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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門政府早於 1996 年制定了《特殊教育制度》， 讓學生在最少限制及障礙下接受教

育，及發揮其潛能(澳門政府公報，1996)。並在 2006 年，澳門特區政府頒佈《非高等教育制

度綱要法》，把融合教育推廣至私校(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2006)。而在 2015 年，澳門特區

政府為完善《特殊教育制度》，對大眾進行了諮詢，並在諮詢總結報告中就特教學生的早療

介入、跨部門的合作機制、評估機制、證書、升學及就業銜接、專業人員的持續培訓、福利

及融合教育支援等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作出了回應(修訂《特殊教育制度》 諮詢總結報告，

2015)。實際上，澳門政府有持續關注及完善具身心障礙學生的相關制度，但由於社會對教育

的需求和障礙學生數目不斷增加，使具障礙學生所需的服務和措施仍然｢供不應求｣。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的《非高等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18》統計，在 2017/2018 學年，特

殊教育中，融合生和特教生合計的學生數為 2,116人，較 10年前，即 2007/2008 學年的 804

人，上升超過 2.5倍，而且每年增加的融合生和特教生學生數呈平穩上升趨勢，隨著澳門人

口不斷上升，明顯地，這個數字還有上升空間，然而在澳門明愛《澳門融合教育實施現況的

研究分析》的研究指出，實際具障礙的學童數目可能會比官方數字更多，這就表示教育上針

對他們的支援有極大需求，而當中，他們的生涯規劃課程亦必定會是政府及學校的重點研究

題目之一。 

 

筆者認為升學不應是學生的惟一出路，但在學歷與工作機會掛鈎、且欠缺多元出路的

社會現實下，學生的裝備顯得相當重要，生涯規劃的普及就是反映這方面的需要(冼權鋒，

2016)。我們的研究對象，有特殊教育需要（簡稱 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的青

少年，在當今對講求裝備的社會下，即使他們具備相當競爭力，伴隨他們一生的障礙難免會

使學校或者僱主卻步，令他們的升學或就業出現困難。再者，澳門過往雖有不同程度的協助

提供予這群青少年，卻並未有足夠的研究報告追蹤這群青少年的現況，無法評估支援的成

效。在澳門，類似的研究可謂寥寥無幾，尤其關於生涯規劃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SEN青少年的生涯規劃，從而，進而提供更多幫助與選擇予學

習障礙青少年。透過此次研究，我們會借由 SEN青年過往人生的規劃與現況，分析 SEN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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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規劃未來人生的因素，從中找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預測這群學生未來可選擇的升學、就

職方向，並以作為澳門政府規劃未來特殊教育的政策參考。我們期望能切身代入他們的處

境，盡最大的努力縮短我們之間的距離，設法找到拉近起點的方法，從而幫助他們擺脫障

礙，活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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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2.1 關鍵字定義 

2.1.1 研究對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少年 

根據《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報告》，一般而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指在

學習上有某些困難並需要特殊教育支援的學生。特殊教育需要主要包括以下類別： (a) 特殊

學習困難； (b)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 (c) 自閉症； (d) 言語障礙； (e) 聽障； 

(f) 視障； (g) 肢體傷殘；及 (h) 智障。 

 

2.1.2 青少年： 

根據《澳門青年政策（2012 – 2020）》公開諮詢文本第 36頁所提及《澳門青年指標體系研

究》和《澳門青年全人發展策略》的定義，在澳門，青少年是指 13 – 29歲澳門居民。 

 

2.1.3 生涯規劃： 

根據 1993年張添洲《生涯發展與規劃》提及的定義，生涯規劃為：（1）自我的認識，了

解，自我的探索，自我的實踐，達成自我成長的目標。  （2）在變遷的社會與環境中，做各

種必要的調適及因應之道，以達成生涯發展的目標。  （3）連續不斷的於內在特質，外在環

境中，找到均衡點的種種歷程（4）各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和工作型態的抉擇與設計。  （5）

幫助個人突破阻礙，面對挫折，激發潛能，以實現自我。  （6）在力行實踐中，建立自我的

人生觀和價值感。 

 

2.2 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所面對的障礙不局限於學業發展 

特殊學習困難青年需面對聆聽、 說話、閱讀及寫作等方面的困難（香港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

組，2000），因此，無可否認地，特殊學習困難青年在學生時期的學習上會遭遇較多問題，

而這些問題亦會對成年後的就職方面造成影響，目前學者也開始將學障視為一種「終身性」

的障礙（張萬烽 ，2009）。 

 

除此之外，特殊學習困難青年面對的不僅是學習困難的議題，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特殊學習

困難青年較非特殊學習困難青年，更常出現社交技能低落、與同儕、父母及學校的師長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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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不良的情形（李佳儒、程小蘋，2010）。美國學習障礙全國聯合委員會(T he National 

Joint Committe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NJCLD)之定義明確指出，特殊學習困難青年

可能同時具有自我調適行為、社會知覺、 社會互動等行為問題。換言之，社會情緒行為即使

仍非學習障礙之障礙領域，但許多學習障礙者卻可能同時具有社會情緒行為之發展問題（胡

永崇，2002）。 

 

2.3 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的生涯教育不足 

生涯規劃在當今教育界相當受重視，可謂｢不可缺少的一課｣。根據我們受訪者提及的資訊，

以及從各具特殊教育系統學校（為避免引起學校被標籤化問題，在此不提及任何學校名稱）

的網頁搜得的資料，在澳門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特殊教育中，大多仍以應對公開試或補救科

目為主，部份學校雖有提供生涯發展的相關課程及講座，但仍未能為個別學生提供針對性幫

助，可見生涯規劃課程尚有改善空間。 

 

亦有筆者指出由於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在自我評估優勢、困難、興趣和價值等能力上的受損，

同時他們在做決定上有著處理歷程上的問題與困難，所以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更需要在決定自

我需求和生涯決定上獲得協助（張萬烽 ，2009）。 

 

2.4 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的工作適應狀況 

根據高雄市學習障礙教育協進會常務理事歐秀智分析，學障者在校期間，或多或少有特教

資源協助，但畢業後的就業是大問題，多數企業徵才、證照檢定需紙筆測驗，有閱讀和書

寫障礙的學障者只能｢舉白旗｣投降（中國時報，2013）。 

 

此外，在學習障礙者的工作適應部分，其工作適應困境多與研究對象自身的學習障礙特質

有關，障礙者在工作上仍須面對閱讀或書寫困難所帶來的適應問題。而研究參與者採用的

解決策略較多元，他們依據個人需求及環境，採用下列單一或多種的因應策略克服其適應

問題：1.減少接觸機會、2.大量練習、3.請他人協助、4.研發替代方式（陳靜江，2015）。 

 

 



 

 

5 

2.5 外國對有特殊教育需要青年及成人的支援 

在外國，除了有政府部門的支援外，亦有機構提供各種諮詢服務和資金支援。 

如英國的 Mencap，他們有為障礙者提供房屋、工作和休閒服務等的諮詢服務，而更特別的是

他們亦有為障礙者提供工作實習機會。 

 

根據美國"verywellfamily Applying for Benefits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的報導， 

他們建議美國的障礙者可申請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這種資源可以幫助減

輕障礙者的生活經濟成本，包括特殊教育需求，如導師或私立學校，或者在成年期間無法壓

低的工作負擔。 

 

另外，在香港，根據 2018年 1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發佈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校

內考試特別安排》，指出根據平等機會的原則，學校應確保其考核機制能公平地對待所有學

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如因其能力的 缺損而出現功能限

制，在考試時未能如其他學生一樣有同等的機會展現他們的能力，以致考試表現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響，學校便須為他們提供特別考試安排，如評估調適及 豁免考試，使他們得到公平的

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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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對象及方法 

3.1 研究對象：  

根據《澳門青年政策（2012 – 2020）》公開諮詢文本第 36頁所提及《澳門青年指標體系研

究》和《澳門青年全人發展策略》的定義，在澳門，青少年是指 13 – 29歲澳門居民；此外

根據《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報告》，一般而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指在

學習上有某些困難並需要特殊教育支援的學生。而本次研究的主題是關於 SEN 學生，所以研

究對象皆為 18 至 20歲之青少年，且為在讀有融合教育的高中與大學之 SEN學生。 

 

受訪者背景 

Case 受訪者名稱 職業 所具障礙 

1 A 高中二年級生 語言障礙，智力障礙 

2 B 大學一年級生 自閉症，過度活躍症 

3 C 高中三年級生 語言障礙 

 

3.2 研究方法 

3.2.1 制定大綱： 

考慮受訪者感受，除基本資料外，我們的問題都是引導性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受訪者不難受

的情況下受訪同時詳細回答我們的問題，而問題方向主要參考了一些國外有關 SEN學生生涯

規劃及就業情況的文獻。此外，訪談大綱大致分為兩部分，分別為：一）背景、二）生涯規

劃，而生涯規劃部分為志向三）就業方向、四）生涯規劃之規劃過程 。 

 

3.2.2 抽樣方法 

本次研究為質性研究，抽樣方式為立意抽樣，我們邀請了三位澳門特殊奧運會的成員來進行

訪談，而三位的受訪者皆來自具融合教育的學校，我們能由此了解融合教育的課程以及推行

共融之協會為 SEN學生們提供生涯規劃的課堂或咨詢之情況，亦能從中得知他們對生涯規劃

的了解，以及關於 SEN學生的就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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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談分析 

4.1 學校對澳門 SEN 青年生涯教育仍然落後 

受訪者 B： 

“其實佢，佢好少就會做生涯規劃囉，即係學校，學校方面。我覺得比較少囉，依家現時嘅

話。”.............................“呢到啲教育就係「填鴨式教育」，跟住之後佢唔

會比任何生涯規劃比你”.............................“喺澳門嘅話就唔同啦，就佢地

有政策但係冇實質嘅落區去幫忙”............................係囉，物質上囉只可以見

到。係呀，我隻眼見到嘅就係物質上，你冇任何即係落區，真係去推廣。 

 

受訪者 C： 

“唔夠，我哋學校之前唔知咩幫到我，通常我見到隔離班咪學校溫下習” 

 

生涯規劃在當今教育界相當受重視，可謂｢不可缺少的一課｣，在澳門 SEN學生的特殊教育

中，大多仍以應對公開試為主，極少給予生涯發展的相關課程。由於 SEN學生在自我評估優

勢、困難、興趣和價值等能力上的受損，同時他們在做決定上有著處理歷程上的問題與困

難，所以 SEN學生更需要在決定自我需求和生涯決定上獲得協助；而從訪問中我們亦發現，

學校對於 SEN青年的生涯規劃尚有不足，受訪者 B表示澳門政府的支援過於物質性，未能達

到 SEN青年和社會融合之意義，所以我們由以上得出澳門政府和學校是有對 SEN青年實施支

援，但教育上的生涯規劃方面仍不足。 

 

4.2 學校在澳門 SEN 青年心理方面的支援尚算足夠 

受訪者 A： 

咁話晒都已經讀咗都已經都已經差唔多有五年嘅中學生涯，我覺得都愉快嘅。............ 

