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不同色的顏色筆放在一起，代表社會上有著不同特徵的人，共存於

社會中。原先代表自閉症主人翁的顏色筆是白色的，現在卻是黑色，

是緣於以下的一段對話：

子：媽媽，點解用白色代表自閉症，用黑色先至啱。

母：點解呀？

子：因為黑色溝咩顏色都係黑色，唔會變第二樣顏色，好似自閉症咁，

唔識同人溝通相處，唔輕易改變，所以好似黑色，應該用黑色代表

自閉症。

從一個自閉症孩童說出的心底話，最能反映他們內心世界，我們旁

人沒法參透，為著他的表達感到驚訝和欣喜，更欣賞並尊重主人翁

的建議，編輯委員會認為黑色確實不容易轉色，用黑色更蘊含深層

意義，遂決定把白色筆轉為黑色，同時，在遠方有淡化了的黑色筆，

代表著在融合教育下，主人翁仍然是自閉症人士，但卻已漸受薰陶，

不斷進步，漸漸融入羣體生活中。

封 讀面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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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陳其美

「喁融細語說自閉」書集召集人

第二版 序

第二版序

2011 年 10 月「喁融細語說自閉 ~~ 融合教育主人翁」出版，

心裡興奮莫名，因過程對我而言，十分漫長及艱辛。從構思、尋

找贊助資源、寫建議書、按基金要求作出修訂、探訪出版社、聯

絡家長、統籌稿件、對稿、籌備座談會暨發佈會…對於既有全職

工作，也要照顧自閉兒及其弟弟的我而言，這過程實在是心思與

精神的考驗。然而，在家長會無私奉獻的家長及專業社工互相鼓

勵下，「喁融細語說自閉」終於出版了。

原以為工作告一段落，但書本出版後，反應奇佳，無論是融

合生家長或主流學校家長，教師或學生，以致專業人士，都給予

正面的評價。回想當初出書的目的，十分單純，就是以過來人的

經歷，鼓勵同路人，不要放棄，要自強不息，這個簡單的目的算

是達到了。幸運地，家長會於2012年亦得到另一基金的贊助，「喁

融細語說自閉」得以再版，一群家長抱著同一信念，希望書本繼

續發揮其功能，鼓勵家長、自閉兒及服務提供者，努力奔向明天，

創造美好人生。

「喁融細語說自閉」得以再版，除感謝初版的余兆麟醫療基

金及再版的黃廷方慈善基金外，也要感謝義工家長李劉茱麗、劉

李美儀、黃何令嘉、鍾吳瑞芳及家長會的同工，從初版到再版，

毫不計較的付出。最後，也要感謝為再版寫讀後感的人士，感謝

他們真摯的分享。

3



4



5



6



7



封面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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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 . .
請別說，「自閉世界」情緣深鎖。

有日出，自有日落；既有「關閉」，總有「開啟」。無論過程

多困惑艱辛，路，總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

有時非能力有限，亦非愛得不夠，只是「愛」這個字實在太不

容易。

「0」是蹲，「1」是站，從「0 到 1」的背後是一條點點滴滴，

日以繼夜，有「啊 ...」有「唉 ...」交替的漫漫長路。在路上，有

藍天，有花開花落，有善解的眼神，鼓勵孩子戇直的笑聲。

人生是否豐盛，在乎「領悟」與「接受」。 從而，苦也會走向樂。

人活著，總要常懷盼望與感恩，才沒有白活。

單慧珠 媒體創作人

書中的家長坦誠地道出照顧有自閉症的子女時所面對的困難和

內心的掙扎，亦真摯地分享他們陪伴子女跨過重重難關，引領子女

衝破障礙的滿足感。這本書的出版，讓家長體會到在照顧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子女的道路上是不孤單的，只要大家堅持信念，與孩子一

起努力，沿途自會有很多同路人和有心人給大家支持和打氣！  

   

黎錦棠 教育局 首席督學 ( 特殊教育支援 2)

致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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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有超過廿載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訓經驗。上課時，我常與

