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觀」手觸療工作坊 

       ( 2012 年 12月 16日 星期日 早上 9 時半至下午 4時半) 

2. 「眼利目明」： 認識隱性眼肌操控及協調障礙 (讀寫時位置錯漏)     

    ( 2012 年 11月 22日 星期四  晚上 7 時半至 9時)     

3. 「讀書三到」：突破閱讀理解障礙 (自閉/亞氏保加症/社交溝通      

障礙學生)   ( 2012年 12 月 6日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至 9時)  

4. 「身心靜定」 兒童、青少年專注力訓練 (第四場) 

    ( 2013 年 1月 3日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至 9時)  

5. 「識心療癒」: 突破身心意識封閉障礙 (第五場) 

    (此療法專為受著自閉/亞氏保加症徵狀困擾的孩子而設)         

    ( 2013 年 1月 24日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至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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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焦點──「讀書三到」身心腦功能及學習綜合訓練： 

             個案分享 

「讀書三到」綜合訓練已推行了一段日子，這次我們選取了一個成功個 

案，分享了他在助展會的小故事、其訓練活動及背後理念。想知詳情， 

請閱內文P.2-7。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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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六月，當要選一個學生作為八月份成功個案分享會的

主角時，腦海中第一個飄起的就是志偉。在我的學生中，他

也許不是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但其進步卻是最叫人驚喜及

鼓舞的。 

志偉是一個十歲的大男孩，擁有一雙大眼睛。接近光頭的

他，戴上一副大眼鏡，再加上陽光般的笑臉，活像卡通片

《IQ 博士》裏的小寶寶。在他約八歲的時候，被診斷患有讀

寫障礙。如要在讀寫障礙上再分上程度，只可以說他是屬於「典型」或「嚴重」的類別。此外，

志偉難以專注，常常四周走動，故也被評為疑似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 

還記得去年 5 月下旬，志偉來到助展會進行評估。甫開始讀第一個約高班至小一程度的中文

字，他便開始皺起眉頭。不久，他發現自己有太多字不懂讀，他便有越來越多的猶豫，聲音漸漸

變小，認讀的速度也越來越慢。如果不是工作所需，職責所在，要看清他認讀的情況，我也實在

不忍着他繼續。結果如我們所料，幾乎所有讀寫障礙孩子有的表徵都可在他身上找到：他會把

「往」讀成「住」，「晴」當作「睛」、把「臉」讀成「口」、

「姊」讀成「姐」，甚至最基礎之一字一音的概念還待掌握，

如他看見「螞」字，讀成「螞蟻」。 

接著，我們再給志偉進行一系列視覺、聽覺處理、肢體重

心、簡單語言等評估，嘗試找出引致其認讀困難的根源所在。

我邊看着志偉，邊在思索。當看著他像朗讀生字一樣，艱難地

應付著這些只要求幼兒程度的基礎身腦功能測試時，我初步 

 

 

主題焦點 

「讀書三到」身心腦功能及學習 

綜合訓練：個案分享 
助展會 兒童發展導師 

李秀芳姑娘 

周加恩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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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感知及肌能(Sensory & motor functions) 

視覺處理 (Visual Processing) 

聽覺處理(Auditory Processing) 

語言(Language) 

思維(Cognition):  文字符號解碼. 次序. 

0-8歲基礎身腦功能 

志偉的故事 

志偉默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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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意識到，其困難不是單單給予認字技巧便可，我們必須同時從他的心理、身體感官上下功夫，為

什麼呢? 

其實，志偉嚴重的認讀問題，只是其 0-8 歲基礎腦功能發展差異的浮現。身體感官發展上，他

的重心感應及位置感很弱，加上身體仍停在渴求左搖右擺刺激的階段，故他必然常「周身郁」。未

能坐定學習，這同時亦使其眼耳訊息的接收，視覺追

蹤和感知發展只停留在幼兒期、聽覺的記憶力也如

是。一個看得不仔細、聽完聲音又很快會忘記、和眼

耳未能同步使用的孩子，「往」字與「住」又會有什

麼分別？繁多的字音又怎會記得住？再者，因眼、耳

和身體未能統合，志偉雖看似口齒伶俐，但只限於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所思所想，而對於外境和物件

的命名和分類是模糊不清的，例：「筆尖」說成「筆尾」、「心口」說成「腰」、「檯腳」說成「柱」

等。物件名稱未能緊記，詞語和文字又怎能入腦呢?  

