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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面對二十一世紀社會的急劇轉變，高科技的發展、資訊産業的擡頭，大大地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對我們的價值觀、思維態度等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這社會意識型態的轉變下，教育也必然需要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在課程理念、

內容與方法上也須作出適當的調適、反省與改進，才能適應社會的步伐，邁向更

積極和理想的教育目標 (許明輝2002，P.8)。香港特殊教育的發展也是朝著這方向

而行，積極推動課程改革、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行動研究和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等，

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也能有效地發展他們的潛能，達至「全人發展」的理想

與目標。自二零零二年九月開始，全港弱智兒童學校均獲教統局批准增加延展課

程班，作爲兩年的試行計劃，爲十六歲或以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延續性

的訓練課程，透過延續性的訓練目標和內容，讓學生能有效地掌握基本的生活知

識、技能與態度，以裝備自己和適應社會需要，使他們能順利開展成人的生活。 

 

 

 

二、 延展課程的發展 

自二零零二年九月開始，本校亦獲教育署批准增加一班延展課程班，其課程

宗旨是:  (1)爲嚴重弱智學生提供延續性的訓練課程，減少學生對他人的依賴，開

展他們獨立自主和融入社會的生活。 (2)爲嚴重弱智學生的家長提供輔導和協助，

使他們更瞭解子女的成長和發展，以適應日後生活的轉變。 (3)提高社會人士對

16歲或以後嚴重弱智學生的關顧，使他們能繼續就學、不斷增值和發展潛能的機

會。至於延展課程的發展乃針對下列六項的主要因素： 

 

1. 著重個人獨立成長 

延展課程在教學內容設計、實施和推行的最終目標，是協助嚴重弱智學

生達至「全人發展」。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施教者應著重學生個人獨立

的成長，使他們在家中、鄰里和社會上能更獨立和自主地生活，成爲社

會積極的一份子。 

 

2. 注重個人生活素質 

延展課程在教學內容設計、學生學習目標厘定方面會注重學生個人生活

素質的培養，除了深化他們的已有知識和持續類化學習經驗外，亦需要

營造更多的選擇機會予他們，讓他們有自信心、自主和自決能力，以提

升個人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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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個人轉銜需求 

延展課程在教學內容設計、學生學習目標厘定方面也會注重學生個人轉

銜的需求，亦即是針對學生的已有能力、按著他們的學習需要、興趣和

喜好、以及配合將來轉銜至成人院舍生活在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基本

要求和學習目標，讓他們更有效和順利過渡至成人院舍生活。 

 

4. 加強生活情境學習 

延展課程在教學實施和推行時，應加強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習，給與學

生更多跑出課室學習的機會，透過在社區中不同情景和處景實地練習，

使學生的生活層面更廣寬和學習內容更充實及具實用性。 

 

5.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 

爲了使學生獲得全面和完整的學習，延展課程班積極鼓勵家長參與，尤

其是在學校中所學的知識，在家中亦需多作鞏固練習才可。此外，透過

家長的參與，使他們更瞭解子女的成長和發展，以幫助子女適應日後生

活的轉變和開展他們成人的生活作好準備。 

 

6. 加強與院舍的聯繫 

延展課程負責的教師應儘量與將來接收學生的成人服務機構聯繫，加強

院舍間的溝通，讓他們更認識嚴重弱智學生和瞭解他們的需要，使學生

日後能順利過渡至成人院舍生活作好準備。 

 

建基上述六項的主要因素，本校延展課程學生的學習目標與內容乃建基於他

們的已有能力和知識上，從而建立和發展他們在社群、生活中建構知識的基礎。

換言之，是建基於學生在16歲之前，本校爲他們所提供的主要七大學習科目中所

習得的已有知識，包括：感知肌能、自理、社適、語文、美勞、音樂和體育科，

以及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習得的共通能力。而當他們在16歲或以後，本校的延展

課程會爲他們提供四個學習領域的內容；括社會生活技能、感知肌能、語文和

閒暇藝術。借著多元化的群體學習目標和活動，幫助他們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建

構和鞏固，使他們在社群中不斷學習與增益。此外，亦鼓勵學生在社群中積極主

動學習，各展所長，互補不足，以發揮他們「全人發展」的最高潛能。 

 

 

 

