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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y 自小的中文成績一直不好， 常徘徊在合格與不合格之間，聽讀說寫，樣樣皆

難。小四那年，滯後的中文連帶影響常識科的表現，「零雞蛋」成績也終於出現了，

Christy 媽媽於是帶她進行評估， 才發現她雖然聰明不缺， 卻有讀寫及語言障礙癥

狀：「她的學習過程就像拼拼圖那樣，但最嚴重的不是拼圖四散，而是她把不同的拼

圖都放在一起，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夾雜，凌亂不已。」Christy 媽媽形容道。 

Christy 曾因為學習障礙，到助展會進行訓練兩年多，直至中一為止。但若你問 Christy，

不用到助展會訓練是否輕鬆多了？ 她會答你：「也不是呀，去助展會也好開心， 去玩

之嘛。」 能夠在無壓力、不沉悶的訓練中得到學習上的改進， 這就是 Christy 在 助展會

兩年多來的愉快經歷。 

Christy 曾因為學習障礙，到助展會進行訓練兩年多，直至中

一為止。但若你問 Christy，不用到助展會訓練是否輕鬆多

了？ 她會答你：「也不是呀，去助展會也好開心， 去玩之

嘛。」能夠在無壓力、不沉悶的訓練中得到學習上的改進，

這就是 Christy 在助展會兩年多來的愉快經歷。 

 

Christy 由小四開始到助展會訓練，直至中一停止。 她形容以

前看到中文就不喜歡，一百個詞語中，可能只懂得兩三個：

「不想讀中文，但又不能不讀。以前爸爸會逼我溫書，我只

好扮著溫習；那時根本不知道怎樣溫習，也不明白溫習有甚

麼用。」 

 

Christy 的學習障礙，助展會採取「讀書三到」的方案，引領

她學習時達到「心到」、「身腦到」、「技巧到」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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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初期，導師為 Christy 提升眼看及耳聽的意識， 又提供訓練重心和空間感的活動，如

以不同方式打鞦韆及坐在大型治癒球上彈動， 以強化她的身軀平衡感及眼耳分工能力；

這些看似與讀寫及語言無關的訓練，為之「身腦到」， 它們建立 Christy 日常學習時需應

用的身體基礎  —–「維持坐姿站姿、眼看耳聽當下」，令她上課時更能專注其中。 

事實上，障礙 Christy 學習文字的其中一個主因， 正是因為她未能詳細察看眼前的文字、

物件或環境， 引伸至未能我口講我見。 經過眼睛的訓練，Christy 現在不再流於表面地看

眼前事物了，她能專心安坐去觀看事物，甚至懂得拿起物件，持續以不同方位全面觀察，

甚至發現物件的細微之處；慢慢，她甚至能留意到物件周邊的事物，不會「見樹不見林」

了。 接著她也能描述眼中所見了。  

在耳聽方面，她的耳朵曾經會「時開時關」，會邊聽邊不自主地說話。 現在別人說話，她

不會再打岔，有需要時除了靜下來外， 還懂得閉上眼睛專注聆聽， 因此由以往只能明白一

半，增至八九成。 

 

稍後， 訓練加入其他元素，包括高階的語言及思考訓練，令 Christy 在眼到耳到外，不會

「有口難言」， 無法把所見所聞及所思所想清楚描述出來。訓練除了讓她表達自己外，也

擴充她口語及書面的詞庫、建立詞彙間的聯繫，並提升她的理解及表達能力，令她不單能

講，還能有組織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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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 助展會再在訓練中加入了「心到」的競

