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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源閣」借用守則 

 

(一) 本校學生家長可優先借用，若未有家長借用時，本校教職員亦可借

用。 

 

(二) 可供免費借用資源包括書籍、光碟及親子玩具系列。 

 

(三) 借用期限為兩星期，若有需要可再申請延期一星期，但必須預早通知

社工或負責管理資源中心之家長。 

 

(四) 借用時必須填寫一份借用表格，交回資源中心，先到先得。 

 

(五) 家長借用資源，祇能作私人用途，更不得轉借給其他人。 

 

(六) 所借出的資源，均不得翻印或翻錄，若有違反，由借用者承擔法律責

任，若有損壞，需由借用者負責照價賠償。 

 

(七) 對由於使用資源閣資源所引致之任何意外、故障、缺損、傳輸信息被

竊取、電腦病毒、軟件或硬件問題，「家長資源閣」概不負責，亦不

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閣下使用時，即代表閣下經已確認及接納閣下須

就資源的使用，自承風險。對於任何因使用及閱覽時而產生的直接或

間接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利益損失、甚或任何違反合約等侵權行

為，「家長資源閣」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八) 關於借用問題，請致電 2785 5625 與社工黃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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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字典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A1 全圖傳意倉頡

碼字典 

蔡劍南中文電

腦中心 

採用全面圖解，並顯示字首、次字首和

字身的位置及使用五種檢索方法，方便

讀者快速查閱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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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管教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B1 如何幫助智能障

礙的孩子： 

一個蒙古症患者

父母的心路歷程 

查爾斯漢南著 

何文譯 

本書作者育有一名患蒙古症的孩子，他以

堅定的信心去面對並改善這個殘酷的現

實。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走訪其他育有智

能殘障子女的家庭，了解他們如何養育這

些特殊的孩子。 

B4 教導兒童新法

（1） 

管教孩子的藝術 

黎幗華 本書所談及的孩子，是由學齡前到少年時

期，作者與讀者分享的話題包括：管教孩

子的原則、處理孩子的教育問題、和孩子

談話的藝術、引導孩子選擇和討論問題及

關心孩子的情緒等。 

B5 教導兒童新法

（2） 

愛護你的孩子 

黎幗華 本書作者與讀者分享的話題包括如何處理

手足相爭的問題，姑息放縱與過份偏愛對

孩子所造成的影響等。 

B6 教導兒童新法

（3） 

邁向成功之路 

黎幗華 本書作者與讀者分享如何培養孩子的責任

心，例如功課的處理，共同分擔家務，妥

善處理零用錢等。 

B7 教導兒童新法

（4） 

培養優秀的兒童 

黎幗華 本書提出四項訓練兒童的工作：一是提供

營養豐富的食物；二是利用玩具促進他們

智力的增長；三是鼓勵孩子閱讀的興趣。 

B8 教導兒童新法

（5） 

了解你的孩子 

黎幗華 本書與天下的父母一起反省管教兒女的方

法，為家長提供一些妥善照顧孩子的建

議。鼓勵家長多了解孩子的心理發展及子

女的升學問題。 

B9 教導兒童新法

（6） 

善導孩子成長 

黎幗華 本書分為七篇，包括智慧篇、弱智篇、心

理衛生篇、溝通篇、前途篇、後母篇及安

全篇。 

B12 獎懲的藝術 陳龍安 獎懲孩子是一種藝術，怎樣使用獎勵及懲

罰才是有效？透過此書，學習如何做一個

善用獎懲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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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管教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B16 500種教育子女

的方法 

羅伯特．拉姆

齊 

書中提出 500種簡單有力的教導子女方法。 

B19 如何教養孩子 小樹苗教育出

版社 

本書由兒童教育家和心理學家分析 17個有

關兒童成長問題的根源，並提供最佳的處

理方法，值得關愛孩子的家長閱讀。 

B33 親子濃情湯 香港基督教女

青年會 

本書為家長闡釋如何以「情」的建立和表

達，去化解種種管教疑難，並以具體實例

來詮釋教養子女的竅門。 

B34 不爭吵 秋千 選取日常發生的事情作題材，透過圖畫故

事的形式，幫助孩子正確理解自己的行

為，和明白待人處事的方法。 

B35 發脾氣 秋千 選取日常發生的事情作題材，透過圖畫故

事的形式，幫助孩子正確理解自己的行

為，和明白待人處事的方法。 

B37 過馬路 秋千 選取一些小朋友經常會遇到的事件作題

材，透過圖畫故事形式，幫助孩子注意安

全守則，避免意外發生。 

B38 安全第一 秋千 選取一些小朋友經常會遇到的事件作題

材，透過圖畫故事形式，幫助孩子注意安

全守則，避免意外發生。 

B39 玩水 秋千 選取一些小朋友經常會遇到的事件作題

材，透過圖畫故事形式，幫助孩子注意安

全守則，避免意外發生。 

B40 兒戲 秋千 選取一些小朋友經常會遇到的事件作題

材，透過圖畫故事形式，幫助孩子注意安

全守則，避免意外發生。 

B43 如何認識及處理

孩子的情緒 

周婉芬 本書著重情緒問題處理，得以從日常生活

及具體經驗層次上，讓父母透徹理解兒童

情緒的需要及培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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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管教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B44 輕輕鬆鬆做功

課 

周婉芬 用簡單顯淺及生活化的形式，幫助家長更

有效地輔助子女的功課，使孩子更有責任

感、更有獨立性，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

自信，並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 

B46 協助子女建立

良好的生活習

慣 

勵楊蕙貞 此書是作者寶貴經驗的成果。在此書可中

找到很多有關培養孩子良好生活習慣和改

善孩子不良習慣之秘訣。 

B47 教孩子向焦慮

和恐懼說再見 

勵楊蕙貞 透過此書能對兒童的焦慮與恐懼有更多瞭

解，並且能在其中找到一些有幫助的處理

方法，協助兒童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B53 「晴天雨天彩

虹天」之家長篇 

香港痙攣協會 「家長篇」以一問一答的形式，總結一些

「過來人」的經驗，回答初為人父母的弱

兒家長常有的問題；此外，亦為家長簡單

介紹不同的弱能類別、不同職種的專業人

員，以及他們在教學和治療中常用的復康

理念與訓練方法，深化家長對弱兒的認識。 

B54 「晴天雨天彩

虹天」之家庭生

活篇 

香港痙攣協會 「家庭生活篇」，內容主要從家庭生活和培

育幼兒兩方面出發，建議多種減壓及溝通

技巧，幫助弱兒家長學習如何調節身心，

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 

B56 智障人士照顧

者自活用手冊

─具挑戰性行

為的處理方法 

智障精神科護

理小組(青山

醫院臨床管理

C組) 

這小冊子為我們分析了這些行為的成因，

叫我們明白，很多時候這些行為不是因為

這些智障人士壞、惡、不可理喻，而是因

環境、自身的障礙造成。 

B57 打開「家」鎖 李維榕 本書所述案例，是作者的學習的心路歷

程，可以增強大眾對「福利家庭」服務的

關注。 

B58 聖嚴法師 108

自在語─兒童

繪本(二)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的思想理念，著眼於人間淨本的

闡揚實現，在一生均致力佛法融入現代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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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管教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B59 聖嚴法師 108自

在語(心靈繪本)

自在生活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的思想理念，著眼於人間淨本的闡

揚實現，在一生均致力佛法融入現代生活。 

B63 傾聽孩子家庭中

的心理調適 

帕蒂．惠芙樂 作者認為，為了使孩子在童年和少年期──

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的形成期──健康

成長，父母要學會傾聽孩子。為了能很好地

傾聽孩子，父母們自己也需要得到傾聽。 

B66 會笑的媽媽 鄧藹霖 由著名親子節目主持鄧藹霖撰寫，以故事的

形式，帶出親子的藝術和技巧。全書解答了

許多令父母頭痛教仔的問題，包括是否該用

打罵方法教導小孩；如何化解兄弟姐妹間爭

寵妒忌；孩子成績差，不肯做功課怎辦？是

否訓練小孩做十項全能天才？如何減低金

錢、名牌對小孩的誘惑…… 

B68 教仔俱樂部 香港心理學會 本書集合數位資深臨床心理學家之教仔心

得，透過日常生活的例子道出為人父母之道

及子女成長的需要。 

B69 零歲教育的秘訣 劉修吉 本書引用了學術研究結果道出零歲教育的重

要性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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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5 怎樣陪孩子遊戲 多湖輝 本書指導父母如何在『親子遊戲』中，提升