三、 閒暇藝術對嚴重弱智學生延展學習的重要性 

閒暇藝術課程是本校延展課程四個學習領域當中一項創新的課程內容。閒暇

藝術(Leisure Art)所包涵的內容甚廣，包括各式各樣的休閒及藝術活動，所謂休閒

活動(Leisure Activity)是指任何與日常工作和家務無關的活動，而參與者多是個人

自發地參與該項活動，使參與者享受當中的樂趣，並達致消閒娛樂的目的(香港教

育署課程發展處1999，P.3)。至於本校閒暇藝術課程的學習目標是提升嚴重弱智學

生運用餘暇的能力，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或消閒娛樂，例如:音樂、美勞、

話劇、運動、舞蹈、栽種、電影欣賞、烹飪等活動，以培養學生餘暇生活的興趣

 2



和技能，從而提升他們的成人生活質素 (Rita Jordan 2001 P.211-214)。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第一款，亦定明香港會繼續沿用《公民權利和政冶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條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

公約的內容保障香港市民享有應有的權利和自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3)。根據

《公民權利和政冶權利國際公約》(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十七條

的規定：「所有社會及文化，人們均享有休息和閒暇活動的基本權利；同時，他們

也應享有個人自由選擇閒暇活動的權利和機會，因爲適當的閒暇活動能提升個人

的生活質素，對個人和社會的健康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World Leisure Board of 

Directors, 2002)」 我們知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需要基本上是相

同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P.1)。因此，我們亦不可忽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在消閒和娛樂方面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發展。尤其是對十六歲或以上的嚴重

弱智學生來說，適當的閒暇活動能有效地提升他們個人的生活質素，以及爲他們

將來至成人院舍生活做好準備，由於他們日後在成人院舍會有更多空餘時間，因

此，他們更需要學懂能自己作消閒娛樂、發掘和探究閒暇藝術的樂趣，令他們的

閒暇生活更充實和更有意義。。 

 

閒暇藝術對嚴重弱智學生延展學習的重要性包括: 

1. 培養學生能善用餘暇 

由於延展課程班最基礎的學習目標是讓十六歲或以上的嚴重弱智學生，能適

應和爲將來至成人院舍生活做好準備。因此，本校設計閒暇藝術課程的目的

便是藉此能培養學生善用餘暇的良好習慣，讓他們的成人生活更有質素和更

有意義。 

 

2.  培養學生對閒暇藝術的興趣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或消閒娛樂，例如:音樂、美勞、話劇、舞蹈、栽

種、電影欣賞、烹飪等活動，來培養和提升學生對閒暇藝術的興趣，同時，

亦能促進學生在創造力、溝通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共通能力的發展，使學

生的成長更全面和達至「全人發展」目標。 

 

3.  培養學生享受閒暇藝術的樂趣 

延展課程班閒暇藝術的學習內容是多元化、具生活性和創意的，讓學生在課

堂中的學習更有新鮮感和趣味性，藉此能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培養他

們能享受閒暇藝術的樂趣。 

 

4. 訓練學生掌握閒暇藝術的技能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或消閒娛樂，讓學生能從中找到他們的興趣和嗜

好，從而教導和訓練學生掌握有關活動的技能；例如：開關收音機和電視機

按扭、玩玩具、堆積木、繪畫、舞蹈等。使他們日後的成人生活更具自主性

和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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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 

由於延展課程班只是爲期兩年，十六歲或以上的嚴重弱智學生亦離校在即，

因此，延展課程班的學習目標和內容除了具實用性外，亦期望能借著多元化

的活動，能豐富學生的人生和生活經驗，使他們在學校的生活更多姿多釆。 

 

從以上內容可見，閒暇藝術對十六歲或以上的嚴重弱智學生的學習和生活

均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是促使本校在延展課程班發展閒暇藝術課

的主要原因及其發展方向。 

 

 

 

四、課程目標與內容 

閒暇藝術與娛樂是每一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適當的閒暇活動可 

以提高人們的生活質素，同時也可以把生命添上更多的色彩，至於閒暇藝術與娛

樂的選擇則往往取決於個人的興趣，嗜好、能力和需要。透過不同的閒暇活動使

能我們的人生經驗更豐盛，達至更全面的發展」。而本校延展課程班閒暇藝術課的

學與教內容主要針對嚴重弱智學生個別的興趣和需要，借著多元化的休閒藝術活

動，訓練學生自己消閒的能力，一方面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可讓他們

在成人院舍時可以善用餘暇，並達到自娛的目的。而本校閒暇藝術課程的總目標

和學習範疇是： 

 