爭元素，  刻意讓 Christy 與一兩位導師進行遊戲

比賽， 讓她學習怎樣面對成敗。 以往在學習上經

歷了太多挫敗，Christy 很容易放棄， 每遇到新難

題， 她常常未試先投降，有時甚至會坐在牆角不

理不睬或一臉沮喪， 讓人看得心痛。 導師們為她

刻意製造成敗經驗， 引導她看見自己的能力，和

自己在面對勝敗時的情緒變化。  Christy 從中學懂

表達情緒，同時也學習接受鼓勵及保持希望；再

加上導師帶領她掌握從失敗經驗中汲取教訓，再

以新方法來制勝， 她終能享受艱辛過後的成功

感。 

在訓練的最後一年，助展會強調提升 Christy 的組織能力，如教她做不同的食物，讓她親身

體驗怎樣一步步來達到目的、完成工作的過程；又在語言思維訓練上，  提升 Christy 的解

說能力，讓她能具說服力地陳述己見。 這是最終的「身腦到」的「腦到」階段，Christy 由

以往雜亂無章地將一件事情的情境描述 、個人感受及推論等無系統的隨意表達，  變得能

按序敘述、分類和總結；而且更豐富了談話內容，由只能談事情的片面變為全面討論，由

只能談實際事物進步為能作抽像思考，將因果、分析等說得頭頭是道。 

訓練為期兩年多， 聽上來似是困難處處， 但 Christy 的媽媽說，女兒倒是很享受來助展會

的日子：「這裡的課堂會適當地合併， 令小朋友不會有來上課的感覺，反而能在玩的過

程中不知不覺間吸收知識，不會令小朋友有來『捱』幾年的感覺； Christy 覺得來助展會

只是『玩』，反而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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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學習於無形」， Christy 媽媽覺得，那是因為助展

會能靈活調整訓練來切合小朋友的個別程度， 不會盲

目地跟從課程或單元來教授。 她又認為，  助展會整體

手法比較精細：「助展會不會過份催谷小朋友，  也不會

過份標榜機構的表現；這種形式溫和但有力，方向清

晰，  令兒童更易掌握和得到持續的進步。 有時為了小

朋友的進展，  訓練亦會不時更替導師， 或出現多於一

位導師一起上課的情況。」 

除了學習方向及課程安排外，  師生關係也是愉快學習的重要一環。 Christy 媽媽認為助展

會的導師非常關顧學生，會注意他們的進度同時也很有愛心，態度親和。她指，助展會就

連家長等候空間也很舒適，燈光柔和環境安靜，整體而言是一所令人信任的機構：「循序

漸進，教學方法貼合學生需求，加上師資和環境，我相信這些都是助展會二十年來能一直

屹立灣仔的原因。」 

回想當初選擇助展會，Christy 媽媽要求不高，只希望訓練可改善女兒的中文和自信心，令

她不用再擔心無法升學， 也不會在其他人面前怯於發言。 結果她很高興發現女兒升中時

銜接得很不錯，中一後就可以停止訓練了。「以前她為了翌日要默一百個成語會哭出來，

因為她根本不知如何溫習。 現在她的基礎鞏固了，情況改善不少， 就算再有類似難題，

現在她掌握了學習的方法，也不會再那麼束手無策了。」 

現在中文不再是 Christy 的噩夢了：「現在也不是說即時變得很喜歡中文， 但還可以吧，

不會怕了它。 我現在會懂得溫習，看到成績明顯進步了， 也有較大動力溫習。 現在要溫

習一百個詞語，就算不懂，也不會放棄，我有信心、有辦法去溫習。」Christy 說。不知不

覺間，Christy  已經學到了「技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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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提升和個人自信增強， 令 Christy 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裨益， 她整個人也較以往積

極，課外活動更投入，學習新事物也熱心了。遇到想要的東西，甚至會努力爭取，證

明自己有道理，例如為了零用金額，她就製出一個圖表，一一詳細地分類項目，列明

金額。 Christy 得以明白情況，不輕易放棄，而會理性爭取，這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心

到」、「身腦到」、「技巧到」成果。 

「受訓練後，Christy 的拼圖一小撮一小撮地拼出了點頭緒，終於慢慢建構出一幅圖畫

來，開始有邏輯、有組織了。」Christy 媽媽很高興女兒的「學習拼圖」能拼出她自己

的圖畫出來。對於女兒未來，她算是放心：「她已長大不少，有自己性格；但只要我

明白她本性善良，也重拾學習興趣就夠。」 

 

