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刊編號：H1060 一套六冊
定價：HK$900
會員優惠價：HK$810
全套六冊的活動指引涵蓋大肌肉、
小肌肉、語言、自理、認知、社交及
情緒共六個範疇，介紹兒童的成長
發展階段，提供多達3,300項不同
程度的訓練活動建議。可配合本會
《兒童發展評估表》與《兒童學習
綱領》為兒童作詳盡評估。

書刊編號：H1012
頁數： 168(兒童發展評估表)
 146(兒童學習綱領)
定價： HK$250/套
會員優惠價：HK$225/套
本教材根據初生至六歲幼兒的成
長階段而編寫，老師按發展評估表
為兒童完成評估後，可參考《兒童
學習網領》的訓練目標，為兒童制
訂適切的教育計劃。

書刊編號：H1076
定價：HK$1,600/套 附光碟
本材料套的光碟是串連《兒童發
展評估表》(修訂版)及《兒童學習
綱領》的電子化系統，幫助使用
者紀錄評估結果，選取建議訓練
目標和編訂教育計劃。材料套內
備有「評估工具目錄表」及19 8 
張圖咭。

專 業 支 援 及 教 材 套 裝

自 閉 症 兒 童 發 展 叢 書

書籍及光碟訂購表格

協康會致力服務在學習和發展上有障礙的兒童、青年及其家庭，憑著龐大的專業服務隊伍，及累積多
年在教育和復康服務的經驗，編寫及出版一系列專業評估及教材套裝、兒童成長發展叢書及電子書，
幫助家長、老師及業內人士掌握有發展障礙兒童和青少年的特性、訓練技巧和竅門；近年更積極發展
應用程式及遊戲，增強訓練的趣味和互動性。 

歡迎到本會網頁www.heephong.org/publications瀏覽書目、免費下載試閱本及訂閱。

協康會出版 2018年6月版

PEP-3 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 (第三版－修訂) 工具書及材料套

優惠：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 兒童發展評估表
(修訂版)與
兒童學習綱領
(繁體/簡體)

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
(繁體/簡體)

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全新版)

知情解意：SCERTS綜合教育模式
應用手冊

書刊編號：H1001 定價：HK$3,000
頁數： 128（測試員手冊）、75（測試用書）
 53（使用冊），附光碟
本會獲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 Division TEACCH 
授權出版 PEP-3 中文版，內容上因應華人社區文化
和特性作調節。本修訂版收錄了香港自閉症兒童和
一般兒童的常模數據，供分析自閉症兒童的行為和
發展之用。可配合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使用。 書刊編號：H1004

一套六冊 附光碟
定價：HK$900
會員優惠價：HK$810
全 套 六 冊 的 訓 練 指 南 由 本 會 專 業 團 隊 融 合
TEACCH（結構化教學法）和多年經驗編寫而成，可
與TEACCH評估工具（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
配套使用。指南提供200多項訓練目標和1,000多
項訓練活動。可配合 PEP-3 套材使用。

書刊編號：H1087
頁數：128 附光碟
定價：HK$150
會員優惠價：HK$130
結集協康會實踐經驗，詳細解
釋 社 交 溝 通、情 緒 調 節 及 協
作支援的理念，並透過三個個
案，示範實踐步驟，讓讀者能

A

+ + = HK$2,450A B C + = HK$2,300A C + = HK$1,700B C

B C

電 子 書

點亮希望 開展色彩人生 跨越逆境之旅
定價：US$5.99
全港首本以正向心理學的「希望思維」編寫的書籍，套用13個家
庭的真實經歷，鼓勵家長以「希望思維」面對困難。教材內所有故
事皆有導讀部分，幫助讀者掌握希望思維的方法。

定價：US$5.99
透過悉心設計的遊戲和活動，訓練自閉症兒童表達內心情緒，加
強他們的溝通及社交能力，培養兒童的責任感、自主及自我控制
能力，讓他們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挫折。

於首尚文化網頁 store.handheldculture.com 輸入關鍵字「協康會亅查閱及購買

請先致電查詢書刊存量，然後將表格傳真 2776 1837 或 
寄回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K室協康會總辦事處企業發展及傳訊部。

書刊編號 書目 定價/優惠價 會員優惠價* 訂購數量 合共港幣
H1001 PEP-3《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第三版-修訂)工具書及材料套 $3,000 不適用
H1004 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全新版) $900 $810
H1011 樂在地板時間－社交互動訓練指南(連光碟)(o廣東話/o普通話) $120 $100
H1016 提升幼兒自理能力手冊 $48 $40
H1017 小手指學堂－兒童小肌肉訓練134課 $48 $40
H1019 詞彙學習小天地／詞彙學習新領域 套裝 $90 不適用
H1020 詞彙學習小天地 $50 不適用