兒童的腦力。 

C7 親子創意遊戲  

３６５ 

信誼基金會兒

童教育研究發

展中心 

本書提供３６５個越玩越聰明的創意遊

戲，來靈活孩子的腦筋，促進親子的關係。 

C9 謎語擂台 牧羊人 本書收集了五十八個設計巧妙的字謎，讓你

在課餘時間可以和同學、朋友一起，分享猜

謎語的樂趣。 

C14 家庭安全用藥

200問 

周德尚 周澤甫 本書透過一些精簡扼要的安全用藥知識，幫

助病患者既能藥到病除又不發生藥源性疾

病。 

C15 自製壽司 溫秀雯 本書利用各種不同的材料，與壽司飯巧妙配

搭之下製造出與別不同的壽司。 

C16 提防幼兒護理陷

阱 

李家仁 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起居、行為表現和情緒

特徵，引導父母去觀察、分析、診斷幼兒可

能患有的疾病，提防護理方面的陷阱。 

C24 單親家庭又怎樣 卡羅拉．施維厄 單親母親不僅必須面臨日常生活的挑戰，而

且必須用新的自我意識與偏見做鬥爭，進一

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本書根據真實的事

例，為您提供了較為實用的建議和忠告。 

C26 特色湯羹 江李沁霞 本書搜羅了四十五個製作簡易又具特色的

家常湯羹，適合時下職業和司廚者所需。 

C28 數一數 陸趙鈞鴻 以圖書及簡單的文字教導小朋友算術。 

C30 養生素食 李家雄 此書有別於一般傳統的素食，乃以均衡現代

人的身心營養狀態為主，以非魚類、非肉類

的蔬果食材，綜合烹調，或搭配藥材，製作

養生素食。 

C31 營養菜點 徐麗蓮 本書作法多樣化，並配合詳盡的文字及精緻

的圖片，讓喜愛中國料理的朋友能一同分享

作菜樂趣。 

  



9 

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37 健美飲食與體

操 

蔡文媛 介紹正確飲食、適當及持續的美容保養，讓更

多人能同時擁有美麗和健康。 

C39 幸運結藝花飾 林昭勝 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及詳盡的圖片文字說明，讓

愛好結藝的朋友得手應手，編出美麗的花朵。 

C40 玩遊戲解情

緒 

陳質采 

呂俐安 

在輕鬆的遊戲對話中，讓孩子認識情緒、抒發

情緒，擁有高 EQ。 

C41 泥土上了妝 鄭少華 本書採用夏綠蒂低溫陶為材料，製作出生動的

陶土公仔及用品。 

C42 香港的童年 何良慈 此書以影像及文字，透過口述歷史式勾勒十個

名人早年奮鬥經歷，結合大量社會歷史照片。 

C43 編織書  介紹最新日本女裝背心、領巾、手袋等小飾物

編織方法。 

C44 編織書  收錄了 100個編織圖案花樣，附實物花樣及編

織圖樣。 

C47 編織書  介紹最新款冬季女裝冷衫、披肩、手套等物

件。 

C49 遊戲大圖鑑 菅原道彥 這一套是教導小朋友從日常生活的廢物回收

如何再利用的方法。體驗遊戲的樂趣及激發小

朋友的潛能。是一部任何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的科學遊戲。 

C50 鄧麗君香港故

居 

TNT 

PRODUCTION 

介紹鄧麗君生平及拍攝居住環境相片。 

C51 串珠樂 --- 介紹利用水晶珠串製成的裝飾品/手袋。 

C52 回憶-新來港

婦女口述歷史 

--- 由新移民婦女口述她們自己親身經歷，如何勇

敢地面對將來。 

C53 點滴 - 新來

港青年的故事 

--- 由新移民的青少年講述在港所面對困難及解

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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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54 百萬富翁 亞洲電視 除收集全部節目內題目之外，還有大量有趣

相關的資料。更值得推介是當中附錄有關題

目和答案的簡介導讀，讀者可以作為一本小

型百科全書來看。 

C55 美味素食 游純珠 介紹以天然食材，如野菜、蔬果等烹調出數

十道不含人工添加物的佳餚。 

C56 美味煲湯 游純珠 介紹數十種煲湯的做法，每道食譜皆附精確

的熱量分析。 

C57 美味宴客菜 郭英春 介紹數十種宴客菜，每道菜皆附精確的熱量

分析，使你可視賓客的狀況自行調配菜單。 

C58 美味家常菜 郭英春 介紹數十道家常菜並附上精確的熱量分析，

使你可以依照各人的需要，自設完美菜單。 

C60 藥膳大全 黃懷玲 本書提供一系列美味可口的養生食譜，對於

老年人延年益壽、兒童生長健智、女性補血

美容、男性強精補腎等，都具有實質功效。 

C62 家常素菜 林淑蓮 本書讓喜愛親自下廚的你，即使在家也能享

受到美味的素食佳餚，同時亦可為家人的胃

腸做好保健。 

C63 美味家常菜 郭英春 介紹數十道家常菜並附上精確的熱量分析，

使你可以依照各人的需要，自設完美菜單。 

C64 美味煲湯 游純珠 介紹數十種煲湯的做法，每道食譜皆附精確

的熱量分析。 

C65 二菜一湯 莊佩柔 介紹數十種煲湯的做法，每道食譜皆附精確

的熱量分析。 

C67 傳統風味娘惹

菜 

張莉嬋 結合華人與馬來人烹飪的娘惹菜食譜，以深

入淺出的方法介紹給讀者，易學易做。 

C69 遇見一杯好咖

啡 

許心怡 本書以圖片和文字解讀每個煮好咖啡的步驟

及袐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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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70 貓告訴我們什

麼 

格林．喬姆戈爾 作者成長在一個養了很多貓的家庭中，本書

提示我們生活中該去避免和維護什麼、去珍

惜和享受什麼。 

C71 兩晴相悅 陳晴 作者收養了大熊貓晴晴，也經歷川震之劫，

本書用日記形式圖文並茂展示彼此的相遇、

相處，也寫下人和動物的奇特緣份。 

C72 方太 108 任利莎 介紹冷盤、熱葷、肉類、海鮮及湯羹等，不

論家常便飯或宴客，相信可為讀者朋友增添

烹飪靈感。 

C73 抓住幸福擁抱

快樂 

林琇琬 生活中總有些不如意的事，怎麼用好的態度

去面對？本書作者以親身經歷及曾經感動過

的人、事、物化成文字，希望透過文字的分

享及正面而深層的思考，讓人人都可以活得

快樂。 

C74 真簡單！這樣

就能成為溝通

高手 

亞侖．皮斯 

芭芭拉．皮斯 

作者以數字會說話，從統計數字看透你的人

際溝通成功指數！ 

C75 怎樣讓生活零

壓力 

莊偉 現代人往往成為壓力的奴隷而不自知，帶給

心理沉重的負擔，作者以活潑的筆調，獨到

的見解，讓你豁然開朗，從此生活零壓力。 

C76 心無罣礙 李焯芬 收錄八十多則心靈小故事，讓您發現原來幸

福一直存在心裡，一切在乎您如何用心生活。 

C77 讓人無法說 No

的攻心說話術 

羅毅 本書揭露商場上談判及危機處理時，運用的

實戰說話策略和攻心戰術，同時蒐集了世界

名人的攻心說話實例和寓言故事，在故事中

讓你得到攻心為上的啟示和學習如何精準攻

擊對方的死穴，讓你謀定而後言，掌握致勝

的關鍵。 

  