困難......讀書困難呢就，都有 ge，但係就都係屋企人都......都有鼓勵，都有鼓勵下我

啦，同埋社工都有 ge，社工都有......去支持我......支持啊或者提點囉 

 

受訪者 C： 

學校有嗰啲心理社工嗰啲，如果情緒唔穩定，有埋嗰啲社工 

 

受訪者 A和 C都表示，他們在讀書上遇到的困難或者出現情緒問題時都有得到學校中的朋友

和社工的支持和幫助。在教青局 2018年 11月 15日的回應指出當局支持公立學校及設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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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班的私立學校設置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為有治療需要的學生提供治療訓練；同時，亦資

助復康/輔導機構為就讀於私立學校普通班的學生，提供每週不少於 1次的治療跟進，以全面

協助學生發展及成長。可見政府投放的資源或多或少對 SEN學生有幫助。 

 

4.3  SEN 學生參加社會機構有助其生涯規劃 

受訪者 B： 

係得特奧呢邊啦，或者其他服務機構啦。姐係我覺得真係特奧會，姐係會幫助我好多關於生

涯規劃囉，佢就慢慢咁樣幫你囉。係呀。 

 

受訪者 C： 

......之前佢去美國讀書，咁就已經返咗嚟澳門讀，(係咪 B？)係呀，B算囉，咁佢返到嚟

澳門讀書囉，之後去咗聖若瑟大學，有一次我響條街見到佢，問我讀唔讀大學，之後

我..................(即係佢支持你去讀嘅？)係呀..................(即係佢令到你諗

到去讀大學？啓發到你？)係呀..................(咁我哋好奇問一兩句啦，即係喺學校嗰

陣時同朋友相處得好融洽㗎？)係呀，好融洽..................(有好多人都支持你嘅？)

係呀，好多老師同我講，你要讀咩大學先好呀，我朋友已經讀緊大學咁囉。 

 

受訪者 B和 C皆表示，他們所在的協會——特奧除了能達至 SEN與普通人共融相處的目的

外，更在生涯規劃問題上有提供適當的輔導，B提到特奧有幫助他的升學，而 C則是受同是

特奧會員的 B啓發，尋得自己的升學路，可見民間組織提供的支援不單能幫助 SEN學生們的

生涯規劃，更使他們能夠幫助其他同為 SEN的學生。 

 

4.4 融合教育有發揮積極效用 

受訪者 A： 

咁話晒都已經讀咗......都已經.......都已經......差唔多有五年嘅中學生涯，我覺得都

愉快嘅。同同學相處係係好好嘅都哈。........................咁就，我戈個社工呢同埋

我導師呢就......支持我去做......去做中意 ge事囉，佢就係......係完全真係好支

持......真係支持。 

 

受訪者 C： 

(咁我哋好奇問一兩句啦，即係喺學校嗰陣時同朋友相處得好融洽㗎？)係呀，好融

洽..................(有好多人都支持你嘅？)係呀，好多老師同我講，你要讀咩大學先好

呀，我朋友已經讀緊大學咁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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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和 C都表示在學校與同學相處融洽，由於特殊學習困難青年面對的不僅是學習困難

的議題，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特殊學習困難青年較非特殊學習困難青年，更常出現社交技能

低落、與同儕、父母及學校的師長互動關係不良的情形（李佳儒、程小蘋，2010），可見澳

門的融合教育確實有幫助到學生融入社區。 

 

4.5 SEN 學生的障礙會影響他們的生涯規劃 

受訪者 A： 

讀唔上啦可以話係，因始為終讀大學考嘅嘢呢俾我哋小班教學嘅內容係高難度好多啊，所以

就冇諗過會考大學囉，真係呢個係事實嚟㗎真係，冇諗過啊考大學囉但係如果真係有機

會......真係有咁嘅機會嘅話去試吓都冇問題嘅，係啦.............(即係同埋而家小班教

學啲內容可能都未必支援到你考大學，係咪啊係咪啊？)未必㗎都係，但係支援到......佢

幫手支援到你出嚟做嘢囉。 

 

A是幾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具智力障礙的，他亦因為此障礙而被編入特教班，而由訪談可知

他在特教班學的內容未能跟上主流大學的程度，令他認為自己能力不足以入讀大學，由此，

我們分析 SEN學生的生涯規劃是會直接受他們的障礙影響。 

 

 4.6 SEN 學生會否選自身興趣為其升學或就業路向與其自身障礙種類有關 

受訪者 A： 

都有㗎都有諗過㗎，但係始終，我讀書成績都叫做良好啦，尚可以啦，咁你話進修嗰啲，你

話進修多媒體方面，我可能應該未必會得囉，因為始終，比如入香港演藝學院啦，咁佢要求

呢考試呢，我相信呢應該，因為我上網 check 過啦，戈啲考嘅內容呢，考察嘅內容一定係會

比我平時而家讀書嘅會係難，係高好多嘅難，咁其實你話進唔進修呢，可能，你話進唔進修

呢我都有諗過，但係自己就自己就我成績唔算太好啦，所以係自學下囉自學囉可以話係 

 

受訪者 B： 

因為一開頭揀呢個……揀呢個 major 係比較冷門啦第一。第二就其實我本身想揀 Commun- 

Communication嘅，Communication and Media嘅。不過揀錯咗，跟住之後將錯就錯啦，就

誤打誤撞又被我學識少少喎。跟住之後咪覺得，嘩！幾好玩喎！咪繼續囉。係呀，同埋之前

一開始有諗住轉 major，但係諗諗下其實呢度都幾好玩呀，又輕鬆又唔會點 push 你。 

 

A與 B的興趣同為拍片，B就選擇了去聖若瑟大學修讀與拍攝影片有關的科目，但 A就沒有就

因著自身興趣去選擇走拍片的升學路，原因是因為自己的程度不足，而他程度不足的原因與

因他的自身障礙---智力障礙而入讀特教班的關係有關，此外，B有的障礙為自閉症(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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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自閉症有三大特

徵，包：括社交能力發展障礙；溝通能力障礙；重複刻板及有限行為、興趣、和活動模式。)

和過度活躍症(根據 2000年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

版，ADHD的主要病徵是：注意力散渙 (inattentive) 或 集中困難 (Attention-deficit)；

活動量過多 (hyperactive 或 hyperkinetic)；自製力弱 (impulsive))，這些障礙都不會影

響患者的智力，由此可見，會否選擇興趣作為升學路向與會與他們的障礙掛勾，但更多地是

與他們的障礙種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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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5.1 學校對澳門 SEN 青年生涯教育仍然落後 

由研究得知，生涯規劃在當今教育界相當受重視，但在澳門學障學生的特殊教育中，大多仍

以應對公開試為主，極少給予生涯發展的相關課程。然而，學障學生非常需要在決定自我需

求和生涯決定上獲得協助。澳門政府的支援過於物質性，未能達到學習障礙青年和社會融合

之意義，所以由以上得出澳門政府和學校是有對學習障礙青年實施支援，但教育上的生涯規

劃方面仍不足。 

 

5.2 學校在澳門 SEN 青年心理方面的支援尚算足夠 
學障學生在讀書上遇到的困難或者出現情緒問題時都有得到學校中的朋友和社工的支持和幫

助。教青局支持公立學校及設有特殊教育班的私立學校設置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為有治療需

要的學生提供治療訓練，亦資助復康/輔導機構為就讀於私立學校普通班的學生提供治療跟

進，以全面協助學生發展及成長。可見政府投放的資源或多或少對 SEN學生有幫助。 

 

5.3  SEN 學生參加社會機構有助其生涯規劃 

澳門特殊奧運會在生涯規劃問題上有提供適當的輔導，受訪者提到特殊奧運會的社工有幫助

他們升學，其他同儕亦有啟發到他們對未來人生的規劃，由此可見民間組織提供的支援不單

能幫助 SEN學生們的生涯規劃，更使他們能夠幫助其他同為 SEN的學生。 

 

5.4 融合教育有發揮積極效用 

由於特殊學習困難青年面對的不僅是學習困難的議題，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特殊學習困難青

年較非特殊學習困難青年更常出現社交技能低落、與同儕、父母及學校的師長互動關係不良

的情形，澳門的融合教育能有效幫助到學生融入社區。 

 

5.5 SEN 學生的障礙會影響他們的生涯規劃 

由訪談可知學障學生受障礙影響需要在特教班中學習，但在特教班學的內容未能跟上主流大

學的程度，令他們以為自己能力不足以入讀大學，由此，我們分析 SEN學生的生涯規劃是會

直接受他們的障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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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EN 學生會否選自身興趣為其升學或就業路向與其自身障礙種類有關 

研究訪談中，其中兩個學障學生的興趣同為拍片，一個就選擇了去聖若瑟大學修讀與拍攝影

片有關的科目，但另一個就沒有就因著自身興趣去選擇走拍片的升學路，原因是因為自己的

程度不足，而他程度不足的原因與因他的自身障礙---智力障礙而入讀特教班的關係有關，由

此可見，會否選擇興趣作為升學路向與會與他們的障礙掛勾，但更多地是與他們的障礙種類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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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針對上述研究結果，我們對學校、政府、個人以及大眾四方面作出建議： 

6.1 學校方面： 

6.1.1 積極推行融合教合 

由我們的訪談可得知，三位受訪者皆為融合生，而其中兩位都表示在學校能結識到朋友，校

園生活都頗為愉快，可見融合教育一定程度上能使 SEN 學生融入無障礙者的生活。 

 

6.1.2 提供更多 SEN 學生的升學諮詢服務 

由三位受訪者的訪談都可以得知，學校未能提供足夠的升學諮詢服務予 SEN學生，現時針對

澳門 SEN學生的生涯規劃課程嚴重不足，應開設更多講座或在課堂上多灌輸此方面的知識。 

 

6.1.3 給予 SEN 學生更多參賽與活動機會，鼓勵他們培育多元興趣 

學校應舉辦多樣化的活動，供學生們根據自己興趣自由參加，增加他們的閱歷，使他們對現

今社會有更多認識，找到他們的在社會上的定位。 

 

6.2 政府方面： 

6.2.1 鼓勵成立更多主張融合 SEN 的民間團體 

三位受訪者在訪談中都表示他們參加的協會在各方面都幫助了他們很多，例如生涯規劃方

面，協會都有為其中兩位的受訪者的升學提供意見，而他們亦有因此受到幫助，所以政府應

鼓勵多成立同類協會。 

 

6.2.2 培育更多治療 SEN 的治療師與輔導員 

根據 2018年 11 月 29日澳門日報澳聞版中《團體倡完善融合教育早療服務》的報導指出，本

澳治療師嚴重短缺，雖以引入外地治療師來解決短期問題，但始終無法滿足日益增加的治療

需求。許多家長發現兒童有問題而進行評估，但因治療師不足導致輪候時間過長，很多時導

致錯失治療黃金期。在我們的研究亦發現，有受訪者因未能接受足夠治療而導致其障礙仍未

能完全改善，故我們建議澳門特區政府應鼓勵各大專院校開設相關課程，培育相關人材，長

達解決治療師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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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個人方面： 

6.3.1 積極參與不同課外活動 

增值自己，藉此尋找自己更多的出路，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不要因為自己學習上的障礙，而

縮窄自己的社交圈子。 

 

6.3.2 自行搜集更多升學資訊 

在 SEN學生升學資訊缺乏情況下，SEN青少年更應自行搜集更多相關資訊，以及湧躍詢問，

自覓出路。 

 

6.4 大眾方面： 

由研究得知「標籤化」會使他們難以融合無障礙者的生活或日常交談，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心

理健康，從而令他們產生自卑的情緒，造成他們的心理缺陷。因此，以下兩個為我們認為可

以避免標籤化的行動： 

 

6.4.1 開設攤位宣傳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和加深人們對 SEN 的認識 

在學校開設攤位，提供實用資訊及互動遊戲從而令大眾對 SEN學生有更深的了解，而減低

SEN 青少年被「標籤化」的情況。 

 

6.4.2 發起社交網站 hashtag「我要融合！」運動 

我們可以在社交網站開設版面，發佈有關 SEN的資訊及宣傳共融的重要性，鼓勵年青人轉發

貼文，提高社會不同需要人群的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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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8.1 訪談大綱 

內容主要圍繞受訪者的生涯規劃，如升學情況、職業路向等，由此分析他們的規劃會否因自

身的障礙而改變自己的理想。 

Part 1. 背景 

1.學習障礙的程度 

1.1.1.有何種學習障礙？ 

1.1.2.甚麼時候發現？ 

1.1.3.如何發現？試分享發現的過程。 

1.1.4.得知時有何感受？ 

（有沒有不愉快的經歷？） 

1.1.5.父母對此有何反應？ 

2.在學時的經歷 

1.2.1.上學時學習進度如何？ 

1.2.2.有甚麼困難之處（如：特別困難的科目/同學間的相處？）？ 

1.2.3.你希望得到怎樣的支援？ 

1.2.4.上課環境如何？ 

（好處？壞處？ 

如能否滿足不同障礙同學的需要？） 

1.2.5.你認為能如何改善？ 

1.2.6.融合生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1.2.7.考試所提供的支援？ 

上學時期有因學習障礙經歷過印象深刻的事嗎？ 

.對此你的感受。 

1.2.8.家人或社工有提供足夠的支援嗎？ 

1.2.9.你希望社會能推出甚麼措施以改善你的學習體驗？ 

Part 2. 生涯規劃 

1. 志向 

2.1.1.自身有何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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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有否因學習障礙而在興趣中遇到困難？ 