在職教師分享不同的詩篇。閱畢本文集後，我不禁想起其中一篇我

非常喜歡的，就是 Tears of Laughter - Tears of Pain by Kathie 

Harrington. 其中最後一節極具意義及引發共鳴，就是 Autism is 

awesome. It can demolish or it can construct. It can be 

taught and it can teach. In a mother’s life it will often 

rain with tears of laughter - tears of pain. 文集中多篇文章

正引證自閉症可如何導致破壞，例如欺凌、人際關係破裂等，但令

人感動的是自閉症其實亦極具建設性，例如父母、教師及專業人士

從接觸子女或學生的經驗中，學會如何發展其興趣、強項及潛能，

包括行山、玩結他、攝影等。我盼望我能與家長、老師及專業人士

共同攜手，透過與自閉症人士的接觸而了解其獨特的文化，達致相

互溝通、學習與支援，從而創建共融的社會。

趙程德蘭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

<< 喁 >> 一書呈現一幕幕親子同行迎難而上、感人的生命故事。

主人翁們不畏崎嶇的成長路途：孩子盡力而為，父母無微不至；

加上教師、輔導人員等有心人的協助，逐漸引領孩子走向希望的明

天﹗若主流的教育體制和就業巿場等方面能進一步理解及包容社會

上不同人士的獨特需要，各人必能開展更精彩人生。

任剛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

一個個感人的故事，顯出父母的愛心、耐心、盡心，叫我動容、

欣賞，也讓大家疏解對自閉人士的誤會，明白他們的潛能，並教我

們知道社會制度及各人的支持是不可或缺──誠意向你推薦《喁融

細語說自閉》。

伍銳明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致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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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從來都是沈重的！父母為孩子選取最合適的方向，每

日、每月不斷的努力，協助孩子更有效地學習及成長。

每個不同的人生故事中，都彰顯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沿

途有您」。有您永遠從他們的位置給予從不計較、從不氣餒的支持。

胡繼芬醫生 衞生署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讀著 「喁融細語說自閉」 這本書，心裡浮現出一個愛字，腦

內響起一首老歌 -- 憑著愛。父母們不單在獲悉評估結果那刻，也

在往後無數的抉擇上經歷著那種磨人的徬徨無助感！他們就是「憑

著愛」， 堅守「我信有出路」，與孩子一步一步地「踏遍刺腳的彎

路」；堅信「總有一日，定會找得到最好」；活出「最美麗仍然是愛」

的生命。

佘靜珊 臨床心理學家

本書由＜千迴百轉＞、＜左右為難＞開始，逐漸是＜友儕守望

＞、和＜終身學習＞……人生在面對逆境時不也是如此嗎﹖我和女

兒，同事和朋友分享這本書，一看再看，都為當中主人翁的經歷感

動，為他們的家人和師長付出的耐心和努力讚嘆，也是對我們積極

面對人生的一份鼓勵！

教育心理學家

“喁融細語說自閉”分享了各種不同的經歷和心酸。剛開始時，家

長的徬徨和低落的情緒，可想像到他們何等的痛苦。讀者可以透過

這本書，得到啟發，更加明白如何與自閉小孩相處和處理他們社交

和情緒問題。教導自閉的人，需要不離不棄的精神和包容，只要政

府能增加支援，通過各類活動和培訓，增強自信自立的能力，消除

歧視，相信自閉的人，都有他們美的一面，對社會作出貢獻！

張聖君 培僑書院前副校長

致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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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

「與他相處並不比其他人難，不同的只是在於他表達的方式。

其實共融教育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大家學會包容不同的聲音與方

式。而要做到，最難行的是第一步，就是大家先放下成見，互相聆

聽了解。在跟他相處了一段時間裡，他教給我的不比我教他的少！」

《喁融細語說自閉》一書讓我看到融合教育在香港的成功發展

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和配合，而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龐正朗老師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每個小孩都是媽媽的天使，只是有時候，天使的模樣和性格特