簡單來說，志偉瞥見一字，便會立即想到其意義，而不會先想起其正確的名稱。所以看見「姊」

字便聯想起「姐」，就將「姊」字讀成「姐」音了。對他來說，字形和字義

的聯繫還可以，但字形及字音的聯繫可以說是嚴重斷裂或未有建構成功，使

他經常混淆近形、近音、近義字，未能牢記一些淺易的常用字等。他學字的

情況就像一個三四歲的幼兒。 

心理上，長年在學習上的苦戰和挫敗，使志偉累積了不少厭倦、驚怕、失望、

無助、不滿足、委屈、憤怒等負面情緒，自信心當然欠缺，分心和逃避學習

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故就志偉的情況來說，心靈、身腦功能和讀寫三方面的訓練全都需要，也刻不容緩，但如果大

量不同範疇的訓練同一時間開始，那也只會事倍功半，反添志偉及其家人的壓力。所以我們把訓練

分成不同的階段，先集中調節其心理狀態，再著手基礎身腦功能，最後才是認字技巧。 

        針對志偉心靈和身腦功能的發展需要， 我們設計了不同的訓練活動，範疇涉及正面情緒重建、

前庭及重心、視覺及聽覺處理、語言及思維。簡單來說，目標是令志偉的心和身安定下來，專注力

和自信心提高；能看得更多、更廣、更仔細；聽得更多、能牢記更多；能更有計劃、組織去想、去 

2012年度 10 月第 4 期 

一般學生學習文字的情況 

自行設計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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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能提升其基礎的語言思考能力，解決阻礙他學習的根源性問題。 

       很快，志偉便開始為期一星期兩節的訓練。記得第一次他一走進課室，便想玩，便想衝，  當然，

這只是訓練的第一步，我們一邊給他大量的動態遊戲，包括前庭上下彈動、左右和旋轉的刺激、平衡

反應訓練，希望志偉的身軀重心感應能漸趨成熟， 好讓他能盡快能輕鬆地安坐下來學習；一邊又給

予他「身心靜定」的訓練，讓他學習控制自己的身體和心念，並且培養其自信。我們亦以遊戲、自由

活動和目標為本的形式進行，希望從中滿足其「玩」的慾

望；並使他得到成功的經驗，提升其自信心。此外，為了

讓志偉的「心」靜止下來，我們也教導他怎樣留意及調控

自己的心，為迎接學習做好準備。至於學字技巧，固然不

能少，但在這時候我們只初步教了他在意識上什麼是用

心看字，因為時機未成熟。 

          數月後，志偉整個人像一下子長大了，坐定了，專注了，也自信了。他跟我們說：「以前我好

像坐在雲上，現在不是了！」我們覺得是時候「打開」他的眼睛了，讓他學習觀察，並口述觀察所

得。至於認讀策略，我們也深知是時候加入了，佔課堂的時數也應不少。可是，當我知道要實行的

時候，還是有點擔心：志偉以前看見字這麼害怕，教他一些認字策略反應會如何？可幸，隨着志偉

身體感官及心態變得成熟，他十分積極學習，也覺得活動有趣、且有得著，我的心也寬了下來。 

        不久，有一次，志偉跟我們說：「我覺得我好像重新有了雙眼睛，以前好像沒有的，它們像睡了

覺似的。」又有一回，我在教他一些認字策略的時候，志偉忽然跟

我說：「我現在才知道長裙和短裙是同一個字，是這樣寫的！」這

叫我們知道，訓練起了效用，他的視覺意識已成功開展了，是時候

進入另一里程。 

        有了眼睛，學文字還需要什麼？是耳朵，還有組織能力！接

下來，我們的工作便是「開啟」志偉的耳朵及發展他的組織和計劃能力。我們繼而和給他很多聽知

覺活動，及玩一些目標為本的自由創作和解難遊戲；同一時間，認字策略當然是繼續施教。 

        其實，認讀技巧的訓練策略是怎樣的呢?針對志偉的需要，我們由何謂認讀一個字開始，先教

導他一字一音的概念，分辨何謂字音和字意，再訓練他的心有意識地其眼及耳朵來將字音字樣連 

聽導師描述，找出有關水果 

砌出與導師相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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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基礎腦功能—眼、耳、手、口統合活動舉例 