2.1.3.如有，是甚麼困難？ 

2.1.4.怎樣去克服困難？ 

2. 升學方向 

2.2.1.有否打算以此樂趣作為升學方向？ 

2.2.2.如有，你認為會有何挑戰？ 

2.2.2.如没有，你會選擇甚麼作為升學方向？ 

2.2.3.為甚麼？ 

2.2.4.以甚麼作為選擇升學路向的標準？（如：前途、興趣、可行性、社會趨勢等） 

（自身障礙會否作為考慮因素？） 

2.2.4.為何會有此想法？ 

2.2.5.有與家人或社工討論過升學方向嗎？ 

2.2.6.對此他們的意見。 

2.2.7.學校對升學有否提供支援？ 

2.2.8.如有，足夠嗎？                           

2.2.8.如没有，你希望學校提供怎樣的支援？ 

2.2.9.你希望能再有怎樣的支援？ 

2.2.10.有否到機構資詢相關升學資訊？ 

2.2.11.有幫助嗎？ 

2.3.12.對自己未來一年的打算？ 

3. 就業方向 

2.3.1.畢業後的打算？ 

2.3.2.有否打算投身此行業？ 

2.3.3.實現的可能性。 

2.3.4.如不可能，有何限制或障礙？  

2.3.5.會否因此考慮其他職業？ 

2.3.6.對前景的樂觀程度。 

2.3.7.會擔心欠缺競爭力嗎？ 

2.3.8.你認為自身的優勢是甚麼？ 

2.3.9.你認為自身的劣勢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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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如何互補以提升競爭力？ 

2.3.11.對自己未來五年的打算？ 

2.3.12.父母對此的反應？ 

4. 規劃過程 

是否知道生涯規劃為何？學校有否提及過？ 

2.4.1.甚麼時候意識到需要生涯規劃？ 

2.4.2.有何人提供幫助？如有，怎樣的幫助？ 

2.4.3.生涯規劃有人反對嗎？ 

2.4.4.對此，你的感受？應對的方式？ 

2.4.5.你認為生涯規劃重要嗎？ 

2.4.6.有何勉勵的話想與同樣有學習障礙的後輩分享？ 

Part 3. 個人資料（訪談前先收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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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訪談內容 

 

Case 1------A 
 

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1）（00156） 

 

訪問者：（0：00～0：07） 

首先，自我介紹先。叫咩名呀？喺邊到讀書呀？幾多年班嗰啲。 

 

受訪者 A：（0：08～1：02） 

我叫 A啦，係歷史嘅「史」吓。咁我係讀中葡職業技術……我係讀中葡職業技術……中葡職業技術學

校，咁係讀高二嘅我係。咁……咁就都已經話……都已經大拿拿喺中學生涯都讀咗差唔多有五年㗎啦

已經都哈。所……所以就……兩歲就喺學校生活呢，同同學相處呢，我覺得都好愉快嘅，姐係都愉

快，但當中都會有，四個字形容啦，喜恕哀樂啦，有開心，有愉快，但同時都有都有摩擦呀。生

活……學校生活就係咁樣啦，出到社會都係一樣㗎啦都。所以就，係學校生活都有愉快，亦都同時都

有唔愉快嘅都。 

 

訪問者：（1：02～1：12） 

咁呢你覺得你上堂嗰時個環境點呀？即係周圍嘅環璄。姐係比如周圍嘅設施足唔足夠呀嗰啲。 

 

受訪者 A：（1：13～2：21） 

嗱我地地學校設施呢，係足夠嘅。只不……係足夠嘅都。只係姐係……係有少部分方面係有少少唔足

夠囉例如：投影機老化呀，電腦呢係有陣時呢，有陣時好奇怪嘅，有陣時呢真係會用用吓呢會窒咗機

呀等等啦都。最主要大問題就係投影機嗰方面。因為……因為上堂投影機呢，唔知唔知係咪因為我嘅

窗口嗰個太光嘅問題，先至會搞到有啲，有時睇片去到啲夜景係完全睇唔到嘅。我唔知係咪咁樣啦，

總言之嗰部機係會……嗰部投影機呢……投射出嚟呢……係有些……些少老化咗。基本上呢係喺學校

嘅設備呢，可以話係良好哈，都係有充足……都係有充足嘅措施。都令到……都係 ok嘅都。 

 

訪問者：（2：22～2：25） 

咁你知唔知係有融合生教育……教育呢個制度㗎？ 

 

受訪者 A：（2：26～2：41） 

知。融合生…知。都有呢個制度呀嘛都。總冇理由冇呢個制度㗎呢都。我我我地特教部呀都有啲……

都有啲能能能力好嘅同學都入嚟讀啦都。 

 

訪問者：（2：42～2：53） 

咁呢，你想，讀咗咁多年書啦，你經歷過印象最深刻啦，係啲咩呀？姐係遇到啲咩困難印象最深刻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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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2：54～5：55） 

困難牙？最印象深刻牙？都冇幾多個喎都。姐姐姐係話我嘅問題呀都係囉哈。最印象深刻都有啲……

都有都有嘅都。可唔可以講？好……好壞都可以講㗎嘛都哈。咁其實好嗰方面呢，咁咁其實好好嗰方

面呢就同同學相處囉哈。咁同同學相處呢，都已經讀咗六年囉哈。同埋呢我有班呢係有幾個係姐係由

小學到依家都一齊嘅都哈。只不過係去到初中嗰陣時呢，加咗幾個新人落去哈。姐係我讀……啱啱讀

初一嗰陣時呢，姐係由……雖然有幾個有幾個新嘅朋友加入咗我地啦。咁話晒都已經讀咗......都已

經.......都已經......差唔多有五年嘅中學生涯，我覺得都愉快嘅。同同學相處係係好好嘅都哈。

喺當中都有都都有唔好嘅經歷啦都。係係身邊朋友哈，唔係，係身邊朋友。包括我自己都都有嘅。咁

好嘅方面，好嗰啲呢就雖然，因為有幾次喺自己班啦去宿營呀嗰啲，或者聚餐呀嗰啲，係真係好好囉

係真係，姐係帶比我一種温馨同埋一個開心愉快……開心嘅愉快囉，令我知道自己，開心到快活人呀

可以話係。每日生活都愉快都哈，都好好嘅都。咁唔愉快嘅經歷呢，咁其實呢都都都有嘅都哈。唔

好……咁其中一個唔好嘅經歷呢，應該係我有一個同學啦，做咗做咗一啲真係，難聽啲講句呢真係做

咗一啲真係係……係超級係唔好呀，我唔可以話係喪盡天良嘅。但但係就呢個唔好嘅事呢就真係，難

難聽啲嚟講呢就係賤囉可以話係。咁真真係唔好之如呢就係姐係依家咁多個同學呢，包括其他班嗰啲

呢就印象都唔好呀已經都哈。所所以呢個經歷都，咁當然我嗰個同學呢，我自己救咗都幾次嘅都。不

過不過不過都，雖然依家冇乜動靜，但係如果真係繼續做落去呢就係，冇…… 就真係由佢㗎都。就

咁就咁就都係嗰句你對人點，人對返你點樣囉。你做得好咪人對返你好囉。你對得人唔好，人地對返

你唔好囉。人就係咁樣㗎都。  

 

訪問者：（5：56～6：02） 

可唔可以問下你係咩事呀？佢做咗啲乜野？ 

 

受訪者 A：（6：34～6：35） 

嗰件事……嗰件事牙你話？我就呢個呢個呢個就姐係同女性有關啦可以話係。同女性有關但但就詳情

就就，姐喺條片到咁我就唔公開啦就。但總言之係同女仔有關呢個同學就。 

 

訪問者：（6：36～6：41） 

咁姐係讀書嘅期間呢，你屋企人同社工會唔會比啲咩幫助你㗎？ 

  

訪問者：（6：42～7：00） 

小康，咁頭先你就分享學校有啲開心啦，唔開心啦，同朋友多啲嘅頭先你講。姐係有好嘅朋友，又有

啲人又有啲賤咁樣啦係咪呀。咁如果比如你自己呢？你自己返學呀或者讀書有冇啲你覺得最深刻困難

嘅野？係你自己嘅。 

 

受訪者 A：（7：00～7：52） 

自己？最深刻同埋困難……最深刻就係呢……呢一排嘅事嚟㗎，同我同學因為同我同學一齊拍片，仲

仲成日做導演添。不過，有兩個導演嘅。我只不過係做輔導兼聯合嘅導演啦。咁大導演就，大導咁大

導演就有可能只係監督囉可以話係。就睇同學校，睇自己班級啦就拍 mv 就，就係令我最有印象深刻

囉哈。姐係我令我最有印象深刻嘅都……當然仲有好多，仲有更印象深刻呢就係呢一次 GE拍攝

mv......拿，真係架 

 

訪問者：（7：5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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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係好開心 ge 

 

受訪者 A：（3：45～3：50） 

係啊好開心啊都啊 

 

 

訪問者：（7：52～8：08） 

咁有冇啲學習上係你覺得困難啊或者係......即係有時讀書方面有......例如啦，壓力，咁有冇一啲

係你覺得係學習上面 ge可以分享吓？ 

 

受訪者 A：（8：08～9：18） 

拿......老實，學習方面呢樣就，咁就又唔算話太...太大壓力 ge都，唔算話太大壓力，因為我...

我地戈 d中學呢就都唔會太大壓力 ge，咪可能英文戈方面就麻麻地啦都吓，成...成日有時測驗默

書、默英文生字戈啲啊咁樣......戈啲就......比較困難少少，因為好多英文都麻麻地 ge都係。其

實我英文麻麻地就係由小學開始講起，小學戈陣時呢我係讀兩間學校 ge，咁其中一間學校，其中一間

呢係私校尼 ge，叫做 XX學校啦，咁就，戈陣時呢讀書都幾有壓力 ge，唔知係咪私校 ge 問題啦，姐

係私框教育 ge 問題啦，咁就，轉左中學之後，轉到依加 ge中學之後呢咁就，基本上壓力都唔算話太

多啦。點都好過私校啦都，其實去補習，雖然我都補過習，但係......係囉都好愉快 

 

訪問者：（9：19～9：28） 

姐係讀書戈陣時呢，屋企人同埋社工有冇比啲咩幫助你啊？姐係你讀書遇到困難戈陣時你屋企人同埋

啲社工有冇比啲咩幫助你啊？ 

 

受訪者 A：（9：29～10：36） 

困難......讀書困難呢就，都有 ge，但係就都係屋企人都......都有鼓勵，都有鼓勵下我啦，同埋社

工都有 ge，社工都有......去支持我......支持啊或者提點囉，好似啊有個社工啦，佢就......好

似......有個男社工啦，咁就因為我好中意做 ge事情呢就係希望可以學習做寫影評啊同埋做寫編劇

ge，咁就，我戈個社工呢同埋我導師呢就......支持我去做......去做中意 ge 事囉，佢就係......

係完全真係好支持......真係支持，比如我報名戈個編劇班呢，就要寫故事大剛 ge，咁個編劇班

呢......要我地做故事大剛啊嘛，係啊，send 比佢啊嘛 

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2）（00157） 

 

受訪者 A：（0：00～0：34） 

…...佢都係......佢都同我執過下啲文字啊，甚至係，"啊一堆文字啊.....戈啲文字啊......戈啲

啊......戈啲有啲唔順暢.......戈啲乜乜乜乜乜啊"咁，當然，除左社工有支持我之外啦，身邊 ge

朋友呢都有......都有大力咁提點我 ge，所以其實都......都係有人......都會支持甚至係鼓勵我去

做中意做嘅野，係啦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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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3）（00158） 

 

訪問者：（0：33～0：38） 

我想知你本身點解會尼呢個協會嘅？ 

 

受訪者 A：（0：39～7：21） 

呢個特殊學會？我本身點解會尼呢到？嗱......戈陣時呢就大概 2015 至 2016 年咁上下，我唔記得邊

一年啦都，三、四年嘅事啦，咁就有一日有個姐姐就......有個姐姐就，我唔知點解佢知道我電話

架，佢就呢......佢就問我你參唔參加......我地特奧會有個成年嘅回饋式行動計劃，咁戈個回饋式

行動計劃係每一個月呢有兩三次活動嘅，咁嗰個姐姐就問......我唔知點解佢有我電話啦，就......