色也會出乎媽媽的意料之外；但做媽媽的從沒有不愛的失落，反而

會以更滿足的眼光去欣賞自己寶貝小孩的與眾不同……儘管，那眼

光的晶瑩閃亮，是由曾經無數夜闌人靜裡彷徨擔憂的淚水凝聚而成。

張明華老師 拔萃女書院

自閉症，對於不認識的普通人來說，可能是一個恐懼或憂慮。

但原來我們認識的自閉症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多。

本文集全面的講述患有自閉症人士及其家長的苦與樂。從學校

生活到家庭樂都一一詳細與讀者分享。在閱讀中，我充分感受到作

為自閉症子女父母的辛酸。雖然我只是一個中四的學生，但從選學

校一事，便能體會到父母的心情，令我感受到那群父母七上八下的

心情，亦讓我反思到我們應多點關心別人。

此外，本文集亦帶給我自閉症人士歡樂、高興的一面。可能只

是人們的點點關懷，已給他們安全感與舒適。他們的興趣其實也與

普通人沒什麼分別，他們雖在學業上遇到困難，但永不氣餒，修讀

不同的學位，為的是一份適合的工作。在通過一個難關後，我們會

為下一個難關而擔憂。但他們在通過一個難關後，會為自己而自豪，

非常高興。他們的樂觀心情非常值得我們佩服！

其實與自閉症人士相處並不困難，只是要多一點關心、愛心、

包容已經可以。大家也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話題。這文集給我帶來了

對自閉症人士的新視角！

黃睿軒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中四學生  12



致讀者 ...

看完這本書後，我感到非常感動和感恩，因為書中的這些家長

雖然都有一些與常人不同的孩子，但是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講自

己是有多麼的幸福，還有自己是在享有多麼大的恩典的時候，我也

為他們感到非常開心。看見那些家長為自己的孩子們所做的，讓我

感覺到父母對孩子的愛有多大！在這裡，也謝謝為我做了那麼多的

父母們。

鄭文軒 英華書院中三學生  

自閉症人仕的世界、誰能明白 ? 本書由家長親自道出其子女成

長的喜樂及困難、尤其可貴、更為可讀 ! 誠意推薦《喁融細語說自

閉》。

譚秀娟 明愛樂豐展能中心主任

謝謝你們真摰的分享！

孩子們：我對你們更欣賞了，因為你們擁有獨特的能力和思考

模式。

家長和導師們：我更佩服你們了，因為你們擁有發掘寶藏的能

力、無限的耐性和無盡的愛。

劉美茵 醫務社工

在世俗的眼光中，大多數人就代表「主流」，少數的就歸納為

「非主流」，而受自閉症障礙影響的青少年就是這些「非主流」。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嘗試放下屬於自己的「主流」，去瞭解一下這

群青少年的世界，或許你會發現另一個「主流」。

沒有華麗的舖排，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有的是一字一語的率

真及一點一滴的情感。這本書就是引領大家走進他們的世界之金

鑰﹗

李永浩 
新生精神康復會「靈思園地」iLinks –

自閉症障礙青少年社交豐健計劃 13



致讀者 ...

「與自閉症共舞」是這本書中令我最觸動的句子，不同子女的

父母對自閉症都有不同的面對方法，有些十分接納、有些積極尋求

協助、有些發掘了子女可愛的一面…可以肯定的是父母的接納及支

援對於子女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幫助。其實自閉症阻礙只是這群孩

子生命中的其中一部分，他們也有著其他的才能與專長，也可以活

出燦爛的人生。

韓欣庭 
新生精神康復會「靈思園地」iLinks –

自閉症障礙青少年社交豐健計劃

給你希望的一本作品：原以為書內藏著一個個令人傷感的故事，

看過後卻發現他們的人生充滿希望，周遭都有愛，以為難走的路卻

都變得精彩！

潘太 主流學校家長

我把「喁融細語說自閉」一口氣讀完，當中吸引我的地方，並

不是驚心動魄或是纏綿悱惻的情節，而是一段段細膩真切的真人真

事。

家有「自閉兒」是怎麼的情況？是混亂無章？還是疲於奔命？

俗語有云「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面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家

