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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耀能協會-刊物/影音產品選購表格 

自閉症 編號 名稱 每份售價(甲) （港幣） 
每份郵購價 

(港幣/本地平郵)(甲) 

訂購 數量(乙) 
金額 

(甲) x (乙) 

 C001 學習 - 從手部開始 (譯本) $13.00 $17.00   

 C002 基本動作模式 (譯本) $13.00 $17.00   

 C007 協助學前兒童智能發展手冊修訂版 (共17本) $600.00 (壹套) 不設郵購   

 C010 香港痙攣協會之引導式教育體系應用 (共4本)： 

a. 引導式教育理念之闡述(中英文合併本) 

b. 幼兒中心服務發展       c. 學校服務發展        d. 庇護工場／宿舍綜合課程  

$100.00 (壹套) 

$30.00 (每本)  

$118.00 (壹套) 

$35.00 (每本) 

  

 C012 幼兒中心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附送「職業安全及健康資料冊」） $100.00 $118.00   

 C013 輔助腦麻痺兒童系列： 

a. 認識腦麻痺兒童               b. 下肢矯形器具及企架的使用 

c. 預防肌腱攣縮 

$100.00 (壹套) $110.00 (壹套)   

 C015 d.家長手冊：認識引導式教育系統 $30.00 $35.00   

 C017 e.如何協助孩子飲食 $30.00 $35.00   

 C018 f.如何教導孩子轉換姿勢 $30.00 $35.00   

 C014 成人服務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附送「職業安全及健康資料冊」） $100.00 (壹套) $110.00 (壹套)   

 C019(A) 語言溝通訓練指南（再版） $100.00 $110.00   

 C020 互動故事 – 身體弱能兒童的愉快學習(附光碟) $70.00 (壹套) $80.00 (壹套)   

 C021 引導式教育 – 如何幫助嚴重弱能兒童(附光碟) $140.00 (壹套) $158.00 (壹套)   

� C022 我的社交故事書 $70.00 $80.00   

 C023 關在我心 – 黃潤玉詩集 $40.00 $45.00   

 C024 扶抱腦麻痺人士手冊（2004年3月出版）   【另有 DVD 光碟出售，請參看 VC001A】 

$60.00 $65.00   

 C025 晴天雨天彩虹天之家長篇  +  晴天雨天彩虹天之家庭生活篇 $40.00 (壹套) $50.00 (壹套)   

 C026 保護手部知多D(附VCD光碟) $80.00 $90.00   

 C027 特殊兒童之整合學習 – 教學活動資源手冊(4冊) $600.00 (壹套) $650.00 (壹套)   

 C028 史巴士歷險記之朱古力森林 $18.00 $23.00   

� C029(c) 社交故事精選光碟（簡報版） $50.00 家長特價  $30.00 

$55.00 家長特價 $35.00 

  

� C050 視覺教具教材套（第二版） （重量：約 8 公斤） 

$1,800.00(壹套) 家長特價$1,500 

不設郵購   

� C029(f)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幅2R尺寸） $200.00 家長特價$100.00 

不設郵購   

� C029(g)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幅迷你尺寸） $100.00 家長特價$50.00 

不設郵購   

� C029(h) 彩色詞彙圖畫卡光碟 $300.00 家長特價$150.00 

$305.00 家長特價155.00 

  

� C029(i) 文字卡 $50.00 家長特價  $30.00 

不設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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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耀能協會-刊物/影音產品選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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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郵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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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甲) x (乙) 

� C030 聯情繫意-發展自閉症幼兒的社交能力：第一冊＜理念基礎＞      第二冊＜評估＞     第三冊＜介入計劃＞     第四冊＜與家長同行＞ 

$500.00 (壹套) 包裹$550(壹套)   

� C031 自閉症兒童社交及溝通行為量表 每本$10.00 

(十本：$80.00) 

$13.00(每本) 

$98.00(十本) 

  

 C032 體弱及智障人士家居訓練手冊 $60.00 $70.00   

 C033 Conduct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erebral Palsy $280.00 包裹$320.00   

 C034 大腦痲痺成年患者 – 下肢矯形器具之選擇及配戴方法 $50.00 55.00   

� C035 「聯情繫意 – 發展自閉症幼兒的社交能力」訓練錦囊 非賣品    

 C036 「弱能兒童融合教育」資源手冊 非賣品    

 C037 家居運動資料冊 $260.00 包裹$290.00   

� C038 「聯情繫意 – 發展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 心智解讀教材套 

$400.00 家長特價$300.00 

包裹$470.00 家長特價$370.00 

  

