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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教室运用
多感官戏剧教育

今天，幼兒老師不難在教室內遇上有著不同特殊需要（如：發展遲緩、

語言障礙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等）的幼兒。支援這些幼兒的課程和教學

方法有許多，其中戲劇教育是近年新興的，也被認為是創新而有效的

一種方法。為探索哪些戲劇教育的手法能夠適用於本地幼兒教師，我

與本系譚寶芝博士，聯同戲劇教育導師共同設計了以劇場遊戲及多感

官故事教學為主的工作坊，其内容及作用為：

  劇場遊戲：原屬訓練演員的集體遊戲，用於教育情境，能“開

發敏捷的反應，眼睛、耳朵、手的接觸...以及集體覺察力”

（Brook，2009，144-145）。如「捉腳仔」是針對肢體動作、

節奏和專注力等方面發展的遊戲（照片一）。

  多感官故事教學：即選取故事中各種能刺激感官（包括聽覺、

視覺、觸覺、味覺和嗅覺）的元素，然後以實物、音樂、肢體、

視覺藝術等表述或藝術形式，來構思講說故事及故事互動的形

式。例如，當繪本內容講述毛蟲變成一隻美麗的蝴蝶時，老師

指導有特殊需要幼兒製作蝴蝶紙偶，模擬其飛舞姿態，從而運

用感官體驗當中的動感（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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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大約有250位就讀本

系各種在職課程的老師參加了這

個工作坊。我們喜見不少老師在

學成後，嘗試把所學應用到日常

教學中，更感恩他們均表示戲劇

教育能協助不同特殊需要幼兒重

回學習和發展的正軌。

本系於2019年5月23日舉辦了第五屆幼教研討會，吸引了

校長、老師、教育官員、學者和教育相關之專業人士參

加。是次研討會以「提升弱勢兒童的學校成效」為主題，

提供平台讓海內外及本系學者、前線業界同工，聚首討

論如何幫助弱勢兒童提升學習效能、發展個人潛質，突

破身心和環境資源的窘境，讓他們擁有精彩的人生。

當天，我們邀請了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Mark O Ŕeilly 教授擔任主講嘉賓。透過分享一些優秀的

案例，O Ŕeilly教授展示了功能本位介入、視覺支援、自

我監測策略以及朋輩介入等有效干預策略在自閉症融合

教育中的應用。他還強調需要更多高素質的研究以優化

應用方案，從而強化對自閉症兒童在融合教育中的支援。

此外，本系杜陳聲珮博士探討了如何支援少數族裔幼兒

學習的理念和實踐，就學校環境、學習材料、教學方法

和教師角色方面，利用實例分析理念與實踐現況，分享

可行的應用模式。本系孫瑾博士探討了在香港，家庭社

經地位如何影響兒童在學校表現、常識、大小肌肉和動

作協調幾個範疇的表現，她的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社經地

位對兒童不同範疇存在有差異化的直接影響。

除了以上學術講座外，當天亦安排了多樣化的活動環

節，包括「業界講座和工作坊」，「海報匯報」及「聊

天室」。超過40間幼稚園及其他教育機構分享了實務經

驗，介紹他們如何通過不同的策略和活動幫助提升弱勢

兒童的身心發展。

本系主辦的幼教研討會明年將踏入第六屆。我們一直致

力於為學術界和前線業界提供溝通合作橋樑，寄望明年

能與大家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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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社交故事提升
自閉症幼兒的社交技巧

根據美國精神科學會在2013年出

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五版》，自閉症譜系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以

下簡稱為自閉症）的患者一般會

出現社交溝通及人際關係障礙。

除此以外，自閉症患者還可能出

現重複、狹隘及刻板的興趣和

行為 (American Psychiatr ic 

Association, 2013)。自閉症是一

種與生俱來的障礙，幼兒患者會

在社交、溝通、情緒、行為及認

知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差異。

研究指出，自閉症患者一般都有

執 行 功 能 及 想 法 解 讀 的 缺 損

(Kokina & Kern, 2010)。有執行功

能缺損的自閉症幼兒可能在控制

及執行一連串有計劃的活動時，

未能抽取社交情境中的重要資

訊，以計劃及抑制自己的行為及

反應，尤其是對於陌生情境或突

如其來的改變缺乏認知上的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Kimhi et al., 

2014)。另外，這類自閉症幼兒

會缺乏推斷別人想法的能力，往

往未能在社交溝通的過程中「透

視」別人的情緒、信念、期望、

意 圖 等 ， 以 致 與 人 溝 通 時 未

能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Howlin, 

Baron-Cohen & Hadwin, 1999)。

由於自閉症人士缺乏彈性及透視

別人想法的能力，美國學者Carol 

Gray(1998)認為可以運用故事形

式的教學方法來訓練自閉症兒童，

透過簡單的社交情境故事幫助自

雖然社交故事的撰寫並不困難，但是教師在運用社交故事策略訓練自

閉症幼兒時，宜因應幼兒的興趣及能力，加入一些創意活動（如：角

色扮演），令訓練活動變得更有趣（香港耀能協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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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類型 作用及例子