長們要面對的困難和挑戰相信是旁人無法想像得到的。書中記述了

幾個家庭的獨特故事：有家長感謝上天給予一個獨特的孩子；有家

長為兩名孿生的的智障兒子，勇敢地接受每一關的挑戰；有友儕間

的守望相助；亦有患自閉症的大學生，訴說自己的學習成長路。每

段歷程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有血有淚」。

同為家長的我實在十分敬佩故事裏的各位父母親，他們了解孩

子的不足和需要，在緊拙的支援下為子女爭取最大的福利。縱使孩

子的未來都是一段段不易行的路，他們都憑著無比的毅力和耐性與

孩子同行。這份親愛和智慧是我當學習的。

羅婉兒 主流學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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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

看畢 < 喁融細語說自閉 > 後，體會這班有特殊需要家長的憂心
是永無休止。

書中提及的家長們已是積極面對的一群，但面對共融教育的時
候，特殊需要的孩子與家長都面對外來的不被接收，心靈與訓練上
沒有足夠的支援。

希望政府在宣傳上使社會能多接納這些天生特別的一群及加以
支援。

彗心 融合生家長

有關自閉的書籍，我看了不少，每本書籍都令我獲益良多，對
我們這些徬徨的父母增強了信心去帶領我們的孩子走出陰霾。在黑
暗中的道路點了指明燈。

《喁融細語》內容平實，實在。每個個案都令我感動不已，自
嘆不如。最令我感動的是分享心聲部分－鍾悅皿的心聲。他的心聲、
經歷正是我們同路人 - 家長們所擔憂，因為我的小朋友尚未成年，
悅皿寫出他所面對的困難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提醒，指引了我將來如
何去支持我小朋友，如何去幫他衝破難關。

我們同路人凝聚力量為我們的孩子出一份微力！為我們的孩子
加油！為自己打氣！

Tina 融合生家長 

翻起「喁融細語」，也翻起我和太太過去的 7 年歲月，我也不
加形容詞，因為苦樂參半，現實生活也是如此！

想起孩子四歲時原被建議進入特殊學校，由於特殊學校輪候排
期過長，幼兒學校剛好有兼修位，只得試一試。經過多年訓練，孩
子已經由直資學校，再轉到私立小學唸到高小，去年學業成績全部
及格，讓我們和孩子都樂了半天。

孩子喜歡很多課外活動，不時參加不同團體的演出；也許社交
技巧不太成熟，但卻喜歡參加朋友們的活動。我們也改變自己，積
極參與小孩成長的每一天。最感欣慰的是，孩子每晚睡前的禱告，
都會注意到身邊人的需要。

最後，我們認為融合教育重要的一環是老師的參與，希望政府
繼續扶持有關政策。

黃先生 融合生家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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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跟其他小朋友玩，慢慢地他才接受，後來，他開始感受到和

小朋友一起玩的樂趣呢！雖然他的表現仍強差人意，但見到他的

改善，我彷彿看到一線生機。

參加了為期兩週的小一預備班，希望令他可以適應小學的學習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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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學習和容身的地方，讓她身心健康也得到改善。

識，也學會了玩口風琴及游泳等。以往照顧自己也有困難，今天

她竟然當上風紀、領袖生，協助服務同學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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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一個安心學習的地方。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和子女一起

了解及選擇，多點聆聽及商量，不要只堅持己見，才可真正配合

他們的需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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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曾經猶豫應該為孩子輪候特殊幼兒中心？抑或是主流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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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適的學習計劃，並作出相應的支援及安排，例如社交訓練、

小組授課及測考調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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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他每天也在學習叠紙，四個位數的算式及用方格簿寫中文

生字。我擔心他會退步，於是，在開課後第二個月決定讓兒子轉

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就讀「電子計算及資訊管理系中專證書課

程」，和一些在文法中學未能升讀中四的同學一起學習。為了令

他適應新環境，我編寫“社交故事”要求兒子每天背誦。那時，

他曾被同學欺凌，卻未能詳細描述事情發生的始末，我和他一邊

畫圖一邊重組事發的情景，才能得知事情發生的經過及和他商討

解難的辦法。當時，幸得到學生事務主任主動幫忙，總算順利適

應了學院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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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家銘出世不久，我便發現他與普通孩子有點不同，例如