H1021 詞彙學習新領域 $50 不適用

H1022 小嘴巴學堂－兒童口肌訓練親子活動 $58 $52
H1023 幼兒語言理解訓練 (套裝) $98 $90
H1031 開心學習系列－聲音辨識遊戲光碟 $20 不適用
H1057 兒童行為解碼 $48 $40
H1066 幼兒單元教學－教案及活動 $400 $360
H1081 躍動成長路－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AD/HD)家長錦囊 $58 $50
H1082 自閉症兒童初小體育訓練 $68 $60
H1087 知情解意：SCERTS 綜合教育模式應用手冊 $150 $130
H1088 大腳板運動場－0至3歲嬰幼兒親子感知體能活動 $68 $60
H1090 「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 家長手冊 $80 不適用
H1091 童聲童戲－啟發語言發展的錦囊 $68 $60
H1092 續•部•提•昇－提升自閉症幼兒溝通能力應用手冊 $60 $54
H1093 《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認識感覺訊息處理困難及相關的 支援策略》 $88 $80
H1060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 $900 $810
H1012 兒童發展評估表(修訂版)與兒童學習綱領(o繁體/o簡體) $250 $225
H1076 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o繁體/o簡體) $1,600 不適用
H1078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兒童學習綱領與兒童發展評估表及材料套 $2,450 不適用
H1079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及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 $2,300 不適用
H1080 兒童學習綱領與兒童發展評估表及材料套 $1,700 不適用

總計 件 HK$

* 會員優惠價適用於協康會學童家長、同心家長會、兒童健樂會會員及「童途有您」每月捐款者。會員只可以優惠價購買同一書目的一本書刊。

m 協康會綜合服務大樓(薄扶林) m 環翠中心(柴灣) m 灣仔中心(灣仔) m 慶華中心(南區) m 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筲箕灣)
m 白田中心(石硤尾) m 長沙灣中心(深水埗) m 富昌中心(深水埗) m 海富中心(旺角) m 長青中心(青衣)
m 良景中心(屯門) m 水邊圍中心(元朗) m 大窩口中心(荃灣) m 東涌中心(大嶼山) m 順利中心(觀塘)
m 王石崇傑紀念中心(觀塘) m 裕明中心(將軍澳) m 郭葉鍊洪中心(沙田) m 陳宗漢紀念中心(將軍澳) m 秦石中心(沙田)
m 馬鞍山家長資源中心(馬鞍山) m 譚杜中心(大埔) m 青蔥計劃中心(石硤尾) m 雷瑞德夫人中心(大埔) m 賽馬會中心(上水)
m 天平中心(上水) m 粉嶺家長資源中心(粉嶺) m 青蔥計劃中心(太子) m 宏利兒童資源中心(藍田) m 上海總會油麗中心(油塘)
m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何文田) m 青蔥計劃中心(元朗) m 協康會總辦事處(觀塘) 付款確認後，本會將寄回正式收據作取書憑證。

個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機構名稱 收據抬頭

地址

送遞服務 # 所有訂購物由速遞公司負責送遞並以到付形式收取運費。書籍和收據將於付款確認後14個工作天內寄出。親往中心取書者，不需繳付送遞服務費。 
收件人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查詢  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eephong.org或致電2776 3111，電郵books@heephong.org。

其他  閣下如何得知本會出版書籍及教材？   m 中心   m 本會網頁   m facebook   m 傳媒   m 朋友   m 其他                               m 欲收取本會通訊

付款方式 
m 信用卡       m        m        m 支票 (抬頭請寫協康會) 銀行 支票號碼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持卡人姓名 總金額HK$

先生/女士/小姐

中心取書

月月/年年 持卡人簽署

購買此書需出示
「自閉症兒童的評估

及訓練」課程證書

樂在地板時間－社交互動訓練
指南 (連光碟，廣東話/普通話) 

書刊編號：H1011
頁數：168 附光碟
定價：HK$120 
會員優惠價：HK$100
透 過改 編自閉症 真
實個案，介紹「DIR

地板時間」治療模式，並設計了逾60
個遊戲活動，改善孩子的互動反應及
情感發展，適合家長、治療師和老師
參考使用。

自閉症兒童初小體育訓練
書刊編號：H1082
頁數：180 附光碟
定價：HK$68
會員優惠價： 
HK$60

協助老師及家長了解小一至小三自閉
症學童的體能特性，精選100多個專
業及實用的體育練習，幫助學童掌握
基礎能力、運動以至社交技巧，全面
提升學童參與體育課的能力。