12 

 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78 如何贏得他人的

好感 

樺旦純 本書闡述受人歡迎的七大要件。告訴你怎樣的

人受人歡迎或令人討厭；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

情感；在觀察他人時，是以他人的哪些性格和

行動，作為好惡的基準；想要改善與討厭的

人、難以相處的人之間的關係，應採取怎樣的

行動；想要受人歡迎該注意的地方。 

C79 先說「不」，贏一

步！ 

吉姆．坎普 本書是《從「不」說起！》作者新作。這次，

作者希望能強化讀者面對「不」或「拒絕」時

的心態，以更開放的心情與思考方式看待別人

說「不」，學習擁抱「不」的哲學，更要積極

提供別人說「不」的機會。 

C80 人生的每日忠告 莊恩岳 面對複雜的工作環境和人際關係，我們難免會

有太多莫名的浮躁和痛苦，還有許多的難言之

隱。我們都需要相互提醒和忠告，每天一進

言，雖然沒有華麗的詞彙或深奧的哲理，365

天的忠告只是一些為人處世的普通道理，卻是

我們不能忘記而又常常忽視的。 

C81 與幸福有約美滿

家庭 7習慣 

史蒂芬．柯維 透過本書，您不但可以了解七個習慣的驚人力

量，更能在這渾沌不安的現實世界中，創造出

屬於您的美好家庭文化。 

C82 成功的人際關係 王松柏 本書的重點教導讀者如何善用人際關係，分別

針對如何利用人性、如何控制別人的行為和態

度、交友的技巧、如何使用有效的說話技巧、

最上乘的人事管理以及人際關係的協調等主

題加以詳細說明。 

C83 自己就是一座寶

藏 

陳安之 本書作者以自己如何成功做為模式，把他所學

的理論落實為方法，以 18個階梯讓你邁向新

世紀，邁向成功。 

C84 楊寶玲扮靚貼士 楊寶玲 香港小姐楊寶玲親自執筆，全面公開獨到的扮

靚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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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85 別為小事抓狂 

完全行動手冊 

理察．卡爾森 不要去「計算」你得了幾分，也不要把任何一

項測驗看得太嚴重。幫助你保持平衡，將你這

一生中的天賦發揮到極致。 

C86 別為小事抓狂 

得意人生 100招 

理察．卡爾森 藉由本書對生命和生活的實際面貌有較真實

的認識，適切和豁達的去面對、處理，如此將

能使生活更愜意美好，並追求更圓滿和諧的人

生。 

C87 別為小事抓狂 

樂在工作 100招 

理察．卡爾森 本書針對 100則輕鬆生活智慧，設計了各種測

驗，讓你在理解書中的概念後，也能測知自己

為小事抓狂的情緒指數，並根據作者提出的建

議，減輕壓力，享受生活，成為輕鬆自在的生

活行動家！ 

C88 別為小事抓狂 

甜蜜愛情 100招 

理察．卡爾森 100種簡單的方法讓你的愛情關係更堅強、更

茁壯，同時幫助你避免因為習慣而破壞了彼此

之間愛的聯結！作者及其夫人克瑞絲卡爾森

所提供的兩性相處祕方中，學到了如何增進自

己的兩性關係。 

C89 我變快樂了 安德魯．馬修

斯 

本書讓你了解自然法則，更進一步認清自己的

本質。閱讀本書，你會找到真正的快樂。 

C90 輕鬆自在交朋友 安德魯．馬修

斯 

這本書要和你分享的，就是一種輕鬆自處及交

友的生活哲學；不但使你成為廣受歡迎的人，

也幫助你找到真正的好朋友。 

C91 結婚前，結婚後

成長與改變 

任兆璋 本書是作者輔導婚姻多年的經驗累積，以幽默

詼諧、不帶說教意味的方式讓讀者明瞭在結婚

前後應當要釐清的問題與心態。 

C92 與女人談魅力

30 

梁荔玲 本書作者身兼高級美容顧問與作家二職，道盡

女人三十的迷惘、迷思，帶你跨越年齡的障

礙，教你切切實實的面對未來，處理儀容、家

庭、愛倩、事業、金錢與健康的問題，助眾姊

妹齊齊活出魅力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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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93 十六歲後才上床 何念慈 作者十年間盡覽各式少女越軌事，精心提鍊十

二守則，有效防止少女過早投入「激親」關係，

提升情性選擇力，讓爸媽神經安定，讓少女貼

近幸福，這是一本讓人邊看邊笑、拍案叫絕兼

意會深刻的好書。 

C94 天水圍 12門徒 慰子 天水圍，一個被看為悲情的城市，卻散發著神

奇異的恩典！本書的主角在天水圍北生活，都

經歷過有血有淚、坎坷潦倒、掙扎求存的生

活。故事內容雖然不一，卻有相同之處：從迷

茫到肯定、從傷痛到醫治、從失落到歸回、從

絕望到希望。然而，在不同的人生交叉點上，

他們有機會遇到神，並開展了人生新的一頁。 

C95 多元智能-創造

繽紛跳躍的學習

空間 

趙志裕 本書為家長們提供更多有關多元智能的思考

模式，讓孩子成為教育活動的中心，以他們最

擅長的方法自己創造知識，將動態的行為融合

教學中，創造出跳躍而不是死寂的學習空間。 

C96 綠藻健康法 福井四郎 本書提供綠藻食品健康介紹及其療效。 

C98 得失也自在 香港大學行為

健康教研中心 

27 位名人面對「得與失」的故事，藉著推動

生命教育，激勵大家以正面力量前行，透過困

境砥礪自己，力求突破與成長，轉危為機。 

C99 美味海鮮動手做 河井智康、瀧

口操、李青花 

對海鮮了解的越多，便會感到越有興趣，了解

之後再吃，味道就更加鮮美了。讓我們品嚐

45種對身體健康不可缺少的海產品。 

C100 閉門煲 JOKE 3 香港耀能協會 承接第一、二集講述有關自閉症朋友阿深的生

活及校園趣事，今集與大家分享高能力自閉症

青年在大專、生活、工作與及戀愛的趣事。透

過故事的演繹，中心同工與一群家長、大專院

校同工、朋輩輔導員及一眾僱主，合力再以幽

默的角度，解讀高能力自閉症朋友的內心世

界，讓大家進一步認識自閉症青年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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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101 五星級精緻西點

蛋糕 

沈鴻典 一道道粉妝玉琢的西點，香香甜甜向你的味蕾

招手，不可抗拒的五星級誘惑，邀你給生活加

一點蜜糖滋味! 

C102 丙級西餐 台灣餐飲出版

社 

色香味兼具的西式套餐，繁複的製作過程，多

樣的花式變化，是否讓你一度「望證興嘆」呢? 

本書集結了西餐術科考試的 60 道試題，完整

而詳細的圖文對照，讓您將製作沙拉、湯、主

菜到甜點的撇步一網打盡! 

C103 來!吃魚 生活品味 教你買魚、烹魚；一魚三吃的做菜秘笈；大廚

師的招牌魚餐；魚的養生菜單；教你做魚漿料

理；風味特別的魚內臟料理；自己做甜不辣。 

C105 遇上快樂的自己 何巧嬋 本書內的故事/文章/詩篇為我們提供了追尋

快樂的人生的亮點，讓我們透過這些點點亮

光，在生命的路上找到並遇上快樂的自己。 

C109 魔法卡片書 牧莎記事設計

群 

本書介紹將近 200 張手工卡片作品及 36 張卡

片的示範，讓讀者學會各種製作手工卡片技

巧，包括印章運用、拼貼、蕾絲浮雕等。 

C110 香港特色小吃 許陳粉玉 本書介紹香港特色小吃共 80 種，每個菜式材

料及製法說明中英對照，附彩圖及製作心得。 

C111 美人香草誌 謝宜榮 本書介紹各種運用香草的菜式。 

C112 香草料理輕鬆做

2 

驊華出版 本書介紹各種運用香草的菜式。 

C113 創意食雕美味大

師 刀功技法篇 

李吉川 發揮你的創意、加點巧思，為烹調創造無限樂

趣，製作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餚。(國際中

英文版) 

C114 自煮西菜 Yoshiaki 本書除了圖文並茂介紹不同西菜的烹調方法

外，亦會解說菜式來源、食材特點、烹調秘技、

食材保存法等，加深我們對西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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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115 一愛，就愛一輩

