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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兒童訓練指南》(A) 《兒童發展評估表(修訂版)與兒童學習綱領》	

		(繁體/簡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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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繁體/簡體)	(C)

《詞彙學習小天地/詞彙學習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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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和特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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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購買此書需出示「自閉症兒童的評估及訓練」課程證書

涵蓋了零至六歲香港學前兒童小肌肉發展的87個項目， 
評估工具套包括評估員手冊、評估記錄表、評估物料及 
用具共50多項、寫畫剪貼工作紙20多項，為職業治療師 
提供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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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講詳情請參考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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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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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使用者記錄評估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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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張圖咭。

本教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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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套 六 冊 的 活 動 指 引 涵 蓋 大 肌 肉 、 小 肌 肉 、 語 言 、 
自理、認知、社交與情緒共六個範疇，介紹兒童的成長
發展階段，並提供多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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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了三至八歲一般發展兒童在應付環境要求畤，必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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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供註冊職業治療師訂講，訂講詳情請參考本會網頁)

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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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前兒童小肌肉發展評估》(HK－PFMDA)		

		評估員手冊及評估工具套

定價：3,800 港元
書刊編號：H1058
頁數：132 

定價：800 港元
書刊編號：H1072
頁數：60

《感覺訊息處理及自我調節功能檢核表(SPSRC)		

		檢核套》

《自閉症兒童初小體育訓練》

定價：68 港元
會員優惠價：60 港元 
書刊編號：H1082
頁數：180  
附光碟

全套兩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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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循序漸進
的練習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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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50 港元/冊
會員優惠價：90 港元/套 
書刊編號：H1019
頁數：每冊76

定價：900 港元
會員優惠價：810 港元

書刊編號：H1004
一套六冊

附光碟

《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全新版)

協康會出版精選

定價：900 港元
會員優惠價：810 港元

書刊編號：H1060
一套六冊

定價：250 港元/套
會員優惠價：225 港元/套
書刊編號：H1012
兒童學習綱領  頁數：146 
兒童發展評估表 頁數：168

定價：1,600 港元/套
書刊編號：H1076

書刊編號：H1001 
一套六冊附光碟
定價：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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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光碟訂購表格 請先致電查詢書刊存量，然後將表格傳真至2776 1837或電郵至books@heephong.org

或寄回九龍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10樓I-L室協康會總辦事處傳訊部。

書刊編號 書目 定價/優惠價 會員優惠價＊ 訂購數量 合共港幣

H1060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  A $900 $810

H1012 兒童學習綱領(修訂版)與兒童發展評估表(  繁體字版/  簡體字版)  B $250 $225

H1076 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  繁體字版/  簡體字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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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 C $2,450 不適用

H1079 學前兒童訓練指南及兒童發展評估材料套  A + C $2,300 不適用

H1080 兒童學習綱領與兒童發展評估表及材料套  B + C $1,700 不適用

H1001 PEP-3《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第三版- 修訂)工具及材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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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東話版/  普通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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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058 香港學前兒童小肌肉發展評估 ─ 評估員手冊及評估工具套＃ $3,800 不適用

H1066 幼兒單元教學 ─ 教案及活動 $400 $360(首套)

H1072 感覺訊息處理及自我調節功能檢核表(SPSRC)檢核套 ─ 使用手冊、檢核表及計分光碟＃ $8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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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60

總計 件 HK$＊ 會員優惠價適用於協康會學童家長、同心家長會、兒童健樂會會員及每月捐款者。
     會員只可以優惠價購買同一書目的一本書刊。
＃ 訂購方法，請參閱本會網頁。

個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聯絡電話： 電郵：

 機構名稱：  收據抬頭：

 地  址：

付款方式  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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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年年 

 持卡人姓名： 總金額：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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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填寫)

 收件地址：

中心取書  請從第51頁選擇取書地點(編號12、15-17除外)，付款確認後，本會將寄回正式收據作取書憑證。 請自備購物袋。

查	 	 詢 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eephong.org)、致電2776 3111或電郵books@heeph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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