描述句
 客觀描述社交情境中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事情。

 例句：
 課室裡，通常有很多小朋友想說話。

透視句

 透視別人的想法、觀點和感覺。
 例句：

 如果大家一起說，老師便聽不清楚我們的說話，課室也
會變得嘈吵。通常老師會希望小朋友舉手，一個接一
個地輪流說。

指示句

 指示兒童在該社交情境中可以做的的社交行為。
 例句：

 當我有話要說時，我會嘗試先舉手，等到老師叫我的名
字，然後才說出想說的話。

肯定句
 指出其他人對自閉症兒童展示該行為後的肯定及鼓勵。

 例句：
 這樣做人人都會讚我懂得守規矩。

共融
学习

以往融合教育的定義，是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童一起學習、一起遊戲，

通過交往來提高學習效能(鄺李慧儀、李玉嬋，2002, Ainscow, 2011, 

Nugraheni & Hidayatullah, 2019)。 根據融合教育的定義所描述，少數

族裔的兒童，在學習上也有特殊需要。香港教育大學一項研究發現，

超過一成半少數族裔兒童和青少年未有接受學前教育，該比率遠低於

華人，其中有超過一成半未有接受學前教育 (大公報，2013)。

筆者曾與幼稚園校長訪談提及少數族裔兒童的學習，我們認為家校合

作是一項影響幼兒學習的重要元素，尤其是語言(中文)環境學習的安

排。以下策略可供參考: 

編班安排增加幼兒間語言互動

要先讓幼兒適應學校的環境，才能促進他們與他人和環境進行互動。

讓幼兒有多一些機會與本土學生溝通，從日常的課堂活動，不論團體

或小組活動，增進語言對話的學習機會；讓幼兒從自然的學習環境中

交流，增加互動的機會，豐富少數族裔學生的語言環境。

豐富語文學習環境 

校方聽取一些專業的建議，如在教學進度方面，可以多採用活動形式

使幼兒在參與中與同伴進行互動，增加與同伴溝通的機會；也可以透

過不同的主題活動，讓幼兒在不同的情境下學習，豐富了幼兒的語言

學習環境，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在書寫方面，學校特別編印一些有

虛線的方格簿，以協助這些幼兒能更勻稱及準確地把中文字的部件書

寫在有虛線的位置上，增加幼兒書寫上的成功感(許麗平、鄭婉玲、

梁玉蘭、何斯濃，2015)。

不同種族文化的家校合作

校方安排一些慶祝的活動，邀請所有家長參加，這樣能建立溝通的渠

道，從而提升少數族裔學生家長對本土節日的認識，及提升對社區的

歸屬感。校內的學習活動若涉及到不同國家文化的分享（如食物、服

飾、禮儀及一些習俗等）也會邀請少數族裔和本地家長們作簡介及示

範，並培養他們對香港及對不同國家文化的互相尊重。鼓勵家家參與，

其正面的效應將與子女學校生活的適應息息相關（柯貴美，2003；黄

淑玲，2001；Eccles & Harold，1996）。校方及老師可以多了解少數

族裔家長不同文化背境、思想與價值觀，透過彼此可作進一步理解，

減少誤會的形成（袁月梅，2004），而學校與家庭合作可帶來學習上

的優勢。

總結

協助少數族裔學童的學習需緊守

一個重要的信念：關注學童在不

同學習階段的需要，積極推動少

數族裔兒童的學習，加上合適的

資源調配，便能向少數族裔的教

育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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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症兒童理解不同社交場合的要求，藉此提升他們推測別人想法、感

受和意圖等能力，達到改善社交技巧的目的。在眾多支援自閉症幼兒

的策略中，社交故事是一種較為常用及認受性較高的訓練策略 

(Kokina & Kern, 2010)。

根據Carol Gray (1998)的建議，編寫社交故事時要因應幼兒的興趣及

能力，用正面精簡的句字來撰寫。每個社交故事通常由描述句、透視

句、指示句及肯定句組成，並以第一身「我」來撰寫。以下引用香港

耀能協會(2019)撰寫的一個社交故事闡述四種句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