子 

童格拉．奈娜 本書以清新勵志的短文及典雅可愛的插畫表

達出作者 45 個對愛情的錦囊，分享如何可以

愛得長久。 

*C116 法式繽紛浪漫 

畫出自我療癒的

正向能量 

Larousse 本書提供 52 幅自我提升的正向思考著色畫與

心靈小語，讓讀者在著色創作的同時，也能獲

得內心的療癒。 

*C117 自家制曲奇小蛋

糕 

Kae 本書提供 50款曲奇和小蛋糕的食譜，中、英、

印尼語對照，每篇均附有製作小貼士，讓讀者

在家輕鬆做出可口美味的曲奇蛋糕。 

*C118 自家制家常菜 何師奶 本書提供超過 40 款肉類、蔬菜類和海鮮類家

常菜的食譜，中、英、印尼語對照，每篇均附

有製作小貼士，讓讀者或家傭都能烹調出既美

味又多款式的餸菜。 

*C119 懷舊、得意造型

麵包 

Charles Ho 本書提供超過 40 款不同的懷舊、造型或健康

麵包的食譜，中英對照，每篇食譜均附有製作

小貼士，每個製作步驟均有圖文解說，令讀者

可輕鬆自製鬆軟麵包。 

*C120 食盡天下 海濱圖書 本書羅列三十多款各國特色美食的食譜，透過

月份編排，讓讀者可煮出適合不同時節品嚐的

菜式。本書亦附有各國飲食文化及趣聞，在烹

調菜式之餘亦可加深對各地飲食文化的認識。 

*C121 食盡天下- 

健康的大魚大肉 

海濱圖書 本書搜羅一系列健康賀年菜式，包含肉類、素

菜、甜品、拜年賀禮和解膩湯水，讓你在農曆

新年為家人送上豐盛又健康的菜式。 

*C122 北歐風針織童話

衣著 

朝日新聞 本書介紹 18 款北歐風針織衣著，收錄不同斗

篷、背心、披肩、圍巾等織法，包含簡單經典

的款式，亦有特別的童話風款式，為你的冬日

穿搭增添特色。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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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123 4週全方位瘦身

瑜伽 

張斌 本書教授一系列的瑜伽招式，針對不同的纖體

部位或身心需要，為你介紹適合的瑜伽動作，

持續練習，可達到瘦身、抗老、美顏的功效。 

*C124 生命是一份厚禮 吳鯤生 本書作者深信生命是上主賜給人的禮物，而我

們可以把「成長」當禮物送給上主。作者藉著

不同人的故事或經歷分享他對生命的反思。 

*C125 你的心事，永遠

比你還要寂寞 

陳默安 在你心中，是否會有一些傷痛一直揮之不去？

作者認為不需勉強自己放下，而是試著療癒傷

口。作者藉本書的故事，分享如何原諒自己、

療癒傷痛。 

*C126 期待無限的可能 楊永明 

陳栢霖 

本書的作者分別為同一所小學的校長和老

師，書中輯錄了他們對 20 張校園照片的感

言，從中你可能會獲得教養孩子的心得。 

*C127 不執著，心就自

由 

史榮新 本書精選 20 個具人生啟示的小故事，闡述如

何放下執著、讓心自由的人生道理，帶領讀者

如何讓心靈透透氣、減減壓。 

*C128 態度決定了你的

高度 

施以諾 本書作者藉著一個個短小而發人深省的小故

事，讓讀者默想其中含意，明白我們做人處事

的態度對我們的生命影響深遠。 

*C129 幸福正能量 宋潔心 本書作者相信幸福無所不在，只是我們缺少了

尋找幸福的心境，藉著多個小故事，作者鼓勵

我們要放低過去、珍惜現在、相信未來，就會

找到幸福。 

*C130 幸福玻璃球 扶康會 本書記載了臨床心理學家撰寫的 12 個真實心

理治療個案，描述了她們治療殘疾人士的心路

歷程，如何透過不同的心理治療手法和真摯的

關顧，協助他們和照顧者去尋覓、追求和捕捉

屬於自己的幸福。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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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消閒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C131 無悔今生 張廣嗣 本書記錄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的蘊釀、萌

芽、發展、以至經歷過的每樁復康大事，亦記

錄了創會主席張廣嗣先生如何與家長聯會的

同工不遺餘力地為智障人士爭取應有的權益。 

*C132 療傷的對話 南絲．格爾馬

丁 

面對身邊人的痛苦或不安，我們大都會手足無

措，本書提供了一些指導方針，幫你架起溝通

的橋樑，讓你能夠提供別人真正所需，表達出

你的關切，為他們療傷。 

C133 閉門煲 Joke(2) 香港耀能協會 講述有關自閉兒阿深的生活趣事，透過故事的

演繹，讓大家再次認識自閉兒可愛的一面。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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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故事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D3 娃娃看天下(2) 三毛 娃娃書裏的穿衣、吃飯、上學、玩耍和家居

生活，他們一霎間的喜怒哀樂，卻道盡了短

短人生的愛憎、期望和無奈，而他們處理這

些事情正如每個小市民一樣的普通和平凡。 

D4 娃娃看天下(3) 三毛 娃娃書裏的穿衣、吃飯、上學、玩耍和家居

生活，他們一霎間的喜怒哀樂，卻道盡了短

短人生的愛憎、期望和無奈，而他們處理這

些事情正如每個小市民一樣的普通和平凡。 

D5 娃娃看天下(4) 三毛 娃娃書裏的穿衣、吃飯、上學、玩耍和家居

生活，他們一霎間的喜怒哀樂，卻道盡了短

短人生的愛憎、期望和無奈，而他們處理這

些事情正如每個小市民一樣的普通和平凡。 

D6 娃娃看天下(5) 三毛 娃娃書裏的穿衣、吃飯、上學、玩耍和家居

生活，他們一霎間的喜怒哀樂，卻道盡了短

短人生的愛憎、期望和無奈，而他們處理這

些事情正如每個小市民一樣的普通和平凡。 

D7 娃娃看天下(6) 三毛 娃娃書裏的穿衣、吃飯、上學、玩耍和家居

生活，他們一霎間的喜怒哀樂，卻道盡了短

短人生的愛憎、期望和無奈，而他們處理這

些事情正如每個小市民一樣的普通和平凡。 

D8 兒童院的孩子 周蜜蜜 書中著重刻畫生活在「兒童之家」的孩子怎

樣找尋快樂 – 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D9 做個好爸媽 何  紫 全書的內容，非常豐富，從營養到戶外活動，

從如何用零用錢到培養閱讀興趣，都在每節

中用實際的例子親切地闡述出來。 

D10 鐵杵磨成針 徐海鵬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生字，介紹中國寓言故事

的意思。 

D11 對牛彈琴 張培成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生字，介紹中國寓言故事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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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故事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D12 愚公移山 賀友直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生字，介紹中國寓言故事

的意思。 

D13 守株待兔 張世明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生字，介紹中國寓言故事

的意思。 

D14 拔苗助長 朱成樑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生字，介紹中國寓言故事

的意思。 

D15 情牽孩子心 阿佬、魏雋、

劉錦棠 

當中的圖片，表達出一個動人的故事，山區兒

童生活苦困，提醒大家在世界不同角落，有很

多善心人為了和平，為了公義，為了生存的尊

嚴、默默的耕耘，甘願作無名英雄。 

D16 生命的再思 葉特生 親筆寫出自己生命的歷程，如何在胃癌的生死

邊緣得著醫治；又從金錢、名利、物慾的網羅

中掙脫出來。本書能鼓勵身陷絕境的人，勇敢

地面對種種困難和痛苦，重燃對生命的盼望。 

D18 我的妹妹聽不見 陳質采 本書是一本幫助兒童了解聽障世界的工具

書；當然父母和師長更可以把這本書當生活故

事來分享，去感受這位姊姊如何撇開世俗的憐

憫，敞開胸懷坎入聽障妹妹的世界。 

D19 我不知道我是誰 郭恩惠 主角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動物，連自己打敗了黃

鼠郎也不知道。動物們的造型可愛俏皮，表情

生動多變，相信你們一定會愛上它。 

D20 巫婆與黑貓 余治瑩 巫婆為了自己心愛的小貓，改變了自己屋內的

顏色。 

D21 阿文的小毯子 方素珍 主角兒時已有一條非常喜歡的小毛毯，但上學

時不准帶同一起，他媽媽用方法令它可以一起

上學。 

D22 你很特別 丘慧文、郭恩

惠 

木匠伊萊幫助胖哥瞭解他有多特別。這對孩子

們是一個生命的信息：無論世人怎樣評估他

們，上帝總按著他們的本相，珍惜他們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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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故事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D23 爺爺有沒有穿西