心學校不取錄，我們隱瞞了家銘的情況，可是開學的第二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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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問題所在，我再約見校方，詳細解釋兒子情況，校方也

承諾提供協助。我們不停嘗試能讓兒子安坐學習的方法，試過脫

去鞋子襪子、請同學協助看管等等，都是有效一兩天；後來校方

要求，當兒子被罰留堂、星期六上週會、課外活動和參觀等，我

都須陪伴他左右，以承擔家銘的安全。直到六年級，兒子行為才

變得穩定下來，終於可以專心上課，更考獲了全級第十二名次！

可惜到了中學，由村校轉到大型校舍，新環境激發起家銘的

好奇心，『特別用途課室』成為了新目標，他喜歡自行走入電腦室

玩按掣、到音樂室玩樂器，老師為減低他好奇心，特別開放所有房

間給他介紹、給他摸摸東西，四、五個月後，兒子開始適應了新地

方。學業成績方面，由於中學著重理解，家銘中文變得最差，經常

不合格；英文科表演却較好。中四那年，幸學校給予機會，准許把

部分科目轉為英文課程，兒子會考方可取得六科合格成績。

完成中學課程後，因為擔心家銘的行為難以投入社會工作，

於是替他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電訊及科技科高級文

憑，原因是他喜歡按鈕掣！新生日當天，我陪同兒子出席，向輔

導主任講解兒子情況，主任特別安排二年級學長帶家銘參觀每間

課室，並講解有關規矩。第一年兒子成績尚好，但到了二年級，

可能要小組形式做功課，加上要自己搜集資料，家銘最終都不合

格，未能升讀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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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二年級後，家銘雖能掌握自己寫程式的科目，瞭如指掌，但

   家銘畢業後，校方幫他於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登記，兩個月後

兒子受聘為速遞員，任職半年後，兒子因一次送貨，客戶提供了

舊地址，他見無人接待，把名貴的靈芝放於門口便離開，最終貨

物遺失了，家銘給公司解僱。兒子雖為此而不開心，可是他沒有

於棄，積極緊張找工作。賦閒在家期間，為提升家銘的競爭力，

我讓他修讀了面試技巧課程。

後來家銘透過「陽光路上青年工作體驗計劃」，當上了三個月

   可是自閉症孩子溝通能力較低，有時遇上客人詢問事情，家

銘不瞅不睬，又喜歡自言自語，說話有時比較大聲，經理認為家

銘不適合樓面工作，便將他轉為負責包裝爆谷，兒子的工作仍然

不合標準，即如有爆谷份量不足、一到放工時間便立即放下手上

工作離開。後來家銘再被調到清潔部，處理餐具分類工作，他在

迪士尼工作了差不多九個月，但都不獲聘用為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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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銘牢記於心，公司要求他抄錄數遍，兒子對工作十分著緊，

公司進一步要他背誦守則，家銘又努力記下來。記得有一次上班

遇上公司未開門，放下文件便離開。家銘連續遭客戶投訴，幸好

得負責人體諒，把他調往葵涌貨櫃路線，又給他一份員工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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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工作的日子，朋友介紹國深到了一間復康機構擔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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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艇、龍舟和跳舞等運動班；而學習手語則是他的興趣，因此上

課時他都特別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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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閉症學童較喜歡「運用」艱深的詞彙或書面語與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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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他善良率直的性格，欣賞家人對子賢和同學的愛護，畢業後仍

有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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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要旁人細心觀察才可明白他的心意。家長要抱定一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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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經家人多番勸諭，阿霖終於肯接受評估，結果證實他患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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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查詢電話

家長組織 /自助組織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2324 6099 
http://www.parentsassn.org.hk

主流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 ：5160 5516 
http://www.paacme.org.hk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 ：2697 5391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dsa.org.hk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2778 8131 
http://www.hkjcpmh.org.hk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6055 1627 
http://www.parents-smh.org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智愛家長會 ：2731 6375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cs.org/cdcb/capa/capa.html

