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

教育局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一)組
8.9.2021



一. 簡介教育局的支援政策



「學習支援津貼」

• 由二零一七 /一八學年開始，教育局為協助公營普通中、小學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提供的「學習支援津貼」，涵蓋有精神

病患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

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要。

特殊學習困難 智障

自閉症 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

肢體傷殘 視障 聽障

言語障礙



針對性
加強支援：確保

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
（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學

生）能得到適時
及適切的精神健康支援

服務

選擇性
及早識別及早介入 :加強識

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風險的學生

普及性

推廣精神健康 :提升學生、教師及家長對精神健康的意識和認知，及早
識別有需要的學生，並加強學生的精神健康和抗逆力，減低導致

學生抗拒求助的負面標籤



精神病知多少?

1. 精神病是甚麼?

 精神病是疾病的一種，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可能出現各種病徵，包括認知功能、思想
、情緒、感知、行為、生理功能的異常，
影響一個人在生活上各方面包括學習或工
作以及社交的表現。



精神病知多少?

2. 精神病有甚麼成因?
• 精神病的成因涉及不同層面，包括生理、心理和社會因
素等

• 每個精神病的患者的危險因素(Risk factors)和保護因素
(Protective factors)不盡相同，因此，在制定每位患者
的治療計劃和支援策略時，需要考慮以上不同的因素。



精神病知多少?

3. 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精神病有甚麼類別?

 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的精神病種類繁多，包括

 焦慮症 Anxiety Disorders

 抑鬱症 Depressive Disorders

 強迫症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當中亦有較嚴重的精神病，其病徵一般較為
持續、影響範圍較廣，例如

 思覺失調 Psychotic Disorders

 鬱躁症 Bipolar Disorder



精神病知多少?

4. 精神病可以康復嗎?

 一般來說，在獲得適當的治療和康復服
務後，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都能克服屬過
渡性質的困難，逐漸康復，恢復正常的生
活，但康復過程因人而異。



二.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適
應校園生活上的困難及
所需的支援



 上學方面?

 課堂學習方面?

 完成功課方面?

 社交方面?

 行為方面?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適應校園
生活上的一般有甚麼困難?



不停發問大哭大鬧欠交功課

逃避活動 離群獨處成績退步 對抗

較難與人溝通、
建立社交關係

精神狀態欠佳

拒學

身體不適

默不作聲

精神病患

認知功能下降



(1) 精神狀態
• 部分患病學生可能受病徵或藥物的副作用影響而容易
出現疲倦、渴睡、眼花、頭暈、行動緩慢、坐立不安
等情況，以致他們在學校的表現有可能受到影響

• 例如：

• 難以起牀上學或經常遲到

• 經常因覆診或身體不適而請假

• 難以完成或準時繳交功課

• 較難專注課堂學習或活動

• 情緒不穩定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適應校園生活
上的困難



我的書看起來像微粒，
我很難再集中讀書。 專注力

我很害怕做功課，我
好像忘記了我的英文。

提取資料

不能表達有邏輯的思
維或行動，答非所問。

無法清晰地思考，談話
時難於跟隨別人的話題。

邏輯思維

雖然寫滿了字，我卻
不能理解文章的意思。 理解

無論我用盡任何方法
都無法集中精神，腦
海總是亂亂的，就像
忽然有誰把本來整齊
的抽屜狠狠的攪亂了。

專注/組織力

(2) 認知功能下降



影響學習的進度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適應校園生活
上的困難
(2) 認知功能下降