裝 

張莉莉 主角不知道爺爺已死了，以為只是睡著了，作

者運用圖畫成功將人們壓抑的情緒表達出來。 

D24 星月 楊茂秀 作者希望透過書中生動、有趣的故事，讓兒童

多了解蝙蝠的生活與習性，進而改變兒童恐懼

蝙蝠的心理。 

D25 床底下的怪物 何奕佳 二個孫兒因聽爺爺說故事而睡不著，最後由爺

爺開解後，始可安靜地睡覺。 

D26 風中的故事 奈知未佐子 這是一部有著深深刻劃人與大自然間息息相

關的愛的故事。 

D27 我的心中每天開

出一朵花 

幾米 一幅簡單的圖畫，內含豐富的教育意義。 

D28 地下鐵 幾米 一幅簡單的圖畫，內含豐富的教育意義。 

D29 巫婆與黑貓 余治瑩 巫婆為了自己心愛的小貓，改變了自己屋內的

顏色。 

D30 我和我家附近的

野狗們 

賴馬 本故事敍述主角由害怕野狗到後來飼養野狗

的經過。 

D31 幸福的六年 加藤浩美 本書講述作者與患有唐氏症的兒子僅六年兩

個月的相聚光景。 

D32 五歲的心願 丁埰琫 漫畫故事，講述古代韓國，梅月大師帶著五歲

兒子出家修道，庵內斷糧，須去他處化緣，於

是跟兒子約定 3日內返回庵中。因大雪阻隔第

二年春天才回來。她看到兒子早已羽化坐在佛

像前，從此便把這座庵稱作「五歲庵」。 

D33 城市睡美人 李燕 本書由五則真人真事改編而成，耳熟能詳的童

話認識疾病帶給不幸，同時也激勵人生。 

D34 香水婚紀念日 鄭華娟 作者在德國生活，婆媳相處、夫妻溝通、異國

情調的浪漫；每一個小篇章都在詼諧自嘲中饒

富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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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故事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D35 誰人偷走了我的

card 

Robert 

Mankoff 

幽默漫畫，捕捉紐約大城市神韻，本集的所有

漫畫，都經過「世界級幽默專家」認證，具有

「一圖在手猶勝千言」的蠻橫搞笑力量！  

D36 誰搶走了我的

JOB 

Robert 

Mankoff 

幽默漫畫，捕捉紐約大城市神韻，本集的所有

漫畫，都經過「世界級幽默專家」認證，具有

「一圖在手猶勝千言」的蠻橫搞笑力量！ 

D37 哈！小不列顚 比爾．布萊森 記錄了作者在英國居住二十年後，所作的告別

英國環島之旅，是一部幽默、溫馨的旅遊文學

作品。 

D38 我想無障礙 香港弱智人士

家長聯會 

邀請學者、推動無障礙運動的業內同工及社會

人士，以「無障礙」為題撰寫文章，加強大眾

人士對「無障礙」的理解及關注。 

D40 童路同心 協康會 匯集了三十多位家長的育兒經驗，以最真摯的

描述和讀者分享他們的親身體會。 

D41 雪落無聲 譚烱雄 本書描述了作者對開平故鄉的懷念，亦記述了

他到美國不同城市旅行時的感受。 

D42 歲月蒼蒼 – 我

與兒子王丹 

王凌雲 本書記錄了王丹及母親於六四事件前後的經

歷。 

*D43 童路同心 協康會 

同心家長會 

匯集了七十多位家長和特殊需要學員在育兒

或生活上的經歷，以最真摯的描述和讀者分享

他們的親身體會。 

*D44 給你 5萬雙祝福 楊右任 

戴芯榆 

作者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本書藉分享他如何

在網上發起招募舊鞋，最終募集了 5萬雙鞋子

給非洲民眾的故事，讓讀者思考如何發現心靈

深處的真實祝福。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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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2 跟子女談性 趙華文 本書除了可以幫助家長了解性教育的內容、實

行方法和孩子的性心理及生理發展之外，還提

供了一些應付孩子性問題的方法。 

E4 害從口出 教育署出版 本書是一群有心的老師提供真實案例，以提醒

家長在日常生活的言談中，應避免不當的說

話，以免影嚮子女心智的成長。 

E9 孩子的疑惑 蔡黎悅心 

袁家慧 

本書著意介紹身體各器官，除談及其功用外，

也指出每個人相同的器官可能有不同的形貌，

以提供父母、教師及孩子正確的性教育知識。 

E11 親子性教育活

動手冊 

兒童篇 

香港家庭計劃

指導會 

因應兒童的心性發展，配合各性教育課題而編

排不同的活動，讓父母能循序漸進，按子女的

需要在不同階段有計劃地施行性教育。 

E12 展智精華集-

弱智人士服務

文集 

黎應時主編 輯錄了『展智季刊』多年來的精選文章，有服

務弱智人士同工的經驗及專業知識分享，亦有

家長心聲的分享。 

E13 自閉兒的保育

手冊 

梅津耕 本書提出具體且實際的治療教育，幫助自閉症

兒童的發展，並提出與自閉症兒童相處的方法。 

E14 『談情說性少

年時』家長性

教育資料套 

社會福利署 由四本小冊子組成，包括知識篇、態度篇、個

案篇及諮詢篇，讓家長了解自己和現代青少年

性價值觀，掌握實用的知識及技巧與子女談性。 

E15 瑟各傳奇 丹尼爾．格林

伯格 

瑟各學校為美國第一家『自主學習學校』，是一

所沒有任何課程，沒有上下課時間及沒有任何

學科要求的學校，此書讓大家認識自主學習教

育的理想與實踐。 

E17 你一定要知道

的事 

Syvia 

Schneider 

本書是以孩子的口吻來陳述他們對『生命』及

『性』的看法，加上有趣活潑的插圖，將抽象

的概念及現象澄清，使孩子擁有健康的性觀念。 

E18 德德家家-幼

兒性教育圖書

系列 

香港家庭計劃

指導會 

協助家長以深入淺出的方法，輕輕鬆鬆的態度

與子女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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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19 十萬個為甚

麼 – 植物 

韓關治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植物的問題。 

E20 十萬個為甚

麼 – 氣象 

阿  宏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氣象的問題。 

E21 品德教育 陳玟如 本書教育兒童日常生活的各項行為，題材包括

有交通安全、生活常規、行為規範、健康行為

等等。 

E22 安全教育 陳玟如 本書教育兒童日常生活的各項行為，題材包括

有交通安全、生活常規、行為規範、健康行為

等等。 

E23 行為教育 陳玟如 本書教育兒童日常生活的各項行為，題材包括

有交通安全、生活常規、行為規範、健康行為

等等。 

E24 健康教育 陳玟如 本書教育兒童日常生活的各項行為，題材包括

有交通安全、生活常規、行為規範、健康行為

等等。 

E25 蛋 理科出版公司 母雞會生蛋，其它的家禽和小鳥也會生蛋，但

是，你可知道鱷魚、螞蟻、蛇、青蛙或蝸牛也

會產卵嗎？本書提供了豐富的卵生動物資料。 

E28 地底下的奧秘 理科出版公司 在大地表面、草叢下、洞穴深處、沙灘裡，到

處充滿了生命。昆蟲正在活動，刺蝟快速地跑

著，土撥鼠睡著了，螃蟹逃跑了…… 

E32 瓢蟲 理科出版公司 你將發現什麼是昆蟲，以及昆蟲的生長、飛

行、食物和逃避敵人的方法。其它很多的昆蟲

如螞蟻、金龜子就在我們身邊。 

E35 厚與薄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厚與薄的分別。 

E36 多與少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多與少的分別。 

E37 高與低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高與低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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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38 冷與熱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冷與熱的分別。 

E39 前與後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前與後的分別。 

E40 開與關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開與關的分別。 

E41 大與小 黃墩岩 利用圖畫及簡單的文字認識大與小的分別。 

E42 十萬個為甚

麼 – 動物 

張伯文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動物的問題。 

E43 十萬個為甚

麼 – 常識 

李名慈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常識的問題。 

E44 十萬個為甚

麼 – 科技 

姚  遐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科技的問題。 

E45 十萬個為甚

麼 – 天文 

黃廷元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天文的問題。 

E46 十萬個為甚

麼 – 地理 

曉舟 利用圖畫及文字回答有關地理的問題。 

E48 把身體挺直 徐素玫 利用文字解釋把身體挺直對幼兒的重要性。 

E49 眼淚小精靈 徐素玫 利用文字解釋幼兒愛哭的因由。 

E50 交通工具 楊希彥 本書是專為幼兒設計的遊戲書，內文中英對

照，有助孩子發展雙語能力，通過看圖認字及

配對遊戲，幫助幼兒認識各種交通工具的中英

文名稱。 

E52 圖形 宛萍 採用鮮明的圖畫，介紹時間、圖形、顏色和數

數等概念，每書更附有撥動指針遊戲，幫助幼

兒透過活動，領悟抽象的概念。 

E53 時間 宛萍 採用鮮明的圖畫，介紹時間、圖形、顏色和數

數等概念，每書更附有撥動指針遊戲，幫助幼

兒透過活動，領悟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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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54 太陽 茱莉安．鮑爾 書中有很多關於太陽的知識，加上精彩的照