 ＜口肌訓練教材系列＞： 

C039(a) 口肌訓練手冊  

 

$250.00(每本) 

 包裹$280.00 

  

 C039(b) 口肌訓練示範 (DVD光碟) $150.00(每隻) 郵包$155.00   

 

C039 

* C039(c) 口肌訓練活頁教材(只接受預訂) $350.00(每套) 包裹$400.00   

 C040 易筋棒 (DVD)示範光碟 $100(每隻) 郵包$105.00   

 C041 寓治療於康樂 -關顧中風人士的整體需要 $150.00 $155.00   

 C042 小鳥心【姚佩玲 著】 $40.00 $45.00   

 C043 危機處理手冊 $100.00 $1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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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家長特價$70.00 

$90.00 家長特價$80.00 

  

 C045 100個打開智能寶藏的親子遊戲 $100.00 家長特價$80.00 

$110.00 家長特價$90.00 

  

� C046 「感覺統合」家居訓練冊      $80.00 家長特價$50.00 

$90.00 家長特價$60.00 

  

 C047 13「吉祥」！ 
(詳述13個最常見兒童語言溝通發展的誤解) 

$80.00 家長特價$60.00 

$85.00 家長特價$65.00 
  

 C048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第一輯） $250.00 家長特價$150.00 

$300.00 家長特價$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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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家長特價$40.00 

$55.00 家長特價$45.00 

  

� C051 自閉症成年人生活適應教材套： 第一冊＜理念基礎＞ 及參考資料 DVD光碟+第二冊＜介入策略與具體應用＞ 

$300.00 家長特價$220.00 

包裹$340.00 家長特價$260.00 

  

 C052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 2 （第二輯） $350.00 家長特價$250.00 

$420.00 家長特價$320.00 

  

 C053 「引導式教育在腦癱兒童及青少年之應用 – 理論與實踐」 $200.00 包裹$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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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4 「聯情繫意 – 發展自閉症幼兒的社交能力」- 家長錦囊 $80.00 家長特價$60.00 

$90.00 家長特價$70.00 

  

 C055X 潤手寫玉心 – 作家小姐  (散文集)          作者 : 黃潤玉 

[這書的收益全數捐予在2010年菲律賓人質事件中失去雙親的汪氏姊弟] 此書只在北角銷售點有售 

$40.00 

(沒有任何優惠) 

$45.00   

 C056 蘇西 • 馬勒特的引導式扶育與生活方式 $40.00 家長特價$30.00 

$45.00 家長特價$35.00 

  

 C057 「愛����想回家  ~ 正面親職教育」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家長錦囊 $100.00 家長特價$80.00 

$110.00 家長特價$90.00 

  

� C058 ≪自閉症學童@普通小學˙全校支援模式≫個案及策略分享 非賣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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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家長特價$40.00 

$55.00 家長特價$45.00 

  

 C060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1）第二版 $260.00 家長特價$160.00 

$310.00 家長特價$210.00 

  

� C061 自閉症兼有嚴重學習困難 $150.00 家長特價$120.00 

$170.00 家長特價$140.00 

  

 C063 牽手同行 . 敘事言愛 $90.00 $100.00   

 T001 

[義賣書籍] 
那些瓶子，那四堵牆 ＜腦癱少女與命運的抗爭＞     (寶雯  著) $68.00 

(沒有任何優惠) 

$74.00   

 VC001A 扶抱腦麻痺人士 (DVD)示範光碟 $100.00 $105.00   

 特價 VC001A (DVD光碟) + C024 (書) $128.00 (壹套) $138.00 (壹套)   

 VC002A 如何在日常活動中運用基本動作模式 (DVD光碟) 暫停 暫停   可選擇送貨收費：每次港幣100元起（按每個地址計算）          『家長特價』= 每位家長限購買壹份                                   總金額：   
如欲郵購者，請填妥本郵購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耀能協會」），寄回香港北角百福道 21號 17樓 香港耀能協會  

[2013年4月10日前 C061及C063只限郵購或到總辦事處購買]      郵購機構／個人資料 機構／個人名稱：          聯絡人(機構適用)：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支票號碼:          銀行名稱:          收據編號:         (由本會編寫) 

 此外，有興趣購買上述刊物/影音產品者，也可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前往下列地點選購，因各單位有不同的用膳時間，請先致電查詢書刊存貨數量才親臨購買：[只收現金•沒有刷卡]    【午膳時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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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橫頭磡宏照樓 9-17 號 地下「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東九龍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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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石圍角第一座停車場大廈三樓202室「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查詢電話：2492-4200   (星期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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