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耀能好書 特惠雙週 2018 (5/3-16/3) 

書刊推介 

教育自閉症兒童 

C022 我的社交故事書（中譯本） 

從自閉症兒童的角度描寫日常

生活事項。共輯錄一百五十多個

故事，配以線條簡潔的插畫，圖

文互補，適合家長和前線人員與

自閉症兒童一起閱讀。 

優惠價 $49 

C038(B)「聯情繫意-發展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

- 心智解讀教材套  第二版 

廣泛應用於兒童訓練上，並深

受家長及訓練員愛戴，已推出

第二版，是一套自閉症兒童的

社交及溝通訓練的必備工具。  

優惠價 $340 

C050 視覺教具教材套 

    （2010 年第二版） 

教材套包括： 

 《視覺教具訓練指南》（第二版） 

 微型實物模型 

 日程表及程序圖照片 

 彩色詞彙圖畫卡 

 彩色詞彙圖畫卡光碟 

 文字卡 

 溝通冊及彩色內頁 

 視覺用具底板 

 
 
 
 
 
優惠價 $1,400 

C029(f)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 幅 2R 尺寸) 

C029(g)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 幅迷你尺寸) 

收錄了 500 幅彩色詞彙圖

畫卡，是運用「月曆」、「選

擇板」、「溝通冊」、「規則提

示」或「情緒處理提示」等

視覺用具時所需的圖畫。 

2R 尺寸 優惠價$100； 迷你尺寸 優惠價$50 

C029(i) 文字卡 

4 款文字卡分別是月曆、規則

提示、日程表及情緒處理提

示卡。共有 3 種尺寸，可配

合「月曆」使用，最大的是「規則提示」，以供在

課堂張貼。  優惠價 $30 

C029(h) 彩色詞彙圖畫卡光碟 

將 500 幅彩色詞彙圖畫分門別

類，收錄於光碟內，讓訓練者

可以因應兒童的個別需要，輕

鬆方便地修改圖畫的尺寸或文

字描述。 

優惠價 $150 

C044 聯情繫意－發展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互動時光」訓練手冊 

介紹社交訓練的理念、原則和推行方法，通過案例，幫助讀者了解如何促進和擴展互

動的層次。 

 

 

優惠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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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閉症兒童 

C049「從轉銜、適應到融合 ── 幫助自閉症學

童融入普通小學」家長篇 

列舉孩子有可能面對的困難、分

析原因及建議方法，協助家長幫

助孩子開心地迎接小學階段，本

書適合學前及初小自閉症學童。   

 

優惠價 $32 

C059 從轉銜、適應到融合 ── 幫助自閉症學

童融入普通小學（第二版） 

結集學校實例，分析學童在課堂學

習、情緒管理、朋輩相處等時常遇

到困難的原因和列出可嘗試的調適

方法，幫助自閉症學童融入小學生

活。 

優惠價 $40 

C054 「聯情繫意 – 發展自閉症幼兒的社交能

力」- 家長錦囊（第二版） 

介紹自閉症的本質及「聯情繫意」

介入策劃的模式及步驟，使家長更

容易將訓練策略融入生活中。  

優惠價 $60 

C061 自閉症兼有嚴重學習困難 

自閉症學者 Rita Jordan 博士為如何

有效地訓練和照顧兼有自閉症和嚴

重學習困難的人士提供了實用的指

引，並分享了她對自閉症的深入分

析及處理問題的策略。    

優惠價 $120 

C065  聯情繫意: 發展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的社

交能力 (第二版) 

集合近年文獻、研究的數據、以及自閉症譜障礙

的定義，重新修訂推出第二版，供教育及治療人

員參考之用，本書包括四冊： 

第一冊＜理念基礎＞ 

第二冊＜行為量表使用手冊＞及＜自閉症譜系障 

       礙幼兒社交及溝通行為量表＞ 

第三冊＜介入計劃＞ 

第四冊＜與家長同行＞       

 

 

 

 

 

  

 

 

 

優惠價 $500 

C065(a) 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社交及溝通 

        行為量表  (簡短版)   優惠價 $40 

C065(b) 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社交及溝通 

        行為量表  (標準版)   優惠價 $65 

評估自閉症譜系障礙

幼兒的發展階段，包括

基礎互動能力、相向溝

通、情感交流、關係建

立、特殊行為等。適合

對幼兒發展及自閉症譜系障礙有基本認識的教育

及治療人員參考之用。  【每包 10 份】 

C076 童砌積木學社交 

樂高積木是在學前教學環境中常

見的玩具，本會在過往數年研究

「LEGO 積木治療」，並且發展出

適合學前幼兒的訓練模式。本書

集結了「LEGO 積木治療」的發

展，學前單位的經驗分享，以及

詳細解釋「LEGO 積木治療」運用於自閉症幼兒

的技巧，作為家長及同工參考之用。 

優惠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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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閉症兒童 