就即時帶個人尼問我，你參唔參加活動啊，問我參唔參加......參唔參加一啲活動啊一啲計劃，咁我

呢......戈陣時呢......可能我自己懶懶地啦，咁就好多時就話.....就攞啲藉口話，我唔得閒

啊......我好唔得閒啊、我戈日有野做啊，戈啲，咁就推尼推去，推到就......冇辦法冇野好講啦，

咁就唯有參加下啲活動囉。欸！自我參加左呢個活動......呢個回饋式行動之後，我記得......參加

呢個回饋式行動呢，應該就係探訪老人院嘅，我有記錯嘅話應該係探訪老人院啊，咁我參加左呢個活

動之後呢，幾好玩喎，又可以識到咁多新朋友喎，咁所以呢......咁所以呢......直至我開始左參加

呢個特奧嘅回饋式行動......呢個計劃至到依加......咁就話至到依加呢，咁就......除左參加特奧

嘅活動啦，小型比賽戈啲都有嘅，咁就......咁就係特奧都會參加啲......因為特奧有體育報架嘛，

有體育報咁佢咪有時舉辦啲小型嘅咩運動項目比賽啊，大眾啲嘅，即係大眾啲嘅一啲比賽活動啦，咁

就......咁就都有參加下嘅。咁其實我......咁其實呢我係回饋式行呢都咁耐啦，咁其實我仲有個身

份架喎，我嘅身份就係國際特殊奧運會東亞區區域信使啊我係，咁其實點解我會有呢個嘅區域信使

呢，咁我就係特奧呢有個姐姐就覺得我......我能力好，同埋社交啊溝通啊都覺得唔錯喎，都可

以......可以成為呢個職位啦，咁就推廣呢個特奧會囉，自此之後，咁我地請左個區域信使呢，咁

就......當然係向國際特奧會戈邊呢咁就係投票嘅，咁就幸運地......成功地幸運得到眾多人嘅支持

咁就成為左呢個信使囉，咁其實我都好多謝戈個姐姐帶我出頭嘅......啊唔係，帶我出道嘅，咁就如

果唔係嗰個姐姐出尼呢，我依加可以公開佢個名，嗰個姐姐叫做 SAI 姐姐啊，係呢道做架，咁

就......如果......如果冇佢帶我出道呢，可能我連呢個信使嘅位都未必做到，咁我自己就覺得除左

多謝 SAI姐姐啦，特奧嘅上上下下嘅職員，啲工作人員啦，咁就感謝咁多年尼嘅支持所以......所以

先有咁好嘅職位同埋有咁好嘅......即係多啲出國，出去......同其他唔同嘅國際特奧會......即係

唔同來自國家嘅特奧會去交......交到友啊，甚至學習......學習呢個國際特殊奧運會裡面嘅宗旨

啊，甚至連點樣包容共融戈啲咁樣，所以係一件好榮幸嘅事，跟住我多謝 SAI 姐姐之外，同埋我嘅導

師呢，ELMA啊，ELMA姐姐啊，咁就因為佢依加係我導師，咁就每一次出去啲交流地方呢，咁

就......即係會帶我出去見識下呢個......呢個嘅世界係點樣啦，咁就都多謝佢架，真係佢嘅培育令

我依加真係視野......多元化左啦，就係咁樣啦。咁其實我自己呢除左參加啲交流賽......交流活動

啦，我自己都有比到賽架都話，咁其實係田徑隊戈時呢，咁就其中有一個阿 SIR 係路邊見到我啦，咁

就即係......打個招呼啊 SAY 個 HI傾下偈咁樣啦，咁就無意中問我參唔參加田徑啦，咁就......我

就無意中就參加左呢個田徑囉，咁就......其實我戈陣參加田徑呢我跑出係麻麻地嘅，不過個教練呢

就，喂！你......你嘅身型適合推鉛球喎，至到依加我就......至到依加呢我都仲練緊鉛球啊，依加

仲練埋標槍添，咁就......咁就教練都已經訓練左我到依加啦，咁就都感謝佢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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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4）（00159） 

 

訪問者：（0：00～0：07） 

咁你參加左學界？學界比賽。 

 

受訪者 A：（0：07～0：14） 

唔係，特奧嘅，都係特奧嘅。學界戈啲係冇標槍呢樣野架。 

 

訪問者：（0：15～0：16） 

學界冇標槍呢樣野架咩？ 

 

受訪者 A：（0：16～0：17） 

好少見囉，真係如果見有嘅話...... 

 

訪問者：（0：17～0：18） 

有鉛球？ 

 

受訪者 A：（0：18～0：19） 

有鉛球。 

 

訪問者：（0：19～0：20） 

咁你有冇參加啊 

 

受訪者 A：（0：21～0：23） 

有鉛球，跑步，但係係冇標槍囉 

 

訪問者：（0：23～0：25） 

哦即係你標槍好叻嘅 

 

受訪者 A：（0：26～0：37） 

唔算話太叻，因為我係近呢排先......近呢排初次接觸囉，鉛球就練左差唔多都有年半㗎啦，就尼有

兩年啦都 

 

訪問者：（0：38～0：45） 

咁你讀書頭先話......咁你頭先話讀書除咗英文唔 OK，仲有冇其他嘢都話唔 OK 㗎 

 

受訪者 A：（0：45～0：46） 

Er......科學囉 

 

訪問者：（0：4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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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科學 

 

受訪者 A：（0：47～1：32） 

可能......可能嗰個老師教得麻麻地掛，因為呢嗰個老師不停咁叫我地抄，抄抄抄抄抄，唉唔好意

思，差啲講左粗口添......不停響度抄抄抄抄，抄到真係呢......抄到幾乎呢真係......幾乎係理解

唔到個內容係講乜囉，即係我自己揀㗎，嗰陣科學就麻麻哋嘅，英文就由自細到而家都係一向都爭啲

嘅 

 

訪問者：（1：32～1：33） 

唔係好鍾意英文，係咪啊？ 

 

受訪者 A：（1：33～1：42） 

唔係鍾唔鍾意英文嘅問題啊，我話我雖然都鍾意英文但係就學極都唔識囉，可能對英文就 

 

訪問者：（1：42～1：43） 

 背唔到入腦 

 

受訪者 A：（1：43～1：44） 

係囉背唔到入腦啦 

 

訪問者：（1：44～1：57） 

咁除咗英文呢，除咗英文有冇其他即係你覺得都唔係好......好得心應手啊，或者唔係好在行嘅 

 

受訪者 A：（1：57～1：59） 

暫時未有喎 

 

訪問者：（1：59～2：01） 

其他科你都 OK 嘅 

 

受訪者 A：（2：03～2：30） 

咁其實我讀嘅中學呢就係係一個職業學校，我其實嗰間學校係職業學校嚟㗎啦，好似去到高二呀，但

係仲有個名稱㗎，職導二年級，即係簡單所講係話高中二年級啦，係呢我讀嘅課程就係 

 

訪問者：（2：30～2：32） 

咁你讀邊科啊 

 

受訪者 A：（2：32～2：35） 

職業技術導向嘅課程囉 

 

訪問者：（2：35～2：47） 

咁係咪要選科啊，即係電腦啊、咩車衣啊縫紉啊，中葡職中，咁你揀邊個啊，咁你選咩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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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2：47～3：00） 

係，咁因為由於我哋係小班教學嚟嘅，即係特教班啦，即係由於我哋係小班教學嚟㗎嘛，咁嘅課程呢

就係職業導向技術課程囉 

 

訪問者：（3：03～3：08） 

咁你介唔介意入讀特教班係因為咩狀況啊 

 

受訪者 A：（3：08～3：10 

我小學嗰陣時已經讀緊㗎啦 

 

訪問者：（3：10～3：13） 

咁你知唔知點解要讀特教班㗎 

 

受訪者 A：（3：14） 

知啊 

 

訪問者：（3：14～3：21） 

可唔可以分享下呀？點解要讀特教班，即係呢種小班 

 

受訪者 A：（3：21～3：58） 

哦，咁呢個可能因為成績唔好囉，嗰陣時我向私校讀㗎嘛小學嗰陣，喺私校讀過嚟，哇，嗰個......

一年班已經咁大壓力啦，仲要科科都唔算好入腦，包括中文啦，即係格式而家都好咗啦而家話，咁就

我由呢個私校轉左去讀中葡小學啦，讀小班啦，讀特教班啊，至到而家，一路就讀緊囉係囉 

 

訪問者：（4：00～4：14） 

有冇搵出個原因點解成績唔好，自己唔努力定係，即係有冇啲原因先至入得教班，有冇去搵過？ 

 

受訪者 A：（4：17～5：33） 

可能自己唔努力啦，但係諗諗吓呢，中文又 OK喎，數學又還可以啦，數學尚可以啦，音樂啊體育公

民等等嗰啲科目，除咗科學之外啦，咁就都尚可以嘅嗰時，個成績有啲進展㗎，唯獨是英文麻麻哋

姐，但我到而家諗諗吓自己可能唔入腦啦，我係中葡小學嗰陣時係冇英文讀㗎嘛，除咗 ABC課程之外

啦，咁就幾乎嗰小學六年呢，幾乎係冇乜英文㗎係上到初中，初中到而家呢，到依家高中啦，先可以

接觸返英文啦，但係就始終都冇乜點入腦嘅，係囉都冇乜點入腦，可能因為過嘅時間太耐喇，對英文

個方面，嘖嘖嘖嘖嘖，見到都想暈低 

 

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5）（00160） 

 
訪問者：（00：00～00：15） 

咁你讀唔入腦自己有冇唔開心呀，即係有咩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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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00：16～01：03） 

嗰陣時唔開心讀唔入腦牙，唔知點好囉，都唔知點樣讀好，即係好似夾硬被迫黎讀咁，咁就咁就仲要

冇讀咁多年英文，依家接觸番英文囉，一讀起上嚟呢嘩都睇唔到，即係見到英文，梗係會暈喇，都唔

知點樣讀，雖然我依家都有盡力去讀，即係話幾句都識嘅，但係好幼稚園㗎，但係英文字我都唔係好

太入腦囉始終 

 

訪問者：（1：03～1：08） 

咁你屋企人知唔知你讀...... 

 

受訪者 A：（1：09～1：14） 

英文？知，點會唔知 

 

訪問者：（01：15～01：20） 

咁佢有冇話作出啲咩反應?即係有冇點樣幫你 

 

受訪者 A：（01：21～01：56） 

幫我？咁其實我都係靠自己嘅咋，屋企人都有幫，咁其實我屋企人呢，都唔係好識英文嘅，好老實咁

講，唔知係唔係因為家庭問題啦，所以就唔太擅長講英文囉，因為我屋企人呢所以話有中年同老年

啦，咁就接觸英文唔算太多啦，咁就可能應該遺傳咗呢一樣野囉......哈 

 

訪問者：（01：57～02：04） 

即係好多時都係你自己一個去面對嘅，即係成績跟唔上嗰啲咁樣 

 

受訪者 A：（02：05～02：13） 

梗係自己面對返啦都，你做出咁嘅結果咁咪要面對番囉，係囉 

  

訪問者：（02：14～02：20） 

咁你自己有咩興趣呀 

 

受訪者 A：（02：21～02：27） 

我有啲咩興趣呀，咪就係行街囉 

 

 訪問者：（02：27～02：36） 

或者你啱啱咪講到你鍾意多媒體個方面，鐘意拍片咁樣，咁你第時會唔會向呢方面發展咁樣 

 

受訪者 A：（02：37～07：16） 

你話發展啊，我有咁樣諗過嘅，因為始終澳門搞電影.......唔係太盛行囉，你係香港呢，我唔係妒

忌啦，而係......題外話啦，你可以睇返，當年香港 80，70，678十，尤其 80 年代，幾咁盛世幾咁

輝煌啊真係，一年呢出幾百萬套港產片，打林晒啲西片，所以其實所以其實澳門由此到而家，真係好

欠缺呢個行業，我覺得呢政府一定要投資多啲，想拍戲有心做電影嘅電影人啦，咁就咁你多啲投資比

佢哋，咁佢哋對呢個行業呢起碼都有的作用啊，好似啲咩基金會嗰啲，咩百 5萬，一年百 50,000嗰

啲咩資助嗰啲，係，百 50,000 係低成本都可以拍其他嘢嘅，但係就有邊個......有幾多個人係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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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影呀，冇啊，當然，除咗係鍾意睇戲呀鍾意研究電影呀好似我呢啲愛好者啦，就會知道咩叫澳