總目標： 提升嚴重弱智學生享受餘暇生活的樂趣，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和盡展藝術的潛能。 

 

學習範疇：  可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創作活動或消閒娛樂，例如音樂、美勞及手工

藝、運動及舞蹈、玩具及遊戲、電視及電影欣賞、話劇、攝影創作、

閱讀、儀容、烹飪、種植及插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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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學習目標 

(一) 音樂 1) 聆聽 

2) 專注 

3) 節拍 

4) 樂器彈奏 

5) 發聲唱歌 

6) 音樂欣賞 

(二) 視覺藝術 

     (美勞、工藝) 

1) 專注 

2) 感官刺激 

3) 手眼協調 

4) 繪畫 / 塗鴉 

5) 平面、立體創作技巧 

6) 製作技巧，如：剪、貼、撕、塗、壓等 

7) 作品觀賞 

(三) 運動及舞蹈 1) 聆聽 

2) 專注 

3) 運動、舞蹈技巧，如：踏腳 

4) 運動、舞蹈觀賞 

(四) 玩具和遊戲 1) 聆聽 

2) 專注 

3) 辨識物品，例：玩具 

4) 選出／指出自己喜愛的玩具和遊戲 

5) 參與遊戲 

(五) 電視及電影欣賞 1) 聆聽 

2) 專注 

3) 開 / 關電視機按鈕 

4) 選出 / 指出自己喜愛的電影 

5) 選出 / 指出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 

6) 電視 / 電影觀賞 

(六) 話劇/戲偶 1) 聆聽 

2) 專注 

3) 手語及發聲表達 

4) 話劇表演 

5) 話劇觀賞 

(七) 電腦遊戲/操控 1) 聆聽 

2) 專注 

3) 手眼協調 

4) 簡單電腦操控技巧，如：拍掣、拍攝按鈕 

5) 電腦繪畫創作 

(八) 攝影 1) 專注 

2) 簡單相機操控技巧，如：拍按鈕 

3) 相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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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片修飾 

5) 相片觀賞 

(九) 閱讀 1) 聆聽 

2) 專注 

3) 翻閱書頁技巧，如：掀、撥 

4) 辦識簡單文字及圖片 

5) 選出 / 指出自己喜愛的書本 

6) 欣賞 

(十) 儀容修飾 1) 專注 

2) 手眼協調，如：梳頭 

3) 簡單化妝技巧 

4) 儀容修飾及整理，如：服飾配搭 

5) 欣賞 

(十一) 烹飪 1) 專注 

2) 辦識食物的種類 

3) 烹調技巧，如：煮、炸、蒸、炒、焗、煎 

4) 味覺分辨，如：甜、酸、苦、辣 

5) 進食技巧 

6) 指出喜愛的食物 

7) 辨識良好飲食習慣 

(十二) 種植及插花 1) 專注 

2) 製作飾品 

3) 種植活動 

4) 插花活動 

5) 盆景 / 花卉觀賞  

6) 辦識植物及花卉的種類 

 

 

 

 根據以上閒暇藝術的課程內容和學習目標，在課程設計上主要是針對學生在

知識、技能和態度三方面的培養及訓練。首先，是讓學生掌握在閒暇藝術活動中

應具有的知識，例如：從收音機和電視機兩張圖咭中指出自己想聽/看的一項活

動。這項學習目標，除了可給予學生選擇的機會外，亦可提升他們自主自決的應

有的權利。在技能方面，是讓學生掌握在閒暇藝術活動中掌握應具有的操作技能

和知識，例如：自行伸手拍打/握玩具自娛，這目標就是透過閒暇藝術活動培養和

訓練學生自娛或消閒的能力，使他們日後在成人院舍中懂得自娛及參與不同的消

閒娛樂，以打發他們空餘的時間。最後在態度方面，是透過閒暇藝術活動培養學

生閒暇的興趣和嗜好，以及抒發學生的情緒及情，減少他們行爲或情緒的問題，

令他們的生活更充實和更有意義。除了以上所列出十二項閒暇藝術的課程內容

外，亦可因應學生的興趣，智力和肌能上的發展，爲學生提供更廣和更多元化的

學習內容。然而，實際上閒暇藝術活動的目標、內容或形式涵甚廣，最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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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的能力、興趣、嗜好和需要等作出適當的選擇和調適，並應用多元化的