C082 社交故事‧增益 50 

本書針對著自閉症兒童的特質及

需要，按著「人際關係」、「日常

生活」、「外出」和「校園生活」

四個主題，通過故事為本的介入策

略  (story-based intervention 

approach)，幫助他們掌握社交情境

的重點和當中人物的想法、觀點和感受，從而讓

他們能愉快地成長。本書適合自閉症學童的家長

及提供支援的工作人員參考。    優惠價 $80 

C084 閉門煲 JOKE 

《閉門煲 JOKE》為三本漫畫

集。三本漫畫集旨在結集自閉症

朋友生活中的幽默逸事，以輕鬆

漫畫反映出他們的想法及行為

特徵。漫畫集的主題各有不同：

第一集講述自閉症幼童的生活

逸事；第二集以自閉症中、小學生的校園生活為

題材；第三集則描述成長後在大專、職場及戀愛

上的不同遭遇。貫穿三集漫畫，協會希望以輕鬆

的手法讓大眾對自閉症朋友有多一點了解，從而

消除不必要的偏見，並以嶄新的角度認識我們的

自閉症朋友。   

優惠價 $100 

執行功能系列 

C062(B) EASE - 提升 ADHD 學童專注力教材套 

(第二版) 

此教材套富趣味性、系統化及

具理論基礎，並配合色彩豐富

的硬盒包裝，方便存放及引發

學童使用的興趣，能讓教師或

家長與兒童一起進行有系統

的訓練。 

優惠價 $280 

C077 給 ADHD 孩子自我導航的書  

本書透過故事，帶出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執行功能困難，並配合深

入淺出、具理論基礎的實用建

議，為兒童提供一本自我導航策

略的自助功能書。本書亦為導師

及家長介紹執行功能，以及相關

的訓練策略，期望讓導師、家長及學童一起得益。     

優惠價 $100 

C078 童‧行‧有理 - 提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學前兒童執行技巧 

本書簡介何謂執行功能、學前兒童執行功能的需要、以及促進執行功能的方法。

當中提供訓練策略和多個訓練活動作參考，務求能針對有相關困難孩子的不同需

要。  

 

優惠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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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發展障礙兒童 

C045(A)《100個打開智能寶藏的親子遊戲》 

本書分別就自我、物件、形狀、

顏色、空間、對比及數學概念

七大分類，合共設計了100個親

子遊戲，全書理論與實踐並

重，易於閱讀。 

優惠價 $100 

C047(A) 《13「吉祥」！》  

此書從13個家長常有語言溝通

發展的誤解出發，就各個誤解

作出闡述和深入淺出的解釋，

並加上言語治療師給予家長們

既專業又實用的意見。   

優惠價 $70 

C060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 

      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 1  

此教材套設計了六個學

習單元，以教授幼兒對中

文字的形音義對應關

係，藉此提升其語音意

識、構詞能力和視覺辨別

等能力。教材套包含1本實戰手冊、1隻DVD光

碟、6本單本練習冊、6本故事圖冊及12張兒歌海

報，1片練習用的膠片墊及1支白板筆。      

優惠價 $160 

C067「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 

     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 2 

已推出第二版。融入了

有助於語文發展的認

知能力訓練，包括語音

意識及構字能力等，好

讓幼兒可以學懂新的

字彙和句式，更能掌握學習語文的技巧。主要為

學習能力達K1至K3的幼兒而設，亦適合一些年紀

較大但語文學習能力與幼兒相近的小學生。  

優惠價 $250 

教導及輔助自閉症成人 

C051《自閉症成年人生活適應教材套》 

此教材套不但針對低功能自閉症人士的獨特需要，更切合成年人實際年齡和需要以提升生活質素為

目標，當中的訓練活動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用性為準則發展，涵蓋社交溝通、個人生活技能、社區

生活及休閒娛樂四個範疇。 

 

第一冊《理念基礎》  

闡述自閉症成年人的特性和需要，介

紹常用的自閉症評估工具和介入策

略，並說明發展自閉症成年人訓練課

程的具體步驟。 

資料光碟 

提供了教材套中部分實用資料的電

子版本，例如量表、訓練目標、表

格、工作紙、視覺教具圖，供康復

服務人員在實際訓練時使用。 

 