影響自信心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在適應校園生活
上的困難

(3) 溝通和社交關係

• 部份患病學生可能出現一些徵狀，如對他人的反應比
較敏感、緩慢和沉默寡言等。他們對事物仍提不起興
趣或缺乏動力，影響他們跟其他同學或學校人員的溝
通和相處。

• 有些同學因不理解患病學生的情況，對他們的行為和
態度較為負面，患病學生可能會因此感到焦慮或情緒
低落，進一步阻礙他們與人溝通和建立社交關係。



所需的支援



不停發問大哭大鬧欠交功課

逃避活動 離群獨處成績退步 對抗

較難與人溝通、
建立社交關係

精神狀態欠佳

拒學

身體不適

默不作聲

精神病患

認知功能下降

協助學生重新建立有
規律的校園生活

協助學生融入師生及朋
輩之間的相處和溝通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支援策略

調節要求

提供協助



支援策略舉隅（一）
協助學生重新建立有規律的校園生活

上課時間

• 彈性安排學

生的常規，

包括上學時

間、另設上

課時間表

小息及午膳

安排

• 安排學生協

助完成簡單

班務，以提

升學生能力

感

班房及課堂

管理

• 訂立清晰的

課堂流程

• 安排合適的

朋輩坐在學

生旁邊

特別活動安

排

• 鼓勵學生參

加活動，給

予彈性的安

排

• 按需要給予

額外的支援



支援策略舉隅（二）
協助學生融入師生及朋輩之間
的相處和溝通

主動表達關心，建立互信的關係

以簡單直接的語氣與學生溝通

聆聽及給予鼓勵

欣賞並指出他們進步的地方

鼓勵朋輩支持及包容

協助或指導學生之間應有的相處技巧和態度



依循課堂進度

• 預先提供課

堂的學習資

料

• 為學生預備

筆記

回應提問

• 提問前，先

給予預告

• 提問時，給

予指示或選

項等協助

參與小組討論

/活動

• 按照學生的

能力及狀態，

協助學生參

與小組活動

或討論

適應課堂常規

及自理

• 教導學生運

用工作日程

簿或日曆，

寫下期限

• 協助記錄家

課

支援策略舉隅（三）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
management/Resource_Handbook_for_Schools_tc.pdf

附錄一：
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的策略舉隅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Resource_Handbook_for_Schools_tc.pdf


支援策略–校內功課/考試調適安排

調節要求

提供協助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download/sea_guide_c.pdf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校內考試特別安排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resources/serc/download/sea_guide_c.pdf


功課調適

• 減少功課量或抄寫量

• 調節深淺程度

• 延長遞交期限

• 彈性處理交功課的日期

• 容許多元化的作答方式

測考調適

• 提醒學生專注作答

• 安排在特別室進行測考

• 特別座位安排

支援策略–校內功課/考試調適安排



學習支援的原則

•透過調適給予彈性及空間，減輕學
生壓力

•透過給予協助，提升學生的效能感
及自信心

•調適安排需按學生的情況及進展，
定期檢討



三. 與校內支援團隊協作
提供支援



學校支援

家庭支援

心理輔導

藥物治療

朋輩支援

如何在學校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學校的角色

• 有精神病患的學生需要醫護專業人員的診治

，他們通常都會由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學

家或醫務社工跟進。學校的角色主要是配合

醫護治療和康復的要求，協助他們適應在學

校的生活。



•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第五章學生支援小組
(P.40)

學校的支援團隊



學校的支援團隊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

• 統籌主任應擔當領導的角色，

整體統籌校內融合教育支

援策略的制訂、推行及檢討，

以加強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

效能，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學

生受惠。

輔導組

• 擔當領導的角色，統籌、

制訂和推行校內支援有精

神病患學生的策略，以照

顧他們的社交、情緒、行

為等各方面的需要，幫助

他們適應校園生活。

學生支援小組需與輔導組協作，因應個別學生的困難和
情況，而給予不同程度的學習支援和調適安排，並一起

檢視支援這些學生的策略和資源運用的成效，共同照顧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及加強精神健康教育。



家校及跨專業合作

學校支

援團隊

醫護

家庭學校



校本輔導及支援

1.了解學生

的支援需要

2. 給予適切

的支援

3. 檢討支援

成效



支援方向

減少壓力/

危險因素

提升自信/

增加保護因素



透過三層支援模式促進學生的精神健
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班級層面的策略舉隅

•全班式的成長/生活教育

• 例如教授全班同學處理情緒的方法，如辨別
情緒、如何處理害怕、憤怒、擔憂等情緒

•正向的師生溝通模式 (如回饋學習表現)