教學策略和方法進行實踐。 

 

 

 

五、閒暇藝術的教學特色 

由於閒暇藝術是本校延展課程發展其中主要的一環，在學與教方面皆具有以

下六項的特色： 

 

1. 多元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內容均具多元性，由於嚴重弱智學生的個別差異較大，他

們的興趣、嗜好、能力和需要各有不同，因此，在學習內容和學習目標方面

均是多元化，例如：音樂、美勞及手工藝、話劇、舞蹈、栽種、電腦遊戲、

烹飪等。希望透過多元化的閒暇活動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同時也可以讓

學生在不同活動中找到最適合他們肌能或意向的消閒娛樂。 

 

2. 目標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在應用方面，乃針對學生的個別學習能力和學習需要，在

課程內容和學習目標中爲學生訂定最適切的閒暇藝術學習目標。而學習內容

和教學策略均具目標性的，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施教，最後寄望能達至獨

立完成爲最終目標，同時也可以把該項目標推展至其他環境之中，例如醫院

環境、家舍環境或將來成人院舍生活環境之中，以發揮學生最高的生活潛能。  

 

3. 生活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的學習目標和內容，乃建基於生態課程理論作爲教學策略

推行的基本方向。學生會透過生活情景和流程中學習，培養他們對閒暇藝術

的樂趣。因此，具生活性的學習目標和內容是必需的，這樣才能有效地使學

生在閒暇時段中掌握相關活動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與生活聯結在一起，並

能有效地伸延至成人院舍生活之中，以提升他們的成人生活質素。 

 

4. 實用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的學習目標和內容除了具生活性外，還具有實用性，例如 

：自行伸手拍打/握玩具自娛這項目標，除了可訓練學生達到自娛和消磨時間

外，亦可作爲訓練和鞏固學生手肌活動能力的延續訓練目標，甚至推展至其

他學習領域之中，例如：社會生活技能握匙舀食等訓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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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趣味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的學習內容廣泛，包括很多不同具趣味性的閒暇活動，例

如音樂、美勞及工藝、話劇、舞蹈、栽種、電腦遊戲、烹飪等。這些閒暇活

動除了是學生在生活中會接觸的消遣娛樂外，亦都是一些具趣味性和多變化

的消閒娛樂，對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專注力和自娛能力等皆有

很大的幫助。 

 

6. 獨特性 

本校閒暇藝術課程乃校本延展課程學習領域之一，由於嚴重弱智學生的能力

和需要各有差異，因此會爲他們訂定和設計出最適切他們的學習目標和內

容，例如：一位元學生的學習目標是自行伸手按琴鍵；而另一位元學生的學

習目標是自行開/關收音機按鈕等。透過這些具獨特性的學習目標能有效地提

升學生在閒暇生活中的自娛能力，爲他們建立優質的成人生活奠定基礎。 

針對閒暇藝術的教學特色，現列出兩項活動舉隅以作參考： 

 

上文提及閒暇藝術的課堂活動是由不同的主題活動組成，而每個主題都包含

了相關的小活動，例如「電視及電影欣賞」可以「童話」爲主題，由故事聆聽、

電影觀賞、布偶劇場、音樂舞會等活動組合而成，一方面，這個主題富生活性和

實用性，並且切合學生的學習需求，因爲學生日後在院舍的主要娛樂大多是觀賞

電視，而爲了讓學生懂得如何表達他們對電視及電影的選擇和興趣，懂得如何表

達他們對節目的喜惡等，這些對他們的人際溝通是有莫大的幫助；另一方面，又

可讓他們認識電影除觀賞價值外，還可作其他相關遊戲，就正如他們欣賞電影后，

可用布偶作互動溝通活動，又可利用電影音樂跳舞。當學生日後在院舍生活時，

他們也可在看電視之餘，運用課堂上習得的技能，用於自己生活中以排遣餘暇。

此外，觀賞電視電影也可配合核心課的學習目標，訓練學生的專注能力、溝通能

力、表達能力等。 

 