片、繽紛的彩圖，令你讀得高興，學得開心。 

E55 風 茱莉安．鮑爾 書中有很多關於風的知識，加上精彩的照片、

繽紛的彩圖，令你讀得高興，學得開心。 

E56 雨 茱莉安．鮑爾 書中有很多關於雨的知識，加上精彩的照片、

繽紛的彩圖，令你讀得高興，學得開心。 

E57 雪 茱莉安．鮑爾 書中有很多關於雪的知識，加上精彩的照片、

繽紛的彩圖，令你讀得高興，學得開心。 

E58 節日的故事 韓冰、文苑 本書以淺白易懂的文字，配以彩色圖畫，依次

介紹各個傳統節日的來源和風俗習慣。 

E59 正確行為規範 馬翠蘿 以圖片及文字教導正確的行為表現。 

E60 遵守交通規則 馬翠蘿 以圖片及文字教導馬路上交通規則。 

E61 動物 楊希彥 本書是專為幼兒設計的遊戲書，內文中英對

照，有助孩子發展雙語能力，通過看圖認字及

配對遊戲，幫助幼兒認識各種動物的中英文名

稱。 

E62 有趣的漢字 布裕民 本書提供文字的正寫、正讀、正解等多方面提

供了依據，本書的插圖準確地表現了文字的要

求，更豐富了閱讀的趣味。 

E63 你+我 跨越自

閉活出彩虹 

香港弱智服務

工作人員協會 

收集了多篇文章和自閉症人士手繪圖畫，刻畫

出彼此如何衝破溝通障礎。 

E64 3Q 父母 陳龍安 本書探討如何做個 3Q父母？要做 3Q父母有何

秘訣？3Q父母可以栽培出怎樣的孩子？ 

E65 愛兒成長 婚姻及兒童啟

導中心有限公

司 

這是一本由理論和經驗所結合的書。內容不單

論兒童的心智發展的問題，更闡述管教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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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66 7種 IQ 霍華德 嘉納 本書利用三大部分幫助讀者自已發掘不同的

IQ潛能。 

E67 愛子有方 婚姻及兒童啟

導中心有限公

司 

本書對父母們如何幫助子女的心智成長，提供

了很實用的方法，也指出在教導過程中要有正

確的觀念才能事半功倍。 

E68 英文拼字 4合 1

百變卡 

林春福 全面提高小朋友的英文拼字能力，共有 100幅

圖畫及 104張字母咭，供小朋友學習，使用簡

便，寓學習於遊戲中，更可增進親子關係。 

E69 英文拼字 3合 1

百變卡 

林春福 全面提高小朋友的英文拼字能力，共有 75幅

圖畫及 78張字母咭，供小朋友學習，使用簡

便，寓學習於遊戲中，更可增進親子關係。 

E72 『你和我同一

樣』漫畫集 

香港弱智人士

家長聯會 

將漫畫比賽得獎作品結集成書，讓弱智人士正

面形象的訊息更加廣傳。 

E73 作孩子指路明

燈 

黃重光 作者分享他對離世父親的懷念和當中的的心

路歷程，讓讀者分享他人生心得的同時，也把

握到成功和豐盛的人生秘訣，讓自己能活出光

輝的生命，帶領孩子奔向成功和快樂的人生。 

E74 解開孩子的鬱

結情 

黃重光 幫助父母了解「情」對孩子的重要性，了解和

把握孩子常見負面情緒的處理方法。此外協助

家長預防孩子鬱結負面情緒，進一步培育孩子

作為情感成熟的人。 

E75 生命之始 鄭慧敏 希望藉一些育嬰經歷帶出主題，展示小生命由

孕育到幼兒時期的一些重要階段，讓為人父母

除可從輕鬆獲得一些培育幼兒的啟發，也可從

文章末的資料了解生命各階段的成長需要和

特徵，預備好自己去迎接孩子成長的挑戰。 

E76 認識你的孩子 黃重光 本書協助父母深入了解孩子，包括：孩子的性

格、成長過程、潛能和「另類需要」。父母必

需從這四個角度認識孩子，配合適當的教育方

法，孩子才會正常和快樂地成長，自己也才能

享受為人父母的快樂。 

  



28 

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77 溝通與親子關係 黃重光 本書作者深入地討論溝通與親子關係，並協助

父母把握與孩子溝通的技巧，也深入淺出地分

析父母與孩子溝通上常見的問題及改善要訣。 

E78 幸福單親路 陳麗雲 黃重光 本書深入分析了離婚和喪偶人士及他們的孩子

所面對的情感衝擊及身心反應，也提供了很多

治療心靈創傷的方法，協助大家在生命路上不

斷成長。 

E79 幫孩子打開閱讀

之門 

江李志豪 書中介紹家長怎樣從零歲開始為孩子鋪好閱讀

之路。引領孩子進入閱讀樂園；而小學老師怎

樣從家長手上接棒，指導孩子閱讀得更有效

益。本書更可協助經常陪伴子女閱讀的父母，

盡收閱讀之成果。 

E80 開創孩子豐盛的

人生路 

黃重光 本書從「成長目標」、「成長需要」和「培養方

法」三個角度，協助父母把握孩子全人成長的

各個重要課題及栽培孩子成長的方法。 

E82 唐氏症家長手冊 

幼兒篇 0-6歲 

中華民國唐氏

症關愛者協會 

介紹什麼是唐氏症及其有關的資料，家長對孩

子的教導及照顧等資料。 

E83 唐氏症家長手冊

學齡篇 7-15歲 

中華民國唐氏

症關愛者協會 

介紹什麼是唐氏症及其有關的資料，家長對孩

子的教導及照顧等資料。 

E84 壓力鬆一鬆 關袁添 作者期望本書能喚起讀者對壓力問題的關注，

提高對壓力的警覺，懂得控制壓力來源，並掌

握應付壓力的一些方法。 

E85 色盲檢查圖 俞自萍等 利用不同的圖案檢查眼晴。 

E86 給弱兒父母的幾

句話 

學前弱能兒童

家長會 

作者期望這書能啟發教育、醫療與社會服務提

供者及一般人士對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多一

分認識、了解、接納和尊重。 

E87 畫說中華五千年

國之重寶 

宋如峰 本書紹介千年的國寶文物：青銅器及陶器，華

夏文明演進的千古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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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88 畫說中華五千年

發明之旅 

宋如峰 本書紹介千年的國寶文物：中國的算術及改變

歷史軌跡的發明，華夏文明演進的千古足音。 

E89 畫說中華五千年

文明創作 

宋如峰 本書紹介千年的國寶文物：溝通的藝術文字及

歷史的彩虹繪畫，華夏文明演進的千古足音。 

E90 畫說中華五千年

生活智慧 

宋如峰 本書紹介生產食品以果飢腹及製作服飾以蔽身

體…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E91 畫說中華五千年

建築交通 

宋如峰 本書紹介搭蓋房屋以擋風，生產食品以果飢腹

及通交與運輸…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E92 畫說中華五千年

藝術探索 

宋如峰 本書紹介 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墓編鐘，幾乎包

括一架現代鋼琴的整個音域；以京劇為代表的

中國戲曲雄踞世界三大戲劇文化之列。 

E93 畫說中華五千年

工藝之美 

宋如峰 本書紹介千年的國寶文物：玉器及陶器，華夏

文明演進的千古足音。 

E94 畫說中華五千年

科學寶庫 

宋如峰 本書紹介千年的國寶文物：中國四大發明造

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華夏文明演進的

千古足音。 

E95 
世界名人之旅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每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偉人，都有一部感人