第二冊 《介入策略與具體應用》  

詳細介紹生活適應技能訓練的三大主

要訓練元素(感覺調節、正向行為訓練

和適應技能訓練)，內容涵蓋基本理論介紹及活動

設計等，附有實戰經驗、個案和活動範例以作參

考。 

 

 

全套優惠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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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教育 

C033  Conduct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erebral Palsy : Enquiry into 
Theory and Practice by Mrs. Anita Tatlow 
 
This book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Conductive 
Education, and seeks, in a way not so 
far attempted, to relate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with experience of the 
condition and with the actualities of 
educational-therapeutic practice.  
優惠價 $140 

C053「引導式教育在腦癱兒童及青少年之應用 – 

理論與實踐」 

 
本書全面闡述引導式教育的理

論基礎、應用方法、實踐方式

等，旨在提醒讀者融合理論和

實踐的重要性。本書中也有超

過 100 張照片、大量插圖、詳

細的詞彙表等，讓讀者更享受

閱讀這本書。 

優惠價 $80 

C056  《蘇西‧馬勒特的引導式扶育與生活方式》

蘇西‧馬勒特著 劉廣玢譯 

本書英文原版乃蘇西‧馬勒特

女士寫作系列的第一部，於

2010年第七屆「世界引導式教

育會議」上首度發表，是一本

以敘事小品闡釋引導式扶育

及生活方式的作品。 

 

優惠價 $20 

C086  【當 CE 遇上 ICF：全方位個案管理之腦

麻痺兒童篇】 

本書旨在引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提倡的「國際功

能、殘疾和健康分類」框架 

(ICF)，有系統地表述如何透過

全方位之個案管理，針對性地

應用引導式教育 (CE)於不同

類型之腦麻痺兒童，為他們提

供配合身心需要、學校、及家

居生活的「全人」處理方案。 

本書內容豐富詳盡，輔以大量的圖表及照片，清

晰地闡明施行的計劃及方法，是適合專業及前線

同工的實用資料。希望藉着此資料冊，能夠為前

線康復及特殊教育人員和有興趣人士，加添一份

寶貴並實用的參考材料。 

優惠價 $70 

其他 

C034 大腦痲痺成年患者 

     －下肢矯形器具之選擇及配戴方法  

本書精簡地向讀者列出了常用下肢矯形器的基

本設計、主要功能、配戴、使

用方法和注意事項，有助患

者、提供服務和其他照顧患者

的人士了解和有效地應用有關

的矯形器，以達至最佳的成效。    

優惠價 $35 

C057(A)「愛想回家 ~ 正面親職教育」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家長錦囊  

「正面親職」能有效協助家長

處理孩子行為及建立正向管教

方法。此書理論與實踐並重，

介紹「正面親職」的基本概念

及運用技巧，並具體分享了「正

面親職」應用於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個案。  

優惠價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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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C063 「牽手同行‧敘事言愛」  

      敘事治療於特殊需要兒童家長的應用 

本書介紹敘事治療的基本理

念及介入技巧，更具體分享了

敘事治療於特殊需要兒童家

長之應用。書內亦刊載了家長

之生命故事，也分享了同工個

人反思，更探討敘事治療應用

的成效，為敘事治療治應用於

家長工作上提供參照。 

優惠價 $50 

C043 危機處理手冊  

 

本手冊共有六個章節，包括介

紹有關危機處理的基本理念；

闡述危機處理的架構、程序、

模式與技巧。附件部份則提供

所需的表格、通告範本、執行

指引及紀錄等。   

優惠價 $60 

 

如欲郵購書刊/教材套，請填妥訂購表格及郵寄地址，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

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或以前寄回（以郵戳為準）：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17 樓香港耀能協會總辦

事處行政部，訂購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http://www.sahk1963.org.hk 

所有郵購書刊將以平郵方式寄出，如欲以掛號形式派遞或大量訂購，請先致電 2527 8978 查詢郵費。

閣下亦可親臨本會轄下 4 個銷售點購買，地址如下： 

（一）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總辦事處行政部＜午膳時間:下午 1 時至 2 時＞  

查詢電話: 2527-8978 (鰂魚涌港鐵站「C」出口右側-香港青年協會大廈入) 

（二）  9-17 號 地下「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樂富)」＜午膳時間:下午 12 時30分至 1 時30分＞； 

查詢電話: 2336-6491 (星期三休息) 

（三） 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5-13號穗輝工廠大廈16樓1655室「賽馬會復康座椅服務中心」＜午膳時間 : 中午 12 時至 1 時＞; 

查詢電話:2145-4968 

（四） 202室「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 

查詢電話：2492-4200   (星期三休息) 

詳情請參閱訂購表格內的資料或本會網頁；如有其他需要可直接致電 2527 8978 與本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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