另一舉例，如「玩具和遊戲」可以「比賽」爲主題，由電腦遊戲、電腦繪畫、

日常玩具，小組遊戲等活動組成，對學生而言，電腦是一樣新奇和有趣的教具，

不單能發聲、有動畫，更可創作出不同色彩繽紛的圖片，而設計這項活動除了給

予學生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亦可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以豐富他們的人生經驗，讓

他們有機會認識更多事物外，日常玩具耍樂對學生日後的院舍生活也有極大幫

助，學生在院舍可以把玩玩具享受閒暇，爲了讓不同肌能的學生都能掌握和享受

玩玩具的樂趣，教師會根據學生能力改裝玩具，令手肌不靈活的學生也可以學懂

控制他們喜歡的玩具，而且這些改良的玩具會讓學生帶往院舍，使他們在空余時

間自行把玩臺面或身旁的玩具，讓他們既能消磨時間亦能達至消閒娛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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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長及專業團隊的回饋 

延展課程班經過一年的發展，除了得到校長的支援和勉勵，家長與專業團隊

(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的協作以及對我們的認同也使延展課程班

的教職十分鼓舞，家長與專業團隊不但參與課堂活動，還不時給予適切的建議，

令課堂運作更流暢，學生學習也更有效。在02/03年度，我們進行了有關校本延展

課程意見調查，共訪問了十三位家長及專業團隊成員，當中關於閒暇藝術的問題

是“你認爲延展課程能提升子女/學生對閒暇藝術的興趣”，達85%的家長表示閒暇
藝術對其子女是有幫助及極有幫助的，從這資料顯示我們可進一步肯定閒暇藝術

的價值。 

 

由於閒暇藝術是一創新的學習內容，不少家長在學期初也不太瞭解是學甚

么，經過介紹後，家長才逐漸清楚知道這學科的目標與內容。而在 03/04年度 10

月，本校也進行了一次延展課程班的分享會，與家長交流意見，在分享會上，家

長表示學生能否達到閒暇藝術的目標，便要視乎學生的能力，對於肌能良好的學

生，他們或許能學懂玩玩具、向他人示意要看電視、聽收音機等技能，但對能力

稍遜的學生，他們在閒暇藝術科內需要學習的反而是如何享受生活，欣賞身邊的

事物，提升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 QOL)。而家長表示經過一年的延展班學習後，

學生態度明顯積極了；另方面，家長認爲閒暇藝術同時可訓練學生的社交及與人

溝通的能力，透過參與他們喜歡的餘暇活動，可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主動示意

的能力。 

 

至於延展課程班內專業團隊則認爲閒暇藝術的理念是積極及正面的，他們同

樣認爲對肌能好的學生具一定的作用和增益，而對能力稍弱的學生，便可能需要

適切地調整閒暇藝術的學習內容，以配合學生的能力，讓學生得以享受生活。但

是他們始終覺得延展課程班存在一個隱憂，便是學生在課堂中所學習的知識、技

能及態度是否真的可以在成人院舍實踐出來，成人院舍又是否有足夠人手能關顧

個別學生的需要及配合。但總括而言，延展課程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各方面的

配套仍有待改進，同樣閒暇藝術課學生的學習目標與內容亦需不斷更新，有效地

針對學生的能力、需要及興趣而作出適當的調適。 

 

 

 

七、總結 

閒暇藝術課是本校的創新課程，由於香港的特殊學校以往並沒有爲16歲或以

上的學生設立銜接課程，因此，本校的延展課程主要參考外國經驗，然後自訂校

本課程內容。而閒暇藝術課與延展課程內其他三大學習領域有著共同的目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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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透過兩年的學習生涯，讓學生發揮他們的最高潛能，達到「全人發展」，並

爲他們過渡至成人院舍的生活作更好及更適切的訓練，務求令他們能順利過渡，

並能在院舍善用自己的時間，除了提升生活質素外，還過著開心愉快的生活。另

外，本校亦希望借著多姿多采的閒暇藝術活動，豐富學生的人生經驗，增加他們

的生活體驗，發掘他們的興趣，讓他們能享受生活，把生命活得更精采和更有意

義。 

 

(本文發表於2003年 12月 12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機遇無限-弱智人士生活新

天地」華人社區弱智服務會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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