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方法(請先致電查詢書刊存貨數量) 

1. 郵購：填妥訂購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耀能協會」或「SAHK」），寄回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17 樓，

本會總辦事處行政部收。 

（訂購表格可於本會網頁 http://www.sahk1963.org.hk 下載） 

2.親臨購買   (只接受現金付款‧午膳時間休息) 

 香港耀能協會總辦事處行政部，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17 樓  

查詢電話：2527 8978（午膳時間：下午 1 時至 2 時；星期六及日休息） 

 耀能兒童發展中心（樂富），地址：九龍橫頭磡邨宏照樓 9-17 號 地下 

查詢電話：2336 6491（午膳時間：下午 12 時 30 分至 1 時 30 分；星期三及日休息） 

 賽馬會復康座椅服務中心，地址：新界沙田火炭山尾街 5-13 號穗輝工廠大廈 16 樓 1655 室 

查詢電話：2145 4968（午膳時間：中午 12 時至 1 時；星期六及日休息） 

 石圍角家長資源中心，地址：荃灣石圍角邨第一座停車場大廈三樓 202 室 

查詢電話：2492 4200（星期三休息及日休息） 

 

 

 

 

 

**精選書籍低至五折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編號 書刊名稱 原價 優惠價 郵購價  編號 書刊名稱 原價 優惠價 郵購價 

C022 我的社交故事書 $70 $4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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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0 

C029(f)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 幅 2R） $200 $100 不設郵購  C061 自閉症兼有嚴重學習困難 $150 $120 $150 

C029(g) 彩色詞彙圖畫卡（500 幅迷你尺寸） $100 $50 不設郵購 
 

C062(B) 
EASE - 提升 ADHD 學童專注力教材

套(第三版) 
$320 $280 $343 

C029(h) 彩色詞彙圖畫卡光碟 $300 $150 $175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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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50 $66 

C029(i) 文字卡 $50 $30 不設郵購 
 

C065 
聯情繫意: 發展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

的社交能力 (第二版) (一套四冊) 
$600 $500 $575 

(包裹) 

C033 Conduct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Cerebral Palsy 
$280 $140 $203 

 
C065(a) 

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社交及溝通行

為量表(簡短版)【每包 10 份】 
$50 $40 $50 

C034 大腦痲痺成年患者 – 下肢矯形器

具之選擇及配戴方法 
$50 $35 $45 

 
C065(b) 

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社交及溝通行

為量表(標準版)【每包 10 份】 
$80 $6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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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斤) 

$430 $340 $433 
(包裹) 

 
C067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 學前語

文學習教材套 2 (第二版) 
$350 $250 $343 

(包裹) 

C043 危機處理手冊 $100 $60 $76  C076 童砌積木學社交 $100 $6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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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6  C077(A) 

給ADHD 孩子自我導航的書 
(第二版） $120 $100 $116 

C045(A) 100 個打開智能寶藏的親子遊戲 $120 $10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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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70 $86 

C047(A) 13「吉祥」！ $90 $70 $80  C082 社交故事．增益50 $100 $8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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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50 $32 $42 
 

C084 閉門煲JOKE（一套三冊） $120 $100 $130 

C050 視覺教具教材套（第二版） $1,800 $1,400 不設郵購 
 

C086 
當CE遇上ICF：全方位個案管理之腦麻

痺兒童篇 
$140 $70 $100 

C053 「引導式教育在腦癱兒童及青少年

之應用 – 理論與實踐」 
$200 $80 $143 

(掛號) 
 

C089 
「打好語文基礎必勝秘笈」學前語文

學習教材套 3 
$650 $550 $690 

C054 「聯情繫意 – 發展自閉症幼兒的

社交能力」- 家長錦囊」（第二版） 
$80 $60 $76 

 C067+ 
C089 

學前語文學習教材套 2 及 3（合購

價） 
$800 $700 $955 

C056 
《蘇西‧馬勒特的引導式扶育與生

活方式》 
$40 $20 $30 

 
C091 

自閉症青少年交友聯誼的社交技巧 

「友來友往」社交訓練手冊 
$800 $720 $787 

C057(A) 「愛想回家 ~ 正面親職教育」– 

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家長錦囊 
$100 $80 $96  C092 腦麻痺兒童動感生活全攻略 $120 $10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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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3) 

http://www.sahk1963.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