至深的故事。他們的豐富閱歷和人生體驗，他

們的奮鬥精神和成功要素，對現今的少年兒童

有著巨大的啟廸和教育作用。 

E96 
傻小子起飛 黎程正家 本書的傻小子是指「低成就學童」。他們並非沒

有學習能力，但其學習成績與他自身的真正能

力有很大的差異。要幫助他們，不僅要有愛心，

還要幫得其法，才能令他們振翅高飛，在廣闊

的學習天空中自由翱翔。家長及老師提供適切

指引，將複雜理論化為表格，方便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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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98 握筆學寫字：動

作協調障礙兒童

邁向成功的書寫 

醫院管理局-

復康專科及

資源中心 

有動作協調障礙的兒童普遍存在寫字困難。許

多有這種困難的兒童在做家課和進行日常活動

時都要幾經掙扎。抄寫變成了兒童挫敗的其中

一個來源，令兒童和家長感到沮喪。本書目的

旨在增進公眾對書寫困難的認識和瞭解，並提

供治療和處理策略的建議。 

E99 防止兒童性侵犯

個實錄 

張錦芳 孩子一旦遭受性侵犯，其受害陰影將會長期困

擾孩子，嚴重者甚至會斷送孩子一生，毀掉孩

子前途，做父母者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 

E100 上帝的寶石天才

自閉兒 

宋芳綺 

謝璦竹 

不喜歡與人接觸、固定的特殊行為模式、無法

使用語言，這些是自閉兒的典型特徵。在台灣，

更有許多自閉兒，用我們不理解的奇才異能－

－記憶力特強、心算能力不可思議、藝術表現

超水準－－發散出奪目的光芒。 

E101 為什麼我的孩子

和別人不一樣 

亞倫．弗朗西

斯 

麥可．弗斯特 

本書是根據被尊為精神病診斷「聖經」的《精

神病診斷手冊》改寫而成的「普及版」。作者鑑

於五個人當中就有一人有心理問題，以淺白、

易懂、適合人人閱讀的心理衛生指南，幫助更

多的人及早正視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問題，正確

面對精神疾病和患者的態度。 

E103 愛同行 – 心聲

集 

救世軍 本書透過一些有血有淚的家庭故事，除了感受

到智障與自閉人士家庭在照顧上的艱辛，更體

會到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只要與這些家庭同

樣抱著一種不畏艱難、永不放棄的精神，可以

闖出一條新路。 

E104 聽聽孩子的需要 

- 與智障人士並

肩走過的成長路 

匡智會 本書記載了匡智會、學生、學員、家長、同事

及義工一起並肩同行的動人故事，宣揚愛、包

容、鼓勵及尊重智障人士的社會共融訊息。 

E105 非常路上的少女 郭乃揚 本書透過八個非常少女的故事，能令讀者以不

同的角度去看此群少女的成長及行為，能明白

她們的掙扎及內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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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106 親筆情 ICAC 這是一本以小學家長為對象的親子德育文集，

內容包括有小學生心聲、家長及親職教育工作

者的分享文章。 

E107 開啟你的智慧 謝家安 本書透過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去協助讀者充分發

揮自己的潛能，達致學業及事業上的成功。 

E108 有效發揮大腦潛

能 

謝家安 本書過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去協助讀者揭開大腦

無限潛能及巧妙運用潛意識力量。 

E109 自閉青年在途上 香港關懷自

閉聯盟 

本書記錄了 17位自閉青年的自白。 

E110 合奏「管」然「樂」 大埔浸信會

社會服務處 

這書提醒我們，在教育子女過程中，夫婦二人

的同心及「管教之路，合拍之道」是很重要的。

這是一本很有願景的書。 

E111 給新手家長的-

認識自閉症兒童

手冊 

自閉症人士

福利促進會 

本書向讀者介紹自閉症孩子的特徵，以及如何

引導孩子去學習、成長，亦有分享家長如何調

適自己的心理和照顧孩子的貼士。 

*E112 給新手家長的-

自閉症兒童訓練

策略手冊 

自閉症人士

福利促進會 

本書向家長傳遞自閉症的特徵、訓練指南及訓

練策略等訊息，讓家長初步了解及掌握自閉症

子女的特性，建立正確的態度和合適的期望。 

*E113 快樂傳情 潘穎文 本書作者以言語治療師的專業角度出發，設計

多個不同的社交訓練活動，並設不同指引讓家

長輕鬆掌握活動技巧，帶領孩子從活動中感受

溝通的快樂，從而改善社交溝通的能力。 

*E114 100個打開智能

寶藏的親子遊戲 

香港耀能協

會 

本書以認知學習內容為骨幹，透過幼兒的日常

生活經驗，以及有趣的親子活動來幫助幼兒學

習。 

*E115 詞彙學習小天地 

詞彙知識練習

(一) 

協康會 本書透過分類、找異類、聚歛性命名以及擴散

性命名的重點訓練，幫助孩子鞏固詞彙記憶、

加強詞彙知識、深化詞彙網絡組織和改善詞彙

尋找能力，有效提升孩子的詞彙學習能力。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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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116 詞彙學習新領域 

詞彙知識練習

(二) 

協康會 本書透過分類、找異類、聚歛性命名以及擴散

性命名的重點訓練，幫助孩子鞏固詞彙記憶、

加強詞彙知識、深化詞彙網絡組織和改善詞彙

尋找能力，有效提升孩子的詞彙學習能力。 

*E117 童砌積木學社交 香港耀能協

會 

本書闡述如何透過「Lego積木治療」，誘發自

閉症兒童改善其社交技巧，提高與他人溝通的

能力。 

*E118 聽說讀寫百寶箱 協康會 本書能讓家長有系統地認識幼兒的語文發展及

掌握具體的家居訓練方法，激發幼兒學習語文

的興趣。 

*E119 愛有方-自閉症

人士復康之路 

(繁體字版) 

王林小玲 透過不同的真實故事講述自閉症人士家長照顧

及訓練的艱辛，亦有專家剖析有關案例的成功

之道，協助家長與孩子攜手踏上復康之路。 

*E120 愛有方-自閉症

人士復康之路 

(簡體字版) 

王林小玲 透過不同的真實故事講述自閉症人士家長照顧

及訓練的艱辛，亦有專家剖析有關案例的成功

之道，協助家長與孩子攜手踏上復康之路。 

*E121 我和兒子的每一

步 

陳錦鴻 本書作者透過解答有關自閉症孩子的常見問

題，分享教養實戰心得，讓父母能從中找到靈

感，幫助孩子盡展所長，同時亦希望讓人明白

自閉症孩子的思考邏輯和行為意義。 

*E122 兒童性格解碼-

從天性發掘子女

潛能 

葉慧 本書以科學認證的方法，評估孩子的性格，協

助家長認清孩子的天賦，因材施教，為孩子選

擇合適的路。 

*E123 0-6歲開啟孩子

潛力的關鍵對話 

竹內繪里香 本書作者為幼兒教育專家，從分析 0-6歲孩子

的表現和需要，分享如何藉語言、肢體及眼神

接觸激發孩子的潛能。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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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教育類) 
編號 書籍名稱 作者 內容簡介 

*E124 兒童左右腦發展

全攻略 

李憲嚴 本書帶我們進入腦部的世界，認識兒童腦部發

展，藉此解讀常見的兒童發展、學習及行為問

題，亦介紹如何以不同的大腦運動和飲食促進

孩子的腦部發展。 

*E125 讓孩子開口說話 詹姆斯．麥當

諾 

本書集結超過三十年的臨床治療及研究結果，

讓父母走進語言發展障礙孩子的世界，通過不

同方法漸進地帶領他們學會開口表達，進而建

立良好的社交關係。 

*E126 1001個自閉兒教

養秘訣 

愛倫．諾波姆 

維洛妮卡．齊

思克 

本書針對自閉兒在社交、感官、行為及自我照

顧等方面的問題，提出實用的建議與處理方

法，資訊簡單明瞭，層次分明，適合快速查閱。 

*E127 「感覺統合」家

居訓練冊 

香港耀能協

會 

本書提供具體可行的感覺統合活動建議及家居

訓練方法，讓家長掌握在家居環境中為孩子進

行親子感統活動的箇中要點。 

*E128 「感覺統合」家

居訓練冊 

香港耀能協

會 

本書提供具體可行的感覺統合活動建議及家居

訓練方法，讓家長掌握在家居環境中為孩子進

行親子感統活動的箇中要點。 

*E129 教養自閉症兒童 

給家長的應用行

為分析指南 

Shira 

Richman 

本書以應用行為分析法為根本，提供幫助家長

教養自閉症兒童的實用有效方法，促使自閉兒

與家人、朋友及學校環境互動。 

*E130 蛻變與承擔-  

家長心聲Ⅲ 

香港弱智人

士家長聯會 

本書記載了一群智障人士家長在家長組織中的

經銷歷和成長的路，亦有一些專業人士、義工

和智障學員的心聲，鼓勵家長衝破自己、蛻變

革新，為智障子女爭取福祉。 

*E131 智障人士健康資

訊錦囊 

智障人士健

康教育推廣

專責小組 

本書一套 5冊，介紹智障人士的健康資訊，包

括智障人士適用的體適能活動、健康飲食、視

聽器官護理和個人衛生習慣、口腔健康及護理

的相關資訊。 

*為 2020 年 5月新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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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碟 