續•部•提•昇－提升自閉症幼兒
溝通能力應用手冊

書刊編號：H1092 
頁數：92
定價：HK$60 
會員優惠價：HK$54
讓家長更有效了解自
閉 症 兒 童 的 溝 通 特

按部就班地為兒童進行評估及編寫教育計劃。附
有教學資源光碟，提供支援自閉症兒童的具體策
略和教材。

徵，亦可參照內容設計親子活動，引
導小朋友明白和學習雙向溝通技巧，
改善社交。

*同窗結伴行－自閉症學童朋輩
支援故事冊 (繁體/簡體)

書刊編號： 
H1043 (繁)
H1044 (簡)
頁數：28
故 事 冊目的 為 加
深 主 流 學 生 對自

閉症學童的了解，促進雙方的友誼，
營造和諧融洽的學習環境。

有 *號者可憑本會「預購講座門券」免費換領，數量有限，派完即止，查詢請電2776 3111。



兒 童 成 長 發 展 叢 書 專 業 評 估

課 程 用 書 及 推 廣 活 動

應 用 程 式 及 遊 戲

大腳板運動場－0至3歲嬰幼兒親子感知體能活動
童聲童戲－啟發語言發展的錦囊書刊編號：H1088 頁數：280

定價：HK$68 會員優惠價：HK$60
舉出超過120項嬰幼兒訓練活動，著重培育孩子感知發展，提升
嬰幼兒七大感官及肌肉協調，更加入建立親子互動關係的元素，
適合知識型新手爸媽閱讀。

書刊編號：H1091
頁數：228
定價：HK$68
會員優惠價：HK$60
按初生至六歲兒童不同的語言及認
知發展階段，設計及編寫75個遊戲
活動。透過遊戲啟發兒童潛能，促
進兒童語言發展外，亦希望家長與
孩子建立親密關係，讓孩子在自然
愉快的環境下，成為溝通能手。

幼兒語言理解訓練（套裝）《趣味記憶訓練》、《聽覺理解挑戰站》
及《故事理解擂台》

詞彙學習小天地 / 詞彙學習新領域

《拆解孩子的感覺密碼—認識感覺訊息處理困難及相關的 
    支援策略》

書刊編號：H1023
頁數： 32(趣味記憶訓練)、28(聽覺理解挑戰站)
 28 (故事理解擂台)
定價：HK$98 會員優惠價：HK$90
能為家長提供一套語言理解訓練方法，分別從記憶力、理解口語
指示、故事理解等方面訓練兒童的語言理解能力，適用於訓練學
前至小一階段的兒童。

書刊編號： H1019(套裝)、H1020(詞彙學習小天地)
 H1021(詞彙學習新領域)
頁數：每冊76　定價：HK$50/冊　優惠價：HK$90/套
幫助三至七歲兒童鞏固詞彙記憶、加強詞彙知識和改善
詞彙尋找能力，以生動有趣的圖像，循序漸進練習，協助
兒童將詞彙有系統地整合及記憶。適合家長和導師使用。

書刊編號： H1093 頁數：192
定價：HK$88 會員優惠價：HK$80
此書向家長及老師闡述有「感覺訊息處理困難」的孩子在生活
上遇到的困難及其成因。本會職業治療師團隊以輕鬆生動的內
容及插圖，提供一些在家中及學校可用的感覺策略、訓練活動及
環境調適方法。

兒童行為解碼

加得小勇士 iPad 及 Android App

開心學習系列－聲音辨識遊戲光碟

「觸」智多謀 iPad 及 Android App

開心學習系列－ 綠野山城之旅網上版

「語你同行」輔助溝通iPad及
Android App

解難智趣囊 iPad App
Guide to Enhancing Children’s 
Self-Care Skills

Raising Your Child: A Parents’ Guide to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寫前遊學園 iPad 及 Android App

知情解意 iPad 及 Android App

「聽說讀寫小奇兵」  IOS 及 Android App

社區樂悠悠 iPad App

書刊編號：H1057
頁數：136
定價：HK$48
會員優惠價：HK$40
介紹自閉症兒童的特徵、常見行為
及情緒問題，並綜合30個發生的真

試用版：免費
iPad 完整版：HK$68
Android 升級版：HK$18
透過60個多元化的遊戲，讓
治療師和家長以有趣和有效

編號：H1031
定價：HK＄20
教導兒童認識不同的聲音，部份
更附有錄影短片介紹，協助兒童
掌握有關聲音的過敏反應或不安
情緒，適合學前或對聲音有過敏
反應的兒童使用。