香港兒童脊柱裂互勵會 ：3568 0616 
http://www.spinabifida.org.hk

勵智協進會 ：2728 8377 / 2386 2607 
http://www.ideal.org.hk

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 ：2788 3326 / 3188 4504 
http://www.swap.org.hk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2340 0803 
http://www.asld.org.hk

香港復康聯盟 ：2337 0826 ( 總辦事處 ) 
http://www.rahk.org.hk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2338 7901 / 2794 1915 
http://www.cleftlip.org.hk

卓新力量 ：2838 9867 
http://blog.yahoo.com/_Z6ACDVBKEE7TDHYFQBZJYHCYLQ

香港黏多醣症暨罕有遺傳病互助小組 ：2794 3010 
http://www.hk-m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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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查詢電話

肢體弱能	
自強協會 ：3165 8337 
http://www.1stephk.org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2330 6308 
http://www.4limb.org

柏力與確志協會 ：2794 7033 
http://www.pandq.org.hk

香港傷健協會 ：2551 4161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phab.org.hk

香港肌健協會 ：2338 4123 
http://www.hknmda.org.hk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2338 5111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fhy.org.hk

香港復康力量 ：3471 7000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rp.org/

視障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2343 5363 
http://www.hkfb.org.hk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2339 0666 
http://www.hkbu.org.hk

香港盲人輔導會 ：2778 8332 ( 總辦事處 ) 
http://www.hksb.org.hk

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 ：8107 7922 
http://www.cornea.org.hk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2708 9363 
http://www.retina.org.hk

康青會 ：2573 7788 
http://www.hkgpa.org

聽障	
香港衛聰聯會 ：2376 0989 
http://www.hkoda.org.hk

香港聾人協進會 ：2327 2497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腦部受損	/	小腦萎縮	
香港協癇會 ：2794 7006 
http://www.hkepilepsy.com

腦友心 ：2794 8811 
http://www.braincare.org.hk

腦同盟 ：2560 2102 
http://www.nuhk.org

慧進會 ：2361 6997 
http://www.braindamage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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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查詢電話

復康機構	/	教育機構	
香港復康會 ：3143 2800 ( 總辦事處 ) 
http://www.rehabsociety.org.hk

香港耀能協會 ：2527 8978 ( 總辦事處 ) 
http://www.sahk1963.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 ：2527 9121 
http://www.bgca.org.hk

扶康會 ：2745 0424 ( 總辦事處 ) 
http://www.fuhong.org

匡智會 ：2689 1105 ( 總辦事處 ) 
http://www.hongchi.org.hk

協康會 ：2776 3111 ( 總辦事處 ) 
http://www.heephong.org

庭恩兒童中心 ：2728 8830 
http://www.benjiscentre.org.hk

聖雅各福群會復康部 ：2831 3288 
http://www.sjsrs.org

明愛康復服務 ：2843 4616 
http://swsd.citac.edu.hk

鄰舍輔導會 ( 康復服務部 ) ：2527 8888 / 2527 4567 
http://www.naac.org.hk/rehab.htm

救世軍康復服務──自閉症人士家庭支援服務 ：2893 2537 
http://www.salvation.org.hk/SSD_Web/fsspa/ 

香港教育學院 ( 蕊展計劃 ) ：2948 8608 
http://www.ied.edu.hk/aspire/ 

新生精神康復會──「靈思園地」 ：2327 4194 
自閉症障礙青少年社交豐健計劃  
http://www.nlpra.org.hk/services/new_initiatives.aspx

政府機構	
教育局 ：2891 0088 
http://www.edb.gov.hk/

教育局 ( 特殊教育服務 ) ：2891 0088 
http://www.edb.gov.hk/sen

衞生署 ：2961 8989 / 2961 8991 
http://www.dh.gov.hk

衞生署 ( 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 ：2715 3447 
http://www.dhcas.gov.hk/

社會福利署 ：2343 2255 
http://www.swd.gov.hk/

備註：此名單或未盡錄所有有關機構的資料，只作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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