助展會非常感謝 Christy 和她媽媽與我們分享她們在助展會的經歷。欲知道更

多關於學習障礙的詳情，請瀏覽助展會網頁 http://www.pdachild.com.hk。 

Christy 媽媽又提起， 女兒中一時因成績不俗被學

校「登上榜」，她還道是校方鼓勵性質居多，沒有

在意；及後中二她再度「上榜」，才令她另眼相看：

「那時她已完成助展會的訓練，但仍然能維持表

現，這更肯定她終於學到了學習的方法，能聽明白

別人說甚麼，也吸收到上課的知識，我的心才定下

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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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珊珊女士 (Ms. Susanna Choy) 

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 

  香港心理學會副院士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協會會員 

我是新加入助展會的臨床心理學家，蔡姑娘。 

在過去九年，我分別在本地非牟利機構、醫院管理局總部和公立醫院擔任臨床

心理學家一職。相信憑藉過往的臨床經驗，我可以幫助小朋友及家長們一起解

決成長中的各種情緒問題，走出困局。 

歡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長找我傾偈了解什麼是臨床心理服務。 

鄭雅心姑娘 (Ms. Mabel Cheng) 

輔導員 

  執業輔導心理學家 

  輔導心理學碩士 

大家好! 我是心理輔導員，鄭姑娘。十分高興能成為助展會的一份子。在加入這大家

庭之前，我在香港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為本港中小學校設計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同時

在本地學院教授輔導、並為不同機構提供心理輔導及生涯規劃等服務。 我深信每人身

上都有獨特的潛能，在輔導室中透過探索、鼓勵及規劃，每個人都有能力面對生命中

不同的挑戰，發展自己的所長。  

    

   袁嘉慧姑娘 

   SEN 特教導師 

        小學教育學士、註冊教師 

     大家好! 我是新加入助展會的袁姑娘。過去，我曾接觸幼稚園至高小、不同年齡層的

孩子， 從 中令我深信他們每位都是獨一無二的。在將來的日子，我和團隊都希望因

應每個小孩的發展情況，透過不同的方法來令他們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李汶倩姑娘  

SEN 特教導師 

  社會科學學士(心理學)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助展會的 SEN 特教導師， 李姑娘。 我剛從城市大學心

理學學系畢業，希望能學以致用，運用大學時所學的心理學知識，幫助小朋

友解決其在成長路上遇到的困難，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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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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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謝各機構的邀請及家長及同工的參與， 同由於講座反應熱烈，部份

講座將於日後再舉行，如對上述講座感到興趣，請繼續留意本會網頁 

www.pdachild.com.hk 或 Facebook 的講座安排。 

陳玉珍姑娘於 6 月 30 日出席社會福利署屯

門區青少年服務地方委員會舉辦的「專注力失

調/過度活躍症」兒童及青少年之處理及支援分

享會，分享“「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藥物

以外的訓練”，當天有超過 100 名人士參與，絕

大部份 (95%)都表示分享會讓他們對主題有更

多 的 了 解 及 對 日 常 生 活 有 幫 助 。 

 

臨床心理學家 蔡珊珊姑娘於 6 月分別在助

展會有「幫助孩子面對焦慮」 講座及 香港青年

協會青樂幼稚園與香港青年協會鄭堅固幼稚園

與家長分享 「鬥遠不鬥快」，講解幼兒情緒        

發 展 的 重 點 ， 內 容 充 實 。            

 

言語治療師蔡詠兒姑娘亦於 6 月的講座中

與家長分享「6 歲前， 不花巧.不花錢 提升幼兒

說話及溝通能力」， 家長的回應都表示講座中

的內容及經驗分享都非常簡單易明，亦能夠從

日常生活中提升小朋友的語言能力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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