• 用正面的說話

• 避免負面的處理方法

•教導其他學生與有精神病患的學生相處
的技巧



小組/個人層面的策略舉隅



提供輔導/訓練

• 心理教育

• 協助學生明白病徵對其學業及社交表現的影響，幫助學生
找方法減少這些症狀對學校生活的影響

• 辨別情緒/處理情緒的方法

• 教授處理憤怒情緒的方法—不開心時要用說話恰當地表達想法
，而非用暴力、滋擾性或逃避等方式處理

• 協助學生以正面思想取代負面思想，教授正面自我對話的方法

• 教導學生情緒低落時要表達及尋求協助

• 社交解難技巧

• 提供個別的學習輔導
• 學生需要進行專題研習計劃，可能需要個別指導學生定下短期
目標，按部就班地完成



制訂個別學習計劃

• 如有需要，可為學生制訂個別學習計劃，訂定
個別的學習目標，定期檢討

例子：

範疇 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

自理 改善個人衛生 •能保持儀容整潔 (頭髮清潔、校服鞋襪乾淨)
•能保持個人物品(食具)清潔

改善上學習慣 •能回校上課

社交 提升與社區的接
觸

•能自行外出去易到達的地方購物

提升社交能力 •能主動找人(老師或同學)出外午膳
•能主動參與課外活動/興趣班

學習 鞏固中文科學習 •能利用腦圖、點列摘錄課堂資料
•能運用腦圖構思文章



跟進學生的情緒變化

• 與學生溝通、定時傾談，或在需要時給予情
緒支援

• 安排合適的空間，當學生情緒狀態較差時可
在該處休息

• 記錄學生的情緒狀況

• 有關資料可供家長及醫護人員參考

• 如學生情況持續惡化，學校人員應與家長
聯絡



跨專業的支援系統

•例如安排不同的學校人員擔任不同的角色(如給予關

懷和支援、決策/安排資源等)
學校的支援團隊

•成立跨專業團隊(例如訓輔老師、駐校社工、學生輔

導人員、班/科系主任、其他專業人士，如教育心理

學家、精神科醫生、家庭/醫務社工)，讓不同持分

者共同參與支援

保持與不同協助者溝通，了

解進展

•例如安排一位合適的學校人員作為聯絡人，與家長

保持緊密的溝通和聯絡
與家長建立互信丶伙伴關係

•舉行個案/檢討會議，並邀請家長及有關學生一同參

與，因應學生在不同階段的需要，計劃及評估為學

生提供的支援策略，並定期監察及檢討學生的情況

和支援成效，及商討突發事件的處理程序

了解受助學生的想法和實際

需要、商討支援方法



四. 參考資料及相關社區資源



了解學生在學校的適應情況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和支援計劃表》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p. 254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有精神病患學生的需要評估及支援計劃表》



其他教育局的資源

• 學校行政手冊

• 學校如何幫助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指引

• 認識及幫助有精神病患的學生 –教師資源手冊

•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



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 (Student 
Mental Health Support Scheme )

食物及衞生局聯同教育局、醫院管理局及社會福

利署於2016/17學年起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計

劃」，每所參與的學校會成立一個由醫院管理局

精神科護士、專責教師和學校社工組成的跨專業

團隊，與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團隊、校本教育心

理學家、相關教師和社會服務單位的社工緊密合

作，在學校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支援服務。



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
醫院/診所 地址 聯絡資料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新界大埔全安路 11 號 電話: 2689 3262
傳真: 2667 6353

葵涌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中
心

新界瑪嘉烈醫院專科門
診部K座8樓

電話: 2959 8555
傳真: 2959 8801

瑪麗醫院 香港薄扶林道102號J
座
5樓

電話: 2255 3656
傳真: 2255 3993

屯門醫院 新界屯門青松觀路廿
三號

電話: 2454 1744
傳真: 2468 5504

基督教聯合醫院 九龍觀塘協和街 130 
號

電話: 3949 4866
傳真: 2205 1763

油麻地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
康服務（備註: 請到葵涌兒
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中心辦理
新症預約）

伊利沙伯醫院T座日間
醫療中心新翼八樓

電話: 2384 9774
傳真: 3506 4389

醫院管理局 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53&Lang=CHIB5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53&Lang=CHI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