門電影啦，你搵外邊啲人講，喂你識唔識澳門電影呀，咩嚟㗎，澳門電影好似.......好似一年都冇

幾部戲啊，所以就我覺得推廣呢一樣野加強啲真係呀，澳門電影有好多套都幾好睇，我自己覺得幾好

睇呀，比如，舊年，大概 2017 年，有套過雲雨，同埋梁永權嗰套骨妹，唔知你有冇聽過或者睇過

啦，骨妹啦，（A 啊除因是導演呀嘛）係呀係呀充係佢尼架啦，同埋那一年我 17嗰啲，嗰啲都幾好

睇呀都話，雖然呢嗰三部都係合拍片嚟嘅，咁主要都係講返澳門，我覺得，澳門我哋講返澳門嘅事

先，澳門嘅事跡真係要話返比大眾啊甚至其他國家啲人聽啦，所以就，我覺得，戈三部真係好好睇

㗎，唔怕老實講啦真係，比如過雲雨啦，咁過雲雨其實我覺得呢，真係唔錯嘅，講緊我哋澳門平常，

平常生活裡面嘅故仔啦，咁我哋作為澳門人去睇呢部戲呢，都有個，都有共同感嘅，咁點解會有共同

感呢，因為成套戲裏面呢，有七個澳門人，當中有兩個係內地落嚟呢度做嘢啦，咁其餘嗰啲真係澳門

人嘅，曾偉迪嗰啲，同佢老婆，家庭嘅問題啦，呢度有得比喻啦，呢個真係好日常生活講嘅，真係呢

個過雲雨真係好好睇囉，值得推薦嘅都話，所以其實澳門嘅導演係有好多嘅才位（藝），有好多唔同

各種風格呢，係可以走出，走出外地，俾人欣賞㗎，所以我覺得政府係一定要響呢方面呢做出好嘅推

廣措施囉，如果唔係真係澳門電影呢問 10個一定有八個人一定係唔會知道㗎。 

 

訪問者：（07：17～07：39） 

所以你自己有冇諗住以呢個興趣作為呢個升學目標啊，你係讀大學嘅目標，係可能進修啲課程，即係

即係，問生涯規劃啊嘛，所以想知道你以後，有冇諗住以呢個興趣為升學目標 

 

受訪者 A：（07：40～10：35） 

都有㗎都有諗過㗎，但係始終，我讀書成績都叫做良好啦，尚可以啦，咁你話進修嗰啲，你話進修多

媒體方面，我可能應該未必會得囉，因為始終，比如入香港演藝學院啦，咁佢要求呢考試呢，我相信

呢應該，因為我上網 check 過啦，戈啲考嘅內容呢，考察嘅內容一定係會比我平時而家讀書嘅會係

難，係高好多嘅難，咁其實你話進唔進修呢，可能，你話進唔進修呢我都有諗過，但係自己就自己就

我成績唔算太好啦，所以係自學下囉自學囉可以話係，即係自己留意吓多啲了解下多啲呢個媒體同拍

攝嘅技巧囉，澳門有咁多......即係呢排嗰個咩持續進修計劃啦我都有報嘅，所以就留意一下關於拍

短片嘅，或者譬如學做導演嘅都......都睇下有冇機會去學，可以.......可以進修一下囉，咁其實

我進修呢雖然係自己個人啦，但係就我覺得冇話就唔一定真係去咩學院呀大學呀嗰啲咁樣，乜嘢規律

談論的路，有冇聽過啊有冇聽過呀，係拍嗰個 Q錶啊，飄殺氣球啊，或者嗰個嗰個，我地講近期啲啊

有套叫做，冰天起的白鵝日，係呀個套戲啊，嗰個導演啊，冇聽過啊？冇聽過就上網 check下啦，呢

個導演好犀利架，佢以前呢......佢以前呢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嚟㗎，普通嘅工作者嚟㗎，即係即係

我哋俗稱嘅所講嘅打工仔啦，係專門去啲買嘢嘅地方做售貨員啦，咁佢係冇......冇咩進修啊、讀大

學啊，咩碩士，係完全冇，係佢憑自己嘅想像力去做左呢個今時今日嘅荷李活大導啦，所以其實唔知

我將來會唔會好似好似佢咁呢，會唔會好似佢咁呢咁就睇自己囉，係囉 

 

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6）（00161） 
 

訪問者：（00：00～00：13） 

有冇諗過中學畢業之後要點樣啊？即係要投身職業打工，定係繼續讀大學，定係會點樣？即係中學畢

業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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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00：14～00：23） 

我會繼續我可能都未必會讀大學啦，會出嚟做嘢囉咁就會出嚟做嘢啦係啦 

 

訪問者：（00：23～00：26） 

咁你暫時有冇諗到會做啲咩啊 

 

受訪者 A：（00:：26～01：24） 

有......有，做......做餐飲服務員囉，主要做樓面囉，即係因為我可能面對人多啲啦，所以就呢個

第一個啦做餐飲服務啦，中西式我都可以做，因為學過尼呀嘛，咁第二呢，做煮野囉，因為我本身對

呢個烹調都有個興趣......有個興趣嘅，因為我自己有時係屋企都煮過嘢食嚟啦，咁就呢個第二啦，

第三個呢就係頭先我所講媒體個方面啦，你三個呢，咁就將來出嚟做嘢呢咁就做第一個啦，餐飲服務

囉，咁就呢個可以話係將來出嚟畢業之後呢可以話係一條出路嚟㗎 

 

訪問者：（ 01：25～01：30） 

即係多媒體個方面就可能純粹作為興趣或者副業咁樣 

 

受訪者 A：（01：30～02：17） 

副業啦可以話係，如果將來覺得自己......覺得自己可以話係搵夠錢啦，咁就......你知啦，拍電

影......有時拍電影呢，系有賺有蝕呀，有時都有可能會賠錢啦，咁所以就......等多......開始對

人有經驗，先至去做......先至去做啦，係啦，或者可能等到澳門電影開始......開始起咗步啊，咁

就......或者都會做嘅可能，係啦 

 

訪問者：（02：18～02：31） 

少康啊，咁問你小小啦，你咪話都諗住唔讀大學㗎啦，咁樣呢，係個原因即係因為你覺得自己讀唔上

呀定係點樣㗎 

 

受訪者 A：（02：32～02：52） 

讀唔上啦可以話係，因始為終讀大學考嘅嘢呢俾我哋小班教學嘅內容係高難度好多啊，所以就冇諗過

會考大學囉，真係呢個係事實嚟㗎真係，冇諗過啊考大學囉但係如果真係有機會......真係有咁嘅機

會嘅話去試吓都冇問題嘅，係啦 

 

訪問者：（02：53～03：07） 

咁呢個係......即係你幾時，係自己諗出嚟定係點樣架？即係冇諗住......覺得唔考大學啊，即係你

自己諗定係有人講俾你聽㗎？可唔可以分享下啊，都讓你而家都好確定，因為頭先你都好確定唔讀大

學㗎啦同埋你好仔細喎嚟緊啲出路即係都好明確有上網搵過啊幾時開始有諗呢方面係邊個讓你個 

即係引導到你去諗呢方面嘅 

係唔係即係你大概要做啲咩啊啲出路係點樣 

 

受訪者 A：（03：08～04：17） 

兩樣都有其實都， 

多媒體呀你話 

都係啲屋企人，或者親戚三姑六婆嗰啲，佢哋成日講話，喂喂你個仔......同我屋企人講話，特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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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有時講話，你個仔啦就中學畢業啦，一定要讀大學啊，呢啲咁樣啊，成日都咁樣講㗎啦，所以咪

聽講晒囉，我自己又......我又未必真係會入去讀啦，咁就我決定就未必會考大學啦，我理得人哋點

樣諗呢真係 

 

訪問者：（04：18～04：20） 

個決定點樣嚟㗎？即係話你決定唔考大學呀嘛 

 

受訪者 A：（04：21） 

可能因為我自己個人問題啦，啱先我講，驚自己讀唔入腦啦，咁第二因為個社會有問題啦，你就算讀

完大學出嚟，揸張證書，都未必俾人請啦，正所謂識人好過識字啊真係，呢句說話係認真㗎喎，真係

好諷刺喎，真係好諷刺，如果唔係陳海帆嗰個司長，佢啲親戚帶佢做文職啊，都唔會咁樣啦，所以呢

個例子宜家，呢個係敏感啲嘅例子啦，又真係事實嚟㗎，你可以話你就算考完大學，即係又做賭場，

又做嗰啲咩派牌，咁樣文職就較為少啲呀，你睇政府考文職成幾百個人，出嚟都係一兩百個，即係一

兩百個考得成功嘅人，根本得好少咋，我覺得都係，所以我覺得就算唔讀大學，即係就算唔讀大學有

啲人都做老闆啦，有啲人都做老闆或者經理啦，雖然呢句說話可能，我唔係話即係唱衰讀大學嘅學生

啦，而係我覺得呢個係社會造成左呢個問題出嚟，呢個事實嚟啊 

 

訪問者：（05：57～06：28） 

其實你講得好啱呀，讀唔讀大學都 OK嘅，即係你有自己嗰個方向啦或者係自己有自己嘅路呀，都冇

話一定讀大學先最叻、最好嘅，咁就着頭先你分享嘅話，有時候呢都覺得自己，譬如讀書呀，或者既

英文都冇咁叻呀，即係同埋而家小班教學啲內容可能都未必支援到你考大學，係咪啊係咪啊 

 

受訪者 A：（06：28～07：20） 

未必㗎都係，但係支援到......佢幫手支援到你出嚟做嘢囉，因為我讀呢個課程呢係一條龍服務嚟

嘅，咁就將來......因為我哋讀高三呢，即係高三年級啊，高三啊，咁就有三個月你係去實習嘅，咁

嗰個實習係真係要去啲勞工局嗰邊寫，係實習個三個月嘅，咁至於搵工方面呢，就睇吓勞工局嗰邊審

核、評核點樣囉，如果能力 OK 嘅話，你咪畢業出嚟......你咪可以去嗰啲酒店業啊，賭場呀，啲大

公司嘅地方，咁咪可以，即係你咪將來畢業你都唔洗憂啦，係呀 

 

訪問者：（07：21～07：28） 

所以如果總括嚟講你覺得學校對即係你嘅支援其實？ 

 

受訪者 A：（07：28） 

呢個支援係真係冇錯嘅，真係幾好嘅，一條龍服務嚟嘅真係，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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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7）（00162） 
 

訪問者：（00：00～00：07） 

譬如可能假設真係想讀書或者做嘢....... 

 

受訪者 A：（00：07～00：19） 

其實唔怕個喎，因為啱先聽到你地講好似話，唔知咩，唔知啲咩問題啊，就唔怕講出嚟架都，係囉，

唔怕講出嚟架，有咩問題啱先？ 

 

訪問者：（00：19～00：33） 

唔係，其實我哋就係想知道呢，你呢，係咪以呢個.......即係你係融合生嚟㗎嘛？你入嗰個...... 

你係融合生制度下嘅學生？ 

 

受訪者 A：（00：33～00：36） 

算係啦，算係啦都 

 

訪問者：（00：36 ～00：47） 

因為我哋本身呢個研究係關於學習障礙嘅青少年，就係講緊融合生呢啲囉 

所以我哋想問下你本身個人狀況 

 

受訪者 A：（00：48～00：49） 

我個人狀況？ 

 

訪問者：（00：49～00：53） 

係呀 有冇呢方面嘅障礙啊  

 

受訪者 A：（00：54～00：55） 

你話我自己呀 

 

訪問者：（00：56～00：59） 

係呀 即係有冇去做個檢查啊 

 

受訪者 A：（00：59～01：00） 

做治療囉算唔算呢，呢種算唔算啊 

 

訪問者：（01：00～01：02） 

算呀係乜嘢治療啊 

 

受訪者 A：（01：03～02：21） 

\咪語言治療囉，我以前黐脷筋啊，黐脷筋講嘢吖嘛，講嘢咬字咬唔清楚啊，咁咪由小學做到而家，

雖然而家安排唔到我做啦，由高一到高二都係咁樣啦，即係安排唔到我啦，但係高一之前呢，初中小

學呢，我係有做治療嘅，咁就啊，同埋呢我響小學嗰陣時呢，都有做治療個喎，即係我當年讀私校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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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時呢，讀鐘得呀，私校嗰陣時呢都有做治療嘅，係嗰個......嗰個叫咩機構啊，係咪叫啟智啊，唔

記得咗係咪啦，係咪叫啟智中心啊，冇記錯嘅話，好似有一個......啊係啊，係啟智中心啊，咁有個

輔導員啦，即係治療師就幫我......就幫我就，即係做治療啊，做嗰個語言治療啦，咪係咬字呀、回

應人呀、點樣答人呀，由細至大呢都係做呢啲咁上下嘅治療啦都，即係咬字啊、用詞哥方面呢......