定價: 免費
內含2 0 個遊 戲，兒童「輕
觸」螢光幕任何一點便帶來
色彩豐富的圖像及聲效，令
有嚴重弱能的兒童，利用他

網上版：HK＄60
為學前至初小階段兒童而設計，通
過12個生動有趣的互動遊戲，教導
兒童認識四季、環保、食物、社區
及行為情緒等生活題材，讓兒童寓
學習於遊戲中。

定價: 免費
幫助自閉症兒童表達所需，
內設常用辭彙圖片、造句功
能、個人化圖片及辭彙庫、
廣東話及普通話真人發聲，
兒童可直接表達所需，與人
溝通。

試用版：免費 (4個遊戲)
定價：US$3 (全部40個
遊戲)
精選40個有趣的模擬遊戲，
涵蓋兒童於生活和學習常

書刊編號：H1048
頁數：83每冊 附光碟
(英語 / 烏都語 / 尼泊爾語)
本書內容分為四部份：幼
兒照顧、語言發展、認知

書刊編號：H1084
頁數：119（每冊）
(英語 / 烏都語 / 尼泊爾語)
為《幼兒自理有妙法》的
外語版，幫助家長輕鬆掌

定價: 免費
為三至六歲學習寫字前所需能力而編寫。以樂園為主題的
720個互動小遊戲，讓幼兒掌握寫字所需的視覺認知及視
覺動作協調等能力，奠下良好的書寫能力基礎。

定價: 免費
以生動有趣的動畫介紹20種不同情緒的表情，並配合日
常生活情境，以小故事形式講解產生這些情緒的原因和調
節情緒方法，對自閉症兒童認識較抽象的情緒概念有莫大
的幫助。

定價: 免費
適合K2至初小兒童使用，透過趣味遊戲鞏固兒童的語文
基礎知識並加強其學習動機，從而提升聽說讀寫能力。

試用版：免費(1個情景)
定價：US$1.99(全部5個情景)
載有五個社區活動(看牙醫、酒樓用膳、乘搭巴士、戲院看電
影、公園遊玩)的社交故事、程序咭及圖咭，設有自訂圖咭功
能，讓教師及家長能隨時隨地為兒童提供社區適應訓練。

實個案，剖析處理這些個案的具體策略，讓家長和
老師可協助兒童改善行為問題。書中的原則及理念
也適用於處理一般兒童。

小嘴巴學堂－兒童口肌訓練
親子 活動

提升幼兒自理能力手冊 躍動成長路－專注力失調/過
度活躍症(AD/HD)家長錦囊

小手指學堂－兒童小肌肉訓練
親子活動冊134課

書刊編號：H1022
頁數：151
定價：HK$58
會員優惠價：HK$52
介紹兒童囗肌訓練的重

要性及訓練活動，適合學前至學齡階
段，口部肌肉發展有障礙，及正處於語
言發展中的兒童使用。全書提供40個簡
單有趣的活動，提升兒童的口肌能力。

書刊編號：H1016
頁數：117
定價：HK$48
會員優惠價：HK$40
幫助家長掌握訓練孩子
自理能力的技巧，包括進

食、如廁、穿衣及梳洗，並為家長提供
適切及實用的訓練建議。

書刊編號：H1081 
頁數：183
定價：HK$58
會員優惠價：HK$50
本書解釋影響AD/HD兒
童的成因，並針對「執行

功能」及其他因素精選近40項訓練活
動，增強兒童學習和自理能力。

書刊編號：H1017
頁數：167
定價：HK$48
會員優惠價：HK$40
活動冊以家居常備的用
具或材料設計成134個
親子活動，讓兒童鍛鍊
手部功能。

童路同心 聽說讀寫百寶箱－ 幼兒語文學
習家長手冊書刊編號：H2021

頁數：160
輯錄逾70篇家長及
青年的心聲分享，
每個故事都展現出

無比的愛、包容、接納和勇氣，盼以自
身經歷勉勵同路人，書末還收錄了有
關香港特殊幼兒服務的有用資料。

的方法來改善六至十歲AD/HD兒童的執行功能，
增強計劃和組織能力，助他們重拾自信和提升學習
效能。

們有限的控制身體能力，操作多姿多采的視聽玩
具，增加主動參與興趣，家長、教師或康復治療人
員可以藉此訓練兒童的肢體活動。

免費試玩：http://game.heephong.org
見的情境，包括生活應變、危急應變、學校適應和
社交互動，有助增強兒童的應變和解難能力。

在Apple ITunes Store 或Google Play Store，搜尋關鍵字「協康會」及相關應用程式名稱，便可下載及安裝程式使用。

輕輕鬆鬆上小一親子手冊

「Think Bright 導思有法—幼兒高階
思維訓練」教師手冊及教材套

書刊編號：H2020
頁數：57
結合本會專業團隊的經驗及知識，編寫了六個章節，就著六
個自閉症學童於學校常遇到的問題(情緒控制、適應新環境、
掌握新規則、自我管理、認識新朋友及理解他人感受)，內容
包括說明問題成因和處理方法，更提供相關多元化的親子活
動，讓家長和孩子一同為適應小學生活作準備。

