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SEND定義
按英國的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學童處理指引

(SENDCODE-OF-PRACTICE)，特殊教育需要包括
(1)認知與學習範疇
(2)社交、情緒及精神健康範疇
(3)溝通範疇如自閉症及語言障礙
(4)肢體及感知需要範疇



非屬SEND範疇

●EAL/ ESOL (ENGLISH AS ADDITIONAL 
LANGUAGE)
●學校要先排除是因語文問題引發的
學習及溝通困難，因此要待觀察一
段時間，才可提供SEN支援





學校處理SEN學生流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SEN REGISTER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申請EHCP評估
(學校資源不足以滿足學童的教育需要)
•法定評估的目的是要全面評估學生的需要。
•地方政府教育部門(LEA)會聯同學校、家長、教育心理學家、醫療專
業人員等專家及其他相關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評估。

•學生本人的意見，也會被重視。
•除校方外，家長/照顧者或其他認為有需要人士也可向當地教育部
門要求進行評估。



Request for an Education, Health and Care 
Needs Assessment (Parental Request)



Request for an Education, Health and Care 
Needs Assessment (Parental Request)







一般EHCP的內容

A部份：學童及家長的意見、關注及想望
B部份：學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C部份：學童與其特殊教育需要相關的健康需要
D部份：學童與其特殊教育需要或殘疾相關的照顧需要
E部份：長期及短期的預期成效，若學童已達YEAR 9，長期成效應
包括如何預備進入成人階段及獨立生活



• F部份：為照應該學童教育需要而提供的支援服務(回應B部份)
• G部份：為照應該學童健康需要而提供的支援服務(回應C部份)
• H部份：為照應該學童照顧需要而提供的支援服務(回應D部份)
• I部份：安排合適的學校如主流或特殊學校，或會列明獲派的學校
• J部份：個人財政支援(PERSONAL BUDGET)，當中列明經費針對的各類需要及預期成效
• K部份：在評估過程中曾參考的專家意見及報告，或其他相關資料

一旦成功申請會每年檢視計劃

一般EHCP的內容



英國特校學生的支援例子





(1) 尋找合適的落腳點及最終學校

．離港前向政府部門/學校申請所有
評估報告的詳細英文版本

．先鎖定落地區，再搜集學校資料
-留意catchment area



● Locating:https://www.locrating.com/
● GOOD SCHOOL GUIDE: 

HTTPS://WWW.GOODSCHOOLSGUIDE.CO.UK/SCHOOL-SEARCH
● SEN SCHOOL GUIDE: HTTPS://WWW.SENSCHOOLSGUIDE.COM/
● OUTCOME FIRST GROUP: 

HTTPS://WWW.SPECIALNEEDSUK.ORG/

參考網站:

https://www.goodschoolsguide.co.uk/school-search
https://www.senschoolsguide.com/
https://www.specialneedsuk.org/




ASD Base 例子



•向Council / 心儀學校申請學位，如可以的話向學校提
出參觀要求
•申請時表明孩子有SEN
•*輕度智障學生未必一定安排入讀特殊學校
•善用「waiting offer」的制度優勢
•把握黃金14天：council有offer後可以不用即時accept offer,
有大約14日時間回覆council,把握2星期時間，先與學校聯絡，
要求聯絡SENCO要求約見，討論學校的SEN支援情況

到埗後選擇合適學校的小小心得：



SEN學生有機會獲得什麼支援?
•Education & Health Care Plan :法定支援至25歲的支援計劃
校內自行提供的支援:IEP/SEN plan
•提交的香港評估報告只屬參考，英國將會另外做評估
•讀寫障礙：香港只有中文讀障評估，要申請英語的讀寫評估

(SBA report/Assessment for access arrangement report)
•有機會視為EAL/English for speaker of other Languges(ESOL)，需較長時間給予SENCO
觀察
•ADHD:未必可申請EHCP，仍可向SENCO了解可否有IEP/SEN plan?
•有服藥物—聯絡GP排期
•ASD: SEN plan / EHCP



(2) 出發英國前準備
➢預備所有報告，包括CAC診斷報告，學校報告，學校評
估報告，教育心理學家評估報告等

➢出發前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估(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REPORT )(OPTIONAL)

➢評估報告內容包括小朋友IQ，學習困難，支援的建議。
HTTPS://HONGKONGWELL.UK/ZH/SEN-REQUIRED-DOC/

https://hongkongwell.uk/zh/sen-required-doc/


教育心理學家評估報告 (OPTIONAL)



(3) 申請期間尋找不同支援
尋找網上各種範本:
● HTTPS://WWW.IPSEA.ORG.UK/MAKING-A-REQUEST-FOR-AN-EHC-NEEDS-ASSESSMENT
● HTTPS://WWW.SPECIALNEEDSJUNGLE.COM/WRITING-EHCP-PARENTAL-STATEMENT/
● HTTPS://TITANESS.CO.UK/EHCP-PARENTAL-STATEMENT/

https://www.ipsea.org.uk/making-a-request-for-an-ehc-needs-assessment
https://www.specialneedsjungle.com/writing-ehcp-parental-statement/


尋找本地家長/申請EHCP群組的意見:



⮚ 諮詢相關機構
所有SEN類型: 
SENDIASS/ Citizen Advice/ SOS SEN/ IPSEA/ Contact a Family

ASD: 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 The Autism Education Trust(AET)

尋找地區支援機構方法: SEND LOCAL OFFER+地區名稱



尋找志願機構
/ 私人調解員
協助





16+
各
種
可
能
性

參考資料: 
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london_send_post-
16_review_0.pdf

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london_send_post-16_review_0.pdf


16+
各
種
可
能
性

參考資料: https://www.careerpilot.org.uk/qualifications



16+
各
種
可
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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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Level
• For don't feel ready for GCSEs or similar qualifications
• As 'certificates' or 'awards
• No entry requirements.
• 100 Entry Level Certificates to choose from. These include:

- English, science and maths and other traditional subjects
- literacy, numeracy, life skills and other skills
- hairdressing or office practice and other specific vocational subjects
- general vocational subjects



16+
各
種
可
能
性







心泉工作介紹



心泉服務及網頁

https://hongkongwell.uk
/zh/parents/





心泉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
gwelluk

請FOLLOW及分享!



心泉YOUTUBE



捐款
•可CLICK入CHAT ROOM顯示的連結及
透過以下心泉戶口捐款

Hong Kong Well UK CIC (Starling Bank)
Account Number:35545854 
Sort Code: 60-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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