      「基礎腦功能」中的「視覺」意識及「視〃聽〃手動/說話」統合的能力對孩子的成長十分重要，特別

是認讀和書寫困難的孩子，能幫助記憶字音和字形，建立朗讀和書寫能力。現與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已驗證

過有效的訓練活動，讓大家嘗試及體驗當中的過程。 

       此糸列活動以『視覺意識』發展為主軸，旨在建立孩子的眼-耳-手-口統合的能力。透過教導孩子怎樣

用「心」在眼看，後加上同時用心在「耳」聽，再作出說話或行動反應，從而提升孩子的學字時的形音統

合能力。此糸列訓練可按孩子的程度和需要而分為四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我能用心在眼看〃用手作回應 

活動名稱：我是「千里眼」 

工具：豆袋(多個)  

 

 

 

 

 

 

繫起來；掌握單字過後才學詞語及在句子中認讀不同的詞組；一步一步地設計不同的策略，讓他成功地

學習中文字。漸漸，「默書 80 分」、「考試成績不錯」、「我開始看書」等這類喜訊越來越多開始在志

偉的口中吐出，我沒有再去深究他比之前進步了多少分，走前了多少名，只要看到他比以前堅定及自信

的眼神，望見他那種渴望被肯定又有點洋洋得意的表情，我便更毫不吝嗇地讚賞他。  

        很快來到分享會當晚，志偉的媽媽也在場，我們也請她分享：「以前志偉就好像文盲，地鐵站名

呀、麥當勞裏的字全部都唔識，又不會用詞語，有一次卻跟我說：『我地一間去拜訪姨丈啦！』以前

『中秋節』三個字排在一起他能認讀，但當這三個字分別放在其他地方，他便完全不懂，現在我終於有

曙光了，他也相信自己是會成功的…...」當時，這番話真的直坎入我的心，我也相信在場的家長及同工，

心中不無感動。訓練究竟是為了什麼，志偉媽媽已給了我們一個明顯的答案吧！訓練的道路，我們自然

還要繼續走，但我確信會愈走愈順，愈走愈見光明。 

8月份成功個案分享會 

志偉的訓練活動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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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一) 工具：活動中除了用豆袋外，也可使用其他不易打碎、不會滾動、及可供拋擲的物件。 

(二) 場地：活動所用的空間/房間可從較小的開始，慢慢推至較大的進行； 

(三)引導手法：需留意活動中孩子能否用眼看近至遠的地方，及觀看的方位能否從多角度，如其站立

的位置前、後、左、右、上、下等去察看，若初時孩子未能做到的話，指導者可暫在他身旁(不要站

在他對面)，輕輕帶他的頭移向或手指向應察看的位置。 

(四)說話引導：指導者在過程中刻意用句子提醒孩子「要用眼看」，讓孩子為意把自己的「心」放在

其眼睛上，增加孩子用「眼」去觀察的意識，如「用眼看」、「心在眼看」、「用眼看周圍哪裡沒有

豆袋?」等。 

(第二階段) 我能用心在眼看〃用口說我見 

活動名稱：我是「小記者」 

工具：豆袋(多個)  

活動描述：導師請孩子用眼睛看豆袋拋到哪裡，並請孩子說出其眼睛所看見豆袋的類型、顏色或位置

等，如「我看見一個黃色的豆袋在牆角」、「我看見桌上有一個藍色的豆袋」、「我看見前面有一個巴

士型的豆袋」。完成後可請孩子轉換不同的位置繼續「察看」。 

小提示： 

(一)工具：可沿用第一階段的工具，並加添不同顏色、形狀或有更細緻裝飾的物件，如不同動物豆袋、

公仔、不同款式的膠圈等。 

(二)說話引導：導師在過程中刻意用句子提醒孩子「要用眼看得清楚」、「用心看得細緻一點」、「用

眼再多看一遍」、「用眼看物件的全部」等，讓孩子為意把自己的「心」放在其眼睛上，並且要看得「

細緻」，增加孩子用「眼」去觀察得「仔細」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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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我能用心在眼看〃用耳聽〃用手做 

