評估的主

要目的：客觀地讓家長知道孩子此時此刻的能力，了解到孩子在整體發

展上有什麼不足或是改進之處。 

 

評估的作用是為訓練提供一個方向，讓孩子於訓練中把已有的能力發展

為未有的能力。評估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成長比賽的開始。由於 0-6 歲是孩子學習的黃金

期，因此，盡早介入，開展訓練，便能盡早發揮孩子的潛能，減輕他們日後面對挫敗的經驗。 

 

評估後，家長如對在評估後需要哪一種的服務類型有疑問，陳姑娘建議先詢問專業人士的意見。

在訓練的過程中，家長保留與孩子親子遊玩的時間，給予孩子消化的時間和類化所學的技巧到

日常生活的機會。與此同時，家長需容許自己有耐性的等待，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在學習

過程中會有快有慢，要相信孩子的可能性，相信這一刻的起步是對的，因為即時開始訓練比沒

訓練更為重要。 

 

最後，持續的訓練也十分重要，訓練都是循序漸進，沒有所謂捷徑，孩子是需要持續改進、提

升和持久的配合。家長如在訓練中有任何的疑問，可與訓練

者或治療師商量，了解大家的期望，從而尋找出相應的訓練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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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藝術怎樣協助 SEN 學童身心發展   

本會有幸邀請到林伊莎小姐來介紹創意藝術，通過簡述兒童的特質和分享兒童個案，引

伸出創意藝術如何有效地為 SEN 幼童在成長路上帶來支持。 

 

SEN 幼童在藝術層面上的特質和普通的兒童大同小異，他們

的語言、認知仍是處於發展階段，而創作型的藝術活動就能

協助他們表達自己和鍛煉認知能力。與此同時，他們擁有豐

富的想像力，而且好奇，喜愛探索並嘗試新的事物。創意藝

術則可以提供一個空間予孩子發展他們天馬行空的想法。而

且表達直率，家長可以從孩子的創作之中提高對他們的了解

程度。 

 

創意藝術可以從不同層面上為學生帶來提昇：在認知層面上，我們可以透過觀察他人的

藝術，從而提升對社會的認知。在情感層面上，學生可以利用創意藝術提供的自由度來

將自己的世界闡述給他人，例如自己的社交認知和對周遭環境的感受。除此之外，創意

藝術也可以作為小手肌以及手眼協調的訓練方法。除了不同範疇的訓練外，創意藝術亦

可以為 SEN 學生創造出一個沉浸式的舒適圈來釋放自己的情緒，從而達到療癒心靈的效

果。 

 

最後，講者又提到家長在參與創作藝術的過程中，盡量提供

幼兒自由想像的空間，避免用固定化的思維批判孩子的創

作，以增加孩子在創作上的自信心。除此之外，講者亦主張

家長要對幼兒建立合理的期望，切記對孩子的藝術目標有過

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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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4/ 2023) 

報名請到:  https://bit.ly/3ztqDWf 

3 月 

9/3（四）常見於 SEN 學童的視覺障礙 - 斜視、對焦、跳視處理 （zoom 公益課）  

23/3 ( 四）身心腦全方位拆解-言語發展遲緩 （zoom 專業咨詢答問會 ( 公益課) ）  

3-4 月實戰。實踐「SEN 訓練技巧」證書課程 ( 第二期)  

2 月         

9/2 ( 四）專注力不足孩子經常「魂遊」，怎麼辦？ ( zoom 專業咨詢答問會 ( 公益課) ）  

23/2 ( 四） ASD 自閉症學生中文寫作引導技巧（zoom 公益課）  

2-3 月 「SEN 家長支援」活學活用.家居訓練技巧.親子實踐篇證書課程   

4 月 

6/4 （四）ASD 自閉症孩子也有自然自在社交的能力（zoom 公益課）  

18/4 ( 二）孩子的情緒困擾及處理方法 （zoom 公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