個方面呢咁就，我大致上治療嘅內容都係呢幾樣野囉，就係囉 

 

訪問者：（02：21～02：26） 

我覺得好好呀其實依家，咁你係幾時發現自己有呢方面 

 

受訪者 A：（02：26～02：28） 

應該好細個應該屋企人話俾我知 

 

訪問者：（02：28～02：31） 

跟住就帶咗你去做檢查咁樣 

 

受訪者 A：（02：31～02：33） 

係呀做檢查 

 

訪問者：（02：36～02：45） 

咁你有冇覺得，因為呢個障礙跟住令到你平時可能生活上，或者有啲咩唔方便嘅地方 

 

受訪者 A：（02：45～02：48） 

當初就有嘅但係宜家冇啦 

 

訪問者：（02：49～02：51） 

即係已經習慣可以適應到 

 

訪問者：（02：52～02：55） 

係啦習慣咗啦都 

 

訪談逐字稿（Case 1—A）（Part.8）（00163） 

 

訪問者：（00：00～00：31） 

我哋問多你一次，即係我頭先我問你話......呢個障礙你覺得有冇影響到你平時生活？完整咁樣講出

嚟，即係「我覺得呢個障礙」咁樣開始 

 

受訪者 A：（00：34～01：24） 

冇喎，冇喎，真係冇影響到我嘅生活喎，我同人交流......係，雖然有時講嘢呢，雖然有時呢係黐黐

地脷根嘅，雖然有時講嘢係未必會係答到......完整句子咁講到出嚟，但係都自己都......都冇影響

到我生活啦，又係同普通人一樣，咪同人傾偈吹水，鐘鐘.......鍾意就講下大樹菠蘿咁樣香蕉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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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呢啲咁樣，係囉，咁就冇冇話影響到㗎，真係㗎，除左身邊朋友有啲真係影響到嘅，咪護住囉 

 

訪問者：（01：25～01：27） 

即係可能人際關係上都會因為咁......？ 

 

受訪者 A：（01：28～01：46） 

有，人際關係都有，人際關係都有，就好似我頭先講嗰個同......嗰個同學啦，雖然而家......雖然

依家可以話冇乜動靜啦，但係都希望佢真係唔好再做落去啦，真係 

 

訪問者：（01：54～02：33） 

咁你覺得呢，你開頭講左你想做嗰個餐飲服務員嘅，咁呢你覺得你自身嘅優勢係啲咩啊？你自身嘅優

勢係啲咩，即係你覺得你自身嘅優勢係啲咩令到老闆會揀你做咁樣，你自己嘅優點係咩啊？即係你自

己有一種長處跟住個老闆先會揀你做㗎嘛，即係你第時見工你會講你自己擅長啲乜嘢...... 

你覺得你自己有啲咩優勢令到老闆請你？ 

 

受訪者 A：（02：33～02：35） 

有時我會寫影評啦 

 

訪問者：（02：38～02：39） 

咁餐飲個方面呢 

 

受訪者 A：（02：40～03：09） 

餐飲個方面？除咗餐飲擺設......餐飲擺設呀，同埋有時候服務客人嗰啲聲線，嗰啲聲線就大聲唔怕

嘈聲粗氣，好似.....好似咁樣『先生你想食啲咩啊』嗰啲咁嘅聲線，嗰啲良好嘅態度囉，因為對客

人嘅服務態度良好掛，所以就推薦我去做囉，係囉 

 

訪問者：（03：10～03：19） 

我好奇想問下呢，你以前有冇因為即係驚自己黐脷筋，跟住唔夠膽同人地傾計或者交流 

 

受訪者 A：（03：19～03：50） 

冇喎，我係冇呢樣嘢個喎，都話我以前做好孩子嗰陣，都係......都係同人玩㗎啦都，都係照可以同

人玩，冇乜嘢架都，係呀，雖然都係同人玩，仲玩到好癲添，咁就係囉，冇乜點影響架，我咪照樣同

人哋講嘢、玩、吹下水，玩再癲啲，都係咁樣過日子囉 

 

訪問者：（03：50～04：11） 

咁你覺得呢，即係如果你依家同你 D同學比較呢，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即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

係多咗啲競爭力定係少咗啲競爭力㗎？即係你依家同你 D 同學朋友尼比較，咁你會覺得你自己多咗競

爭力定係少咗競爭力啊？即係響呢個畢業之後做......做某個事業嘅 

 

受訪者 A：（04：12～05：05） 

又冇話競唔競爭力嘅，我覺得最緊要你同人相處.....最緊要你同人相處點都要要好囉，如果你唔

好，人哋都對返你唔好啦，以禮服人，以德服人呀嘛，係囉，就係咁囉，咁當然如果真係有人鍾意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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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棍啊，或者......或者挑釁啊，嗰啲咁，戈啲牙就真係低質素啦，雖然我唔敢講自己真係高質啊，

但係起碼......起碼諗到啲同學針鋒相對同埋挑釁人嗰啲，真係仲衰過隻豬呀可以話         完

（Case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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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B 

訪談逐字稿（Case 2—B）（Part.1）（00164） 

 

訪問者：（0：00～0：03） 

首先，自我介紹先。 

 

受訪者 B：（0：04～0：47） 

咁我個名就叫 B啦。我係特奧嘅其中一個服務對象啦。亦都現時……現時我就喺 USJ到讀緊 Digital 

Cinema 啦，我讀緊 Year 1 嘅。係。我亦都參加好多外面嘅唔同各種唔同嘅活動啦，即係你，例如咩

特奧嗰邊都有 best buddy 啦，跟住之後又，佢有演講會啦，跟住之後又返教會啦，又會返一下教

會，打波啦係呀，如此類推。 

 

訪問者：（0：48～1：02） 

即係我想問吓呢，即係，係生涯規劃呀嘛，所以想問返你以前嘅野囉。即係想問吓你，係細細個開始

已經係，即係讀書係喺咩程度呀？即係咪即係……係……你係算係好呀中等呀定係唔好呀咁樣。 

 

受訪者 B：（1：03～1：28） 

中等啦。因為我一開始我小學嗰陣係喺融合班嘅。跟住之後係，我記得喺小四嗰陣呢，就因為我操行

唔好，就比人調咗去特教班。跟住之後讀到初一，初一就過咗去美國嗰邊讀完高中返嚟。  

 

訪問者：（1：29～1：32） 

咁呢，你讀書之前有冇啲咩困難呀？  

 

受訪者 B：（1：33～2：09） 

識朋友呢方面，同埋即係去到美國嗰邊有少少唔習慣囉。即係一開始，因為喺嗰邊呢，佢哋多數都

係，即係會用英文去教學同埋溝通嘅。所以就會有一開始，啱啱開始會，即係點樣唔慣呢，即係有時

唔係幾識講呀嘛，之前就唔夠膽出聲囉。係呀，跟住之後慢慢咁樣，識咗更多同學啦，咁就開始慢慢

會夠膽出聲。  

 

訪問者：（2：10～2：15） 

咁如果講返即係你依家讀嘅學校啦，你覺得有冇啲咩，即係作出改善㗎？  

 

受訪者 B：（2：16～2：30） 

其實我宜家讀嗰間 USJ好細囉。同埋……同埋啲同學都……都 nice嘅。總體嚟講我會比，如果十分

以內呢，我會比 8.5囉。係呀。 

 

訪問者：（2：31～2：33） 

咁你知唔知融合生嘅教育制度係點樣㗎？ 

 

受訪者 B：（2：3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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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將啲特……有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就將佢擺喺普通班讀，同埋普通……普通班嘅同學一齊去讀。

係囉。  

 

訪問者：（2：48～2：58） 

咁你想，即係返學嗰陣時啦，你會唔會因為依個…… 即係……因為你呢個學習障礙啦，咁會即係經

歷過啲印象深刻嘅事呀？ 

  

受訪者 B：（2：59～3：28） 

即係喺我高中嗰幾年都……啲同學一味玩我囉。即係佢哋會幫我改花名呀，侮辱嗰啲呢。即係佢哋覺

得你係 kai子，即係會係覺得你傻傻地，跟住之後佢會狂……狂即係用 psycho bullying 嘅形式，不

停咁樣去 bully你囉。係呀。  

 

訪問者：（3：29～3：33） 

咁即係你屋企人同埋社工有冇對你，即係讀書有啲咩幫助咁？ 

 

受訪者 B：（3：34～3：38） 

有嘅。佢哋會幫我諗唔同嘅方法去融入囉。係呀。 

 

訪問者：（3：39～3：44） 

咁如果，咁你有冇同佢哋講，即係關於你，即係被 bully呢件事咁樣？  

 

受訪者 B：（3：45～3：50） 

有呀有呀。都會講囉。係呀，唔講點會幫到我。係。 

 

訪問者：（3：51～3：58） 

咁你希望呢個社會可以推出啲咩措施呢，即係改善吓你呢個以往嘅學習經歷？  

 

受訪者 B：（3：59～5：04） 

即係我希望政府能夠多啲重視我哋呢班有特殊需要嘅學生去過返啲正常嘅生活，唔好被人哋標籤化。

因為我發現呢，有好多同學就係被人哋標籤化咗，所以就好難喺融合班度，即係生活囉，同埋學習。

因為我身邊都有好幾個 friend 都係讀緊小六或者初中咁上下，佢哋都被人標籤化。係呀，好多都被

人標籤化。所以我希望社會同埋其他大眾就多啲去融合啦共融啦，就好似特奧。特奧咪出咗首歌叫共

融嘅，就好似首歌咁樣寫，就希望可以更……可以有更多嘅共融……共融活動同埋，去更多接納囉。

係呀，盡量唔好標籤化啦最好。  

 

訪問者：（5：05～5：19） 

咁即係你嘅興趣係拍片啦。咁……咁呢你你會唔會即係，因為依個……依個咁嘅自身嘅障礙啦，就會

即係喺你呢個興趣入面遇到啲困難呢即係？ 

 

受訪者 B：（5：20～5：56） 

因為一開頭揀呢個……揀呢個 major 係比較冷門啦第一。第二就其實我本身想揀 Commun- 

Communication嘅，Communication and Media嘅。不過揀錯咗，跟住之後將錯就錯啦，就誤打誤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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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我學識少少喎。跟住之後咪覺得，嘩！幾好玩喎！咪繼續囉。係呀，同埋之前一開始有諗住轉

major，但係諗諗下其實呢度都幾好玩呀，又輕鬆又唔會點 push 你。 

 

訪問者：（5：57～5：59） 

咁你點樣去克服嗰啲困難呀即係你？ 

 

受訪者 B：（6：00～6：23） 

即係如果我有困難嘅話我就會盡量聽音樂囉，去抒發自己嘅……嘅唔好嘅情緒囉。同埋盡量都會做運

動囉。係呀，同埋會揾朋友，揾身邊啲朋友去開解一下我。有啲，如果有困難我都會咁樣做囉。 

 

訪問者：（6：24～6：28）  

咁你之前呢，即係你升學嗰陣時學校有冇比咗啲咩幫助你呀？ 

 

受訪者 B：（6：29～6：31） 

即係你話大學嗰陣？ 

 

訪問者：（6：32～6：34） 

係呀，即係你臨升學遇到呢方面嘅野。 

 

受訪者 B：（6：35～7：16） 

其實特奧呢邊啲同事都有幫我嘅。係呀，即係幫咗我都幾大。因為，點樣講呀會，之前都會 keep住

同阿 Mira姐姐佢地呀，同阿 Sin姐姐或者嘉嘉姐姐佢地都會傾偈囉。係呀，都會傾偈傾多啲偈，點

樣去幫助升學。同埋雖然入唔到四校啦，咁喺 USJ比較，都算好㗎啦，都算好，都比較即係舒服囉讀

得，即係唔會太多 pressure，即係唔會太多壓力。 

 

訪問者：（7：17～7：22） 

我想……我想講之前……之前學校呢，即係之前高中係讀邊？ 

 