活動：我是「小偵探」      工具：不同顏色/形狀/款色豆袋(多個) 

活動描述：導師先把多個散開地豆袋放在房間的地下各處。請孩子站在房間中一個固定的位置，一邊用「

耳」聆聽導師的指示，一邊用「眼」去找導師所指定的豆袋。如導師說：「請你找出黃色的火箭豆袋。」

孩子仔細聆聽指示後，用眼察看，用「手」指出豆袋的位置，後著孩子拾起豆袋交由導師便可。 

小提示：導師在過程中刻意提醒孩子同時打開眼睛和耳朵，並把聽到的指示存在「心」中，並同時用「眼

」去觀察及按存在其心中的「指示」，用手指出正確的豆袋位置。 

(第四階段) 我能用心在眼看〃用耳聽〃用口說 

活動：我是「小警察」 

活動描述：此活動與第三階段的較為相似，但重點改為訓練孩子用語言作回應。導師請孩子站在房間中一

個固定的位置，孩子要一邊用「耳」聆聽導師的指示，一邊用「眼」去找導師所指定的豆袋。如導師說：

「請講出黃色的火箭豆袋在那裡？」孩子仔細聆聽指示後，用眼察看，需用「口」清楚地說出豆袋的位置

，後由導師依孩子所告知的指示拾起豆袋。 

小提示： 

若孩子給予的指示並不清晰，導師不需「猜測」其心意或指導孩子如何做，只需要告訴孩子：「我不明白

哦！」、「你說xx豆袋在……」，孩子便會多用心在「腦」去思考，如「究竟導師不明白甚麼呢?」、「我應

如何指示導師才明白呢?」 

另外，導師入可以口語重覆孩子給予的指示，如「「紅色的豆袋放在「果度」?!「果度」是指……(表現得不

明白「果度」的意思)」，讓孩子用「耳」聆聽一次自己口中所說出的訊息，檢視當中與自己的心意是否相

同。過程中孩子需不斷結合「眼」看、「耳」聽、「腦」思考及「口」說的功能來重整自己的說話。 

祝大家嘗得成功教學的樂趣！ 



 

助展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本著「順天而行、助展潛能」的信念，為 0至 18 歲在發展上有差異的兒童及青少年

提供全面性專業服務的私營機構；宗旨為幫助他們突破成長困局，促進其身心腦的自然發展。服務包括為孩子

提供兒童發展及學習能力評估、智能評估測試、讀寫障礙評估、音樂才華專業諮詢等評估，以釐訂個別發展需

要的治療方案並進行訓練。本會亦為家長、教育界、復康界、社會服務界同工提供專業諮詢及培訓，並有感統

訓練用品，以供各界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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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識心療法」之兒童、青少年身心和自他意識訓練  

   (適合社交情緒及溝通發展遲緩、自閉症/亞氏保加症的孩子)  

2.「眼利目明」兒童、青少年視覺功能訓練 (抄寫及閱讀錯漏的孩子) 

3.「讀書三到」兒童、青少年身心腦功能及學習能力綜合訓練 

   (適合學障/讀寫障礙的孩子)  

4.「身心靜定」兒童、青少年專注力及靜定訓練 (適合過動及注意缺失的孩子) 

5.「口說我心思」兒童、青少年高階語言思維訓練 (適合詞彙及說話組織力不足的孩子) 

6.「體感療癒」兒童、青少年身心創傷治療 (適合情緒困擾的孩子) 

 到校社交小組 (自閉及亞氏保

加症學生)已順利完成！ 

「身心靜定」：講座已來到
第三場！ 20 節的到校服務也圓

滿結束！！  「讀書三到」講座：李姑娘在落

力解說 呢！ 

 新增音樂導師 (鋼琴)    林冠琪 

※ 獲取 ABRSM 八級鋼琴和五級樂理資格 

※ 曾在香港國際音樂學校修讀音樂歷史課程 

※ 進修 Dalcroze Music Workshop，從而在教

學上更具靈活有趣，培養學生對學習鋼琴

興趣 

音樂教育新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