書刊編號: H2022
教師手冊頁數: 66
「Think Bright 導思有法」課程由本會專業團
隊研發。教師手冊簡單介紹 Think Bright 的理
論和應用技巧，可配合教材套内的圖卡和邏輯
方塊進行訓練，增強四至六歲幼兒的高階思維。

「教得其樂」家長管教技巧課程－家長手冊
書刊編號：H1090
頁數：160　定價：HK$80
共分八小冊，透過20個管教技巧，建議家長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培養孩子的良好行
為、預防及處理問題行為，以及訂定綜合計
劃，使家長更有系統地掌握管教技巧。

購買此書需
出示「教得其樂」
家長管教技巧－ 
導師培訓證書

天生我材－自閉症青年職場初探手記 / 給自閉症人士一個工作
機會 / 自閉症青年職前訓練計劃 - 學習錦囊光碟

介紹自閉症人士的特徵、專長及與他們共事的技巧，
並由本會自閉症青年親述他們的工作經歷和感受，
歡迎僱主免費索取。光碟則提供面試技巧、辦公室禮
儀、工作解難和理財四方面錦囊，幫助自閉症青少年
作好就業準備。
(請致電2777 5588聯絡協康會海富家長資源中心)

聽說讀寫小寶盒 (加強版)－ 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

無限星學堂－校園共融故事冊

書刊編號：H1069
頁數：155 附光碟
剖析幼兒語文學習發
展的階段，收錄了50
個切合生活經驗的語
文活動，幫助幼兒輕
鬆地建立語文。

書刊編號：H1083
頁數：76
本書透過有趣的故事、生動的卡
通圖畫，用一個校園世界，帶領
學童從第三身角度審視同學待

書刊編號：H1089
頁數： 183（教學活動手冊－低班）
 199（教學活動手冊－高班）附光碟
教材套結集專業團隊的臨床經驗和心得，有助提升一
般幼兒的語文能力，更可幫助改善有潛在讀寫障礙幼
兒的語文基礎。全套包含一本教師使用手冊、兩本分
別適用於低班及高班的教學活動手冊及教材光碟。

及社交、大肌肉及自理。詳述兒童由出生至六歲的
發展里程，及相應的家居訓練活動及育兒貼士。

握家居訓練方法，提升幼兒進食、如廁、穿衣及梳洗
自理能力 。

感覺訊息處理及自我調節功能檢核表(SPSRC)檢核套

香港學前兒童小肌肉發展評估 (HK-PFMDA) 工具套與
香港學前兒童小肌肉篩選測試 (HK-PFMST)

書刊編號：H1072
頁數：60   定價：HK$800
涵蓋三至八歲一般發展兒童在應付環境要求時，須具備的感覺訊息處理及自
我調節功能，共130個檢核項目。檢核套包括使用手冊、檢核表及計分光碟，
為職業治療師提供一套高效的感覺訊息處理及自我調節功能的檢核方法。

書刊編號：H1058
頁數： 132(HK-PFMDA評估員手冊)
 68(HK-PFMST評估員手冊)
定價： HK$3,800(HK-PFMDA連工具套) 
 HK$640(HK-PFMST)
涵蓋香港學前兒童的小肌肉發展項目，HK-PFMDA用於評估零至六歲
兒童的小肌肉發展困難作為訂立訓練目標的基線；HK-PFMST則用於識
別兩歲半至六歲兒童在小肌肉發展上的潛在困難及跟進的迫切性。兩
款評估工具套均包括評估員手冊、評估記錄表及寫畫剪貼工作紙，HK-
PFMDA更附有評估物料及用具，為職業治療師提供有效而實用的本地
化及標準化評估工具。

只供註冊職業治療師訂講，詳情請參考本會網頁。

人接物的態度和行為，並介紹各種特殊障礙，為父母和
老師提供方法培養孩子同理心，鼓勵他們對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朋輩多加了解和包容，非常適合作親子讀物。

新書
推介

新
參加此課程

(個別訓練部份)
通過評核後，可獲贈

教材乙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