受訪者 B：（7：23～7：26） 

係喺 Royal High School，加州。 

 

訪問者：（7：27～7：28） 

即係成個高中都係喺嗰邊？ 

 

受訪者 B：（7：29～7：33） 

係呀，喺加州。係呀，洛杉磯。係呀，我喺洛杉磯。 

 

訪問者：（7：34～7：38） 

咁你覺得佢哋嗰邊教育有冇話，對你自己生涯規劃有好大影響？ 

 

受訪者：（7：3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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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㗎。佢哋即係一開始，就第一年至到第四年佢都會，即係啲同學都會不斷咁樣尋找自己嘅興趣去應

對返佢地適應嘅大學。係囉，同埋佢地如果有啲同學就直接唔讀大學嘅，高中畢業嘅，咁佢地都會有

一套工作嘅規劃囉。佢地有介紹工作比佢地囉，會介紹工作，係呀。 

 

訪問者：（8：12～8：18） 

咁你呢，你依家有冇諗過畢業之後有啲咩打算？ 

 

受訪者 B：（8：19～8：33） 

呢層牙，都有，都有諗過少少嘅其實都。就因為……因為呢畢竟我呢科就比較冷門啦，可能出到嚟都

會做啲唔同嘅工作。 

 

訪問者：（8：34～8：35） 

咁你有冇諗過要做啲咩呀？ 

 

受訪者 B：（8：36～8：45） 

有諗過。但係啲都比較秘密少少囉，唔講出嚟。 

 

訪問者：（8：46～8：54） 

咁你覺得呢，即係你會唔會，即係你會唔會有啲咩限制呀去？即係你去，想做嘅呢樣野？ 

 

受訪者 B：（8：55～9：28） 

其實……其實我一開始我接觸拍野呢，係因為身邊啲長輩有啲都係做藝術呢方面嘅。即係都會同藝術

有啲掛鈎啦。係呀，都推薦我，喂，你不如，你咁有 artistic，又唱歌又跳舞，咁你做咩唔去嗰個大

學嗰到學啲藝術啲嘅野？係呀。 

 

訪問者：（9：29～9：32） 

咁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呢，缺少咗競爭力？ 

 

受訪者 B：（9：33～9：58） 

唔算啦。因為我覺得其實競爭力呢嘅野人話嘅姐，你有冇競爭力都係咁，你都係會，即係令到自己去

慢慢變得有競爭力。你冇理由人地話你一句冇競爭力，你就去姐係墊吓人，姐係會去做墊低咗。係

呀。 

 

訪問者：（9：59～10：05） 

咁想問返你以前呢，係咩時候呢，意識到呢，即係生涯規劃呢樣野？ 

 

受訪者 B：（10：06～10：10） 

其實由高中開始，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吓生涯規劃。 

 

訪問者：（10：11～10：12） 

係自發性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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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10：13～10：26） 

姐係，喺美國嗰陣呢，佢地都會慢慢咁樣引導你去做自己嘅生涯規劃，由高中開始。姐係，我唔知喺

澳門啦，咁喺美國就會係咁囉。 

 

訪問者：（10：27～10：29） 

咁有冇啲咩人提供咗啲幫助比你？ 

 

受訪者 B：（10：30～10：35） 

身邊啲老師同埋同學。多數都係。 

訪談逐字稿（Case 2—B）（Part.2）（00165） 

 

訪問者：（0：00～0：04） 

咁即係你揀呢個科嗰陣時有冇人反對你揀㗎？ 

 

受訪者 B：（0：05～0：13） 

冇呀﹐其實都好支持。姐係佢地會覺得我讀唔嚟囉，但係 so far，我覺得 ok 啦都係。 

 

訪問者：（0：14～0：16） 

咩嚟㗎讀唔嚟係？佢地覺得讀唔嚟？ 

 

受訪者 B：（0：17～0：22） 

姐係佢地覺得我讀唔到大學，好質疑囉，有好多質疑聲音囉身邊。但係…… 

 

訪問者：（0：23～0：25） 

邊個？邊個對你有質疑聲音呀？ 

 

受訪者 B：（0：26～0：31） 

都係媽咪囉。係呀。 

 

訪問者：（0：32～0：35） 

咁人地反對你嗰陣時，你嘅感受係啲咩？ 

 

受訪者 B：（0：36～0：49） 

反對，咪由得人反對囉。我，我做好我自己，讀好我自己嘅書咪得。姐係儘量 focus我自己嘅學業，

唔好比其他野 distract。 

 

訪問者：（0：50～0：57） 

咁有冇啲咩勉勵嘅說話要同同樣有呢個障礙嘅人，嘅後輩分享？ 

 

受訪者 B：（0：5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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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其實就，姐係正如我話齋，就好似共融首歌咁，係囉，姐係呢首歌其實 describe 得好好

㗎，佢係用咗幾個故事啦，包括我啦，佢就用咗幾個故事擺埋一齊，喺個 mv到啦。就……尤其係我

嗰 part 囉，咁嗰陣同嗰個澳門隊嘅嗰個其中一個球員啦，就叫做阿協銘啦，阿羅協銘，係呀，就同

佢即係同佢玩啦，就係個鏡頭面前，跟住之後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呢個社會如果冇共融嘅話，就好似冇

乜人情味囉。因為共融呢家野唔係話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到嘅。就最後我都想講返句啦，如果你地肯支

持我地呢班，即係有特殊需要嘅學生，就希望你地能夠姐係貼近社會，唔好將我地標籤化。因為標籤

化呢個野係比較……我見到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所以儘量唔好將我地標籤化，仲有唔好將人地覺得

你係呢個乜都做唔到嘅一個人。姐係你要將……你要 prove自己你係可以做到嘅，唔好……儘量唔好

就墊低自己，就儘量 prove 自己有……係有自信去做到，或者有能力去做到嘅，唔好姐係就算遇到困

難都要勇敢嘗試去慢慢咁揾到自己嘅目標囉。係呀。 

訪談逐字稿（Case 2—B）（Part.3）（00166） 

 

訪問者：（0：00～0：18） 

咁講多少少呀。咁好感動呀你頭先講嗰啲。係呀，好感動。咁你話有特殊學習需要，你可唔可以形容

多少少你嗰個特殊學習障礙係點樣？即係頭先你就講咗話特別曳操行，所以就調咗去…… 

 

受訪者 B：（0：19～0：44） 

其實我本身有自閉症同埋過度活躍症。係呀，就呢兩樣就 restrict咗我有某啲方面啦。不過有好多

人都會選擇接納囉。因為我宜家參加特奧會都係為咗想 prove 自己係一個，姐係有能力嘅人，唔係一

個蛋散。係呀。 

 

訪問者：（0：45～0：52） 

咁姐係平時可能除咗人際之外，生活上都會比呢個障礙限制咗？ 

 

受訪者 B：（0：53～1：44） 

有時會啦。但係唔係……唔係 all the time 囉。因為我身邊啲朋友越嚟越多都係唔同界別嘅人士

啦，有商界啦，有地產啦，保險啦，跟住如此類推啦就，身邊有好多啲咁嘅人。同埋有……身邊都會

有好多人做墊挨，姐係會好墊低我自己。所以我要 prove自己有幾 powerful，有幾……姐係有咩能力

去做，做到啲我自己宜家所做嘅野，姐係儘量唔好比人地覺得你係一個冇自信、冇能力，乜都……乜

都係倚靠人地去生活嘅人。 

 

訪問者：（1：45～1：48） 

一開始有冇因為咁唔開心？ 

 

訪問者：（1：49～1：51） 

姐係你好細個已經屋企人講比你聽㗎？ 

 

訪問者：（1：52～1：53） 

係幾時知道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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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1：53～1：57） 

姐係我係慢慢係高中都自己…… 

 

訪問者：（1：58～1：59） 

即係自己察覺到咁樣？ 

 

受訪者 B：（2：00～2：01） 

係係係。 

 

訪問者：（2：02～2：10） 

咁你去外國讀書都好勁，都影響你好大喎。自己去定同屋企人定…… 

 

受訪者 B：（2：11～2：14） 

屋企人陪住去。因為嗰陣係移民，移民囉。 

 

訪問者：（2：15～2：16） 

咁但係點解後尾又選擇返嚟？ 

 

受訪者 B：（2：17～2：38） 

因為……因為呢係本身就嗰邊啲，因為因為嗰邊讀書係貴㗎嘛本身。係呀。同埋綠卡佢唔當你係一個

居民啦。咁所以就可能會……貴囉真係讀書嘅話就冇人……冇選擇喺嗰邊讀，就返返嚟。 

 

訪問者：（2：39～2：47） 

咁當初去美國有冇部分原因係因為，姐係覺得喺澳門哩邊比唔到好多幫助你或者適應唔到？ 

 

受訪者 B：（2：48～4：02） 

啱，啱。其實係啱嘅。因為我發覺呢美國係……姐係佢地……姐係美國啲學校呢就會慢慢一步一步咁

樣令你知道你將來會係點樣做囉。佢係會慢慢舖排你自己，係呀，同埋，姐係我講一個故事啦，就我

身邊有個朋友啦，佢就係初……初三就過咗去美國啦，咁就佢係高中嗰陣就慢慢咁樣規劃自己，跟住

之後佢就誤打誤撞又比佢入到 UCB喎，UC Berkeley 喎，咁就佢一開始係有轉過科嘅，即係佢本身

讀……想讀 farming design，但係佢 change，change 諗諗吓呢就轉咗去讀嗰個 psycho。跟住之後

讀……讀完返嚟就佢就……其實……其實佢本身都係特奧嘅義工嚟嘅，但係幾欣賞佢嘅就係，可以自

己一個姐係去環遊世界囉，用四年時間去，去環遊世界。 

 

訪問者：（4：03～4：04） 

你都會想咁做呀？ 

 

受訪者 B：（4：05～4：06） 

可能會啦，有機會嘅話。 

 

訪問者：（4：07～4：10） 

其實，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你覺得澳門呢方面會有啲咩不足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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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4：11～5：08） 

其實佢，佢好少就會做生涯規劃囉，即係學校，學校方面。我覺得比較少囉，依家現時嘅話。因為，

因為呢……點講……因為普遍我見我身邊啲朋友呢佢地都係為咗讀書而讀書，姐係佢嗰啲屋企人就捧

佢去讀書，跟住佢地就為咗讀書而讀書，所以就冇點，姐係諗過佢地將來會係點囉。同埋，我希望啦

都會定……啲學……姐係啲中學會意識到原來生涯規劃係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冇生涯規劃，你就唔會

入大學啦，唔會入大學你點去做野呢。係呀。所以我，我覺得生涯規劃哩樣野真係好重要。 

 

訪問者：（5：09～5：12） 

咁你覺得澳門可以點樣改善呀？姐係可能推出乜野政策、幫助？定係純粹推廣多啲？ 

 

受訪者 B：（5：13～6：04） 

姐係唔係政策囉，係呀，推廣多啲生涯規劃哩啲野。係呀。因為生涯規劃喺美國嘅話其實真係喺高中

開始就一路咁樣，一步一步咁樣，令到你知道你以後會想做咩囉。佢地唔係話即係好似，即係講衰

啲，呢到啲教育就係「填鴨式教育」，跟住之後佢唔會比任何生涯規劃比你，佢係……姐係如果你入

到大學嘅話就，喺大學到自己慢慢做自己嘅生涯規劃。跟住之後喺美國嘅話就早好多囉，真係高一開

始一路到高四，就慢慢咁樣喺高中到揾到自己嘅生涯。咁樣就…… 

 

訪問者：（6：05～6：27） 

另外呢，你覺得呢，澳門會唔會冇比足夠嘅幫助比有需要嘅人？ 

 

受訪者 B：（6：28～6：49） 

其實都，又唔可以話唔足夠。姐係冇點努力去推廣囉只可以咁講。因為我普遍見到依家嘅政策都係圍

繞住咩保險牙咩……佢都冇點幫，真係落區幫助我地呢班人。 

 

訪問者：（6：50～6：52） 

咁姐係純粹物質上？ 

 

受訪者 B：（6：53～7：48） 

係囉，物質上囉只可以見到。係呀，我隻眼見到嘅就係物質上，你冇任何即係落區，真係去推廣。你

冇推廣，啲人咁做言咁重要嘅野囉。因為我，同埋我見到姐係我用美國同澳門呢兩攤地，姐係洛杉磯

同埋澳門作比較啦。就洛杉磯嗰邊呢，普遍都係，都係唔會點推廣啦，但係佢地有，佢地有自己獨特

嘅一……一個方法啦，就令到所有嘅人可以融入社會啦，就唔會姐係亂咁嚟啦。喺澳門嘅話就唔同

啦，就佢地有政策但係冇實質嘅落區去幫忙，我宜家睇到嘅就係咁多囉。 

訪談逐字稿（Case 2—B）（Part.4）（00167） 

 

訪問者：（0：00～0：06） 

你之前係去咗高中喺美國，跟住然後你啱啱返嚟㗎？ 

 

受訪者 B：（0：0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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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七年八月返嚟。 

 

訪問者：（0：12～0：13） 

就讀高中咁樣？ 

 

受訪者 B：（0：14～0：15） 

係啦。 

 

訪問者：（0：16～0：17） 

咁嚟兩年係點樣㗎？點樣 prepare 大學？ 

 

受訪者 B：（0：18～0：41） 

我其實舊年九月開始。哦，prepare 大學，其實我遲咗一年呀比……姐係比我宜家呢個歲數係遲一

年。不過，我覺得遲有遲好嘅，就會姐係慢慢咁樣去知道大學係一個點樣嘅野囉。 

 

訪問者：（0：42～0：44） 

但點樣銜接返？嗰邊係 SAT 呀嘛…… 

 

訪問者：（0：45～0：46） 

咁嗰兩年係咩嚟㗎？ 

 

受訪者 B：（0：47～1：28） 

其實有一年嘅空窗期。因為過一年嘅話就比較少朋友啦，少啦，比較……比較，即嗰啲朋友比較少

啦，跟住之後同埋冇乜……冇乜揾到一個人願意同我傾偈啦，係得特奧呢邊啦，或者其他服務機構

啦。姐係我覺得真係特奧會，姐係會幫助我好多關於生涯規劃囉，佢就慢慢咁樣幫你囉。係呀。      

完（Case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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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3------C 

訪談逐字稿（Case 3—C）（Part.1）（00195） 

訪問者：（0：00～0：03） 

咁我哋而家開始啦，首先就想你自我介紹下先 

 

受訪者 C：（0：04-～：06） 

好呀，大家好我叫 C，今年 20 歲 

 

訪問者：（0：06～0：11） 

咁大家叫你叫咩名啊 

 

受訪者 C：（0：11～0：12） 

阿偉 

 

訪問者：（0：13～0：16） 

你依家讀緊大學？中學？定係出緊去做嘢？ 

 

受訪者 C：（0：17～0：18） 

中學 

 

訪問者：（0：19～0：20） 

咁你依家響邊度讀中學 

 

受訪者 C：（0：20～0：23） 

中葡，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訪問者：（0：23～0：28） 

咁你讀書嗰陣時，即係......係啦，進度點啊 

 

受訪者 C：（0：28～0：30） 

進度麻麻哋 

 

訪問者：（0：31～0：36） 

咁你有啲咩困難嘅嘢呀，姐下有冇啲困難嘅地方，或者...... 

 

受訪者 C：（0：36～0：40） 

最難係數學，同埋科學，同埋英文 

 

訪問者：（0：4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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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同學之間嘅相處點啊 

 

受訪者 C：（0：44～0：46） 

......相處幾好 

 

訪問者：（0：48～0：54） 

咁你覺得學校有冇啲咩要改善嘅地方啊，即係例如環境啊，措施方面嗰啲 

 

受訪者 C：（0：55～1：00） 

環境可以，措施麻麻哋，我覺得 

 

訪問者：（1：08～1：11） 

你知唔知呢融合生嘅教育係點㗎 

 

受訪者 C：（1：12～1：15） 

融合生咪其實我都唔知喎 

 

訪問者：（1：35～1：44） 

咁呢，你覺得上堂嘅環境係點樣啊，即係有冇配合到你嘅需要啊，即係有冇幫到你 

 

受訪者 C：（1：44） 

有啊 

 

訪問者：（1：45～1：50） 

即係譬如話老師嗰啲會唔會特別關注你啊，例如點樣幫啊 

 

受訪者 C：（1：51～2：18） 

會，老師會幫到我囉，係呀，我功課唔識佢教我點樣做，點樣做......做學校嗰啲咁啦 

 

訪問者：（2：19～2：22） 

你學校嗰度有冇社工㗎 

 

受訪者 C：（2：26～2：42） 

有 學校有嗰啲心理社工嗰啲，如果情緒唔穩定，有埋嗰啲社工 

 

訪問者：（2：43～2：50） 

咁你呢希望學校出啲措施去改善你呢個學習經驗 

 

受訪者 C：（2：51～3：00） 

學校......學校...學校...諗唔到 

 

訪問者：（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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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唔緊要，咁你依家係讀緊高幾啊 

 

受訪者 C：（3：03～3：04） 

高三，今年畢業 

 

訪問者：（3：05～3：08） 

你自己有冇啲咩興趣 

 

受訪者 C：（3：07～3：12） 

興趣呀？運動啦 

 

訪問者：（3：13～3：23） 

唔係，即係關你呢個障礙事嘅，即係你會唔會以呢一個興趣為你第時嘅升學目標啊 

 

受訪者 C：（3：24～3：30） 

升學，或者想學英文 

 

訪問者：（3:：31～3：33） 

即係你仲會唔會讀大學啊 

 

受訪者 C：（3：34～3：35） 

會 

 

訪問者：（3：36～3：37） 

咁你想去邊度讀啊 

 

受訪者 C：（3：38～3：40） 

澳門 

 

訪問者：（3：41～3：42） 

即係想響澳門讀英文 

 

受訪者 C：（3：44～3：47） 

係，我響澳門讀英文 

 

訪問者：（3：50～4：00） 

咁用啲咩途徑入去啊，考入去定係？即係你諗住點樣入去啊 

 

受訪者 C：（4：01～4：02） 

考啦 

 

訪問者：（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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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校聯考？咁你係 

 

受訪者 C：（4：06～4：13） 

諗唔到 

 

訪問者：（4：31～4：24） 

咁你而家......即係你已經諗好你去邊度讀大學㗎啦 

 

受訪者 C：（4：25～4：26） 

諗到啊 

 

 訪問者：（4：29～4：31） 

你係咪已經決定咗 

 

受訪者 C：（4：32～4：33） 

係呀 

 

訪問者：（4：34～4：38） 

咁你係用咩方式入呢間大學㗎 

 

受訪者 C：（4：39～4：54） 

咩冇咩個朋友啊，我呢個朋友就讀緊大學，咁我就叫佢幫我幫我入以下 

 

 訪問者：（4：54～4：57） 

依家係已經準備入去 

 

受訪者 C：（4：58～4：59） 

係呀 

 

訪問者：（5：00～5：02） 

即係入去澳大讀英文嘅 

 

受訪者 C：（5：05～5：15） 

係......唔係，唔係澳大嗰個，聖若瑟大學，我去聖若瑟讀大學 

 

 訪問者：（5：16～5：18） 

呢個係你自己決定啊，定係？ 

 

受訪者 C：（5：19～5：25） 

我屋企人已經揀定好 

 

訪問者：（5：2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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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係你自己諗到？ 

 

受訪者 C：（5：29～5：38） 

係呀，我當初已經去諗好咗 

 

訪問者：（5：39～5：41） 

學校個社工有冇提供協助？ 

 

受訪者 C：（5：42～5：55） 

有啊，協助我囉，同埋問我點解讀呀咁囉 

 

訪問者：（5：56～6：01） 

即係你覺得學校呢個......對你呢個升學嘅......俾你嘅資訊係夠唔夠？ 

 

受訪者 C：（6：02～6：22） 

唔夠，我哋學校之前唔知咩幫助我，通常我見到隔離班咪學校溫下習個啲 

 

訪問者：（6：24～6：27） 

你對自己尼緊嘅呢一年有咩打算啊？ 

 

受訪者 C：（6：28～6：32） 

自己讀多啲書 

 

訪問者：（6：35～6：38） 

你有冇諗過畢業後要做啲咩啊？ 

 

受訪者 C：（6：39～6：48） 

諗住讀大學囉，讀多啲英文囉 

 

訪問者：（6：49～6：50） 

咁你大學畢業之後呢？ 

 

受訪者 C：（6：51～6：52） 

大學畢業之後呀，之後，之後咪出嚟做嘢囉 

 

訪問者：（6：53～6：54） 

做咩啊？ 

 

受訪者 C：（6：55～6：56） 

唔知喎 

 

訪問者：（7：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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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嗰啲社工啊，老師啊，有冇俾啲方向你呀 

 

受訪者 C：（7：05～7：12） 

佢哋同我商量...商量囉，後尾自己都唔知啦 

 

訪問者：（7：13～7：18） 

咁你會唔會擔心第時大學出嚟會冇咩競爭力㗎？ 

 

受訪者 C：（7：19～7：21） 

唔知喎呢樣真係 

 

訪問者：（7：25～7：28） 

父母係咪一直都好支持你㗎？ 

 

受訪者 C：（7：30～7：33） 

父母會一直支持我囉 

 

訪問者：（7：35～7：45） 

你係咩時候先意識到自己要諗呢個......即係生涯規劃，即係幾時先會諗你要升大學呀，咩時候先開始

諗呀？ 

 

受訪者 C：（7：46～7：47） 

依家囉 

 

訪問者：（7：48～7：49） 

即係近排？ 

 

受訪者 C：（7：49～7：50） 

係呀，係呀 

 

訪問者：（7：51～7：53） 

咁係邊一個搞到你會諗到呢一樣野？ 

 

受訪者 C：（7：54～8：00） 

家長啊，老師囉 

 

訪問者：（8：07～8：13） 

你有冇啲勉勵嘅說話想同同輩分享架？ 

 

受訪者 C：（8：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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冇喎 

 

訪問者：（8：18～8：20） 

你可以講下加油嗰啲 

 

受訪者 C：（8：22～8：26） 

有啊，唔好擔憂咁多事 

（我差唔多考試） 

 

訪問者：（8：35～8：42） 

咁我哋補一兩句啦，即係喺學校嗰陣時同朋友相處得好融洽㗎？ 

 

受訪者 C：（8：43～8：44） 

係呀，好融洽 

 

訪問者：（8：45～8:：46） 

有好多人都支持你嘅？ 

 

受訪者 C：（8：52～9：06） 

係呀，好多老師同我講，你要讀咩大學先好呀，我朋友已經讀緊大學咁啦 

 

訪問者：（9：07～9：09） 

有冇朋友同你有類似嘅經歷啊？ 

 

受訪者 C：（9:：11～9：12） 

有啊 

 

訪問者：（9：13～9：14） 

可唔可以分享下？ 

 

受訪者 C：（9：19～9：55） 

......之前佢去美國讀書，咁就已經返咗嚟澳門讀，(係咪 B？)係呀，B算囉，咁佢返到嚟澳門讀書

囉，之後去咗聖若瑟大學，有一次我響條街見到佢，問我讀唔讀大學，之後我咪......咪返去同我屋

企人講，後尾咪屋企人話叫我去讀囉 

 

訪問者：（9：55～9：56） 

即係佢支持你去讀嘅？ 

 

受訪者 C：（9：56～9:：57） 

係呀 

 

訪問者：（9：5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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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佢令到你諗到去讀大學？啓發到你？ 

 

受訪者 C：（10：02～10：03） 

係呀 

 

訪問者：（10：05～10：06） 

咁你會唔會.....因為就係咁，所以想跟隨佢嘅腳步？ 

 

受訪者 C：（10：07～10：12） 

佢話會睇住我 

 

訪問者：（10:：15～10：21）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訪問到呢度     

 

完（Case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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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共鑽研，創明天」訪談同意書 

「共鑽研，創明天」訪談同意書 

  

致特奧 Buddy家長： 

您好！我們是第九屆「共鑽研，創明天」比賽的研究組別，我們的研究題目是「學習障

礙青少年生涯規劃之研究」，是次研究希望能邀請 貴子弟進行訪談，以作研究之用。是次訪

談會涉及影片拍攝，而影片將會於「共鑽研，創明天」之網頁上公開，故在此咨家長是否同

意 貴子弟在影片中出鏡。 

 

請填寫： 

本人 同意/不同意 (請圈出回答) 子弟於影片中出鏡。 

 

家長簽名：___________ 

日期： 20      年___月___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