編號 光碟名稱 出版社 內容簡介 

V1 櫻桃子丸子之印刷寶

箱 (廣東話) 

草莓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本軟體特色如下： 

多樣印刷品 DIY、近千幅創意小丸子圖案、

多種創意文字與賀詞庫等等。 

V2 HELLO KITTY歡樂世

界(2) 

SANRIO 以啟發性的遊戲，讓凱蒂貓、大眼蛙可洛比

及許多的歡樂夥伴，陪您及您的小朋友從遊

戲中訓練記憶力、音感、認識動物等。 

V3 快打 IQ大出擊 草莓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利用有趣的遊戲考考小朋友的智力。 

V4 萬花筒 IQ100 

益智光碟 

MICROSOFT 萬花筒結合童玩與益智推理遊戲，以五種不

同型態的啟發性遊戲訓練兒童對形狀、聲

音、數字的認知，培養對色彩的敏感度，發

展推理及創作能力，考驗記憶力，可促進腦

力和身心之靈活發展。 

V5 生活中的奧妙 光復書局 本光碟運用活潑有趣的動畫，介紹生活中十

餘項常見事物的變化現象或原理，就像看電

影一樣，讓小朋友對生活與大自然有更多的

認識。 

V6 HELLO KITTY歡樂世

界(1) 

SANRIO 以啟發性的遊戲，讓凱蒂貓、大眼蛙可洛比

及許多的歡樂夥伴，陪您及您的小朋友從遊

戲中訓練記憶力、音感、認識動物等。 

V7 HELLO KITTY歡樂世

界(3) 

SANRIO 以啟發性的遊戲，讓凱蒂貓、大眼蛙可洛比

及許多的歡樂夥伴，陪您及您的小朋友從遊

戲中訓練記憶力、音感、認識動物等。 

V8 瘋狂 XO城 SANRIO XO城是個充滿歡笑的城市，每天每日都熱鬧

非凡，趕快移動地圖，一探究竟吧。 

V9 誰看見小星星 太華國際有

限公司 

由家長培伴孩子透過這套軟件啟發孩子思

維，在 7個單元中學習認識形狀、顏色、數

數、貼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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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碟 

編號 光碟名稱 出版社 內容簡介 

V11 芭比卡通小導演 草莓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本光碟讓您在電腦上享受前所未有的電腦

動畫，選擇背景、小道具和主角、導演演員

的移動和對話，加上音樂、聲音和特殊效

果。可以編導上萬個芭比故事。 

V12 動物朋友們，早安 協和多媒體 帶領小朋友前往世界上每一處動物的棲息

處，透過自然生動的影片、詳細說明，讓孩

子認識各種動物的名稱、種類、生態。 

V13 創意彩繪筆(廣東話) 鉅盛集團 精美填色畫冊，收錄了近百幅可供自由著色

的黑白線條圖片及強大資料庫，包括卡通人

物、動物、昆蟲、交通工具等等。 

V14 加菲貓彩繪魔術師 草莓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各種神奇的繪圖工具可供選擇，可隨意在空

白的畫紙上表現出天馬行空的幻想，加上工

具以及附加的特殊效果，圖庫內上百種加菲

貓原畫人物和背景，很快地一張多姿多采的

圖畫就可印出來。 

V15 PB熊的慶生會 光復書局 透過它的強力放送，小朋友可以經由父母的

幫忙，學習字彙和故事的聽說讀寫。 

V16 兔寶寶成長樂園 2 神通機構 透過有趣的遊戲讓小朋友學習字母與數

字、形狀與圖案排列、配對與分類、簡單閱

讀等，遊戲設不同挑戰等級，適合不同程度

的小朋友。 

V19 123動物園 – 安安

進城記 

華友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帶領小朋友在充滿歡樂、想像、幽默、神秘

的環境中；以互動的遊戲方式複習及隨機測

驗 0-9的數字認知、筆順教寫等。 

V20 123動物園 – 安安

奇幻城之旅 

華友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讓小朋友在輕鬆愉快的心情下學習數學，進

而習慣數學、學會數學，從個位數字的了解

認知進階到 100等。 

V22 小寶貝的電腦遊戲

(1) 

會宇多媒體

股份有限公

司 

孩子可以自由操作，藉由與各種可愛造型的

互動，培養對色彩、圖形、音樂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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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碟 

編號 光碟名稱 出版社 內容簡介 

V23 小朋友學中文字 

(廣東話) 

FUTURE 

LEVEL 

通過有趣的動畫介紹，學習文字的起源、字

的意義等等。超過百款不同形式，讓小朋友

在遊戲中加深對中文字的認識。 

V24 數學頑童(1)  

(廣東話) 

學道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根據小學一、二年級數學課程標準精心製

作，讓小朋友認識數字、加減法、圖形、大

小、形狀、時間、九九乘法等概念。 

V25 哇酷英語屋 重統光碟科

技有限公司 

讓小朋友藉眼睛看和耳朵聽來學習英文，並

能很快記住 400個單字，對於幼兒學習英文

而言，是最好的基本英文教學軟體。 

V26 亨利與哈利 鉅盛集團 流暢的卡通影展效果，配合中英文雙語學

習，加上幽默風趣的小動畫，是一套寓教於

樂的益智遊戲。 

V27 兒童趣味文字 

(廣東話) 

神風資訊科

技有限公司 

共分中國文字的來源、有趣的英文字母、看

圖識字及小小測驗四個部份講述，圖文並

茂，真人發聲，還有文字問答遊戲，形象生

動的文字演變動畫。 

V28 均衡的營養(廣東話) 彩言股份有

限公司 

內容包括飲食、營養、體重、遊戲、童話、

著色，每單元均由醫學專家參與製作，內容

易學好玩，互動有趣，絕對是適合兒童學習

的最佳之選。 

V29 辛蒂亞的婚禮 

(廣東話) 

鉅盛集團 流暢的卡通影視效果，畫面生動俏皮，寓意

深遠的精彩故事，是啟發兒童思考能力的最

佳讀物。 

V30 傷害與急救(廣東話) 彩言股份有

限公司 

透過互動的多媒體童話睡公主，兒童在不知

不覺中學習到有關傷害與急救的知識。 

V31 常見疾病的護理與預

防(廣東話) 

彩言股份有

限公司 

讓兒童在輕鬆有趣的互動世界，學習到常見

疾病的護理與預防的知識，生活習慣如何影

響身體健康、口腔保健遊戲、認識傳染病遊

戲、青春期的各種狀態、生活常識問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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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碟 
編號 光碟名稱 出版社 內容簡介 

V38 繽紛故事王國 4 

小蝌蚪找媽媽 

新雅文化 光碟內容包括故事閱讀、聆聽及各種遊戲，

小朋友可以同時學習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為日後學習語言奠定良好基礎。 

V39 繽紛故事王國 1 

三隻小豬 

新雅文化 光碟內容包括故事閱讀、聆聽及各種遊戲，

小朋友可以同時學習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為日後學習語言奠定良好基礎。 

V40 小跳豆開心教室 1 新雅文化 光碟內容包括故事閱讀、聆聽、兒歌及各種

遊戲，光碟採用三種教學語言：粵語、英語、

普通話和兩種文字：繁體字及簡體字，為小

朋友的語言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V41 繽紛故事王國 3 

狼來了 

新雅文化 光碟內容包括故事閱讀、聆聽及各種遊戲，

小朋友可以同時學習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為日後學習語言奠定良好基礎。 

V42 繽紛故事王國 2 

獅子和老鼠 

新雅文化 光碟內容包括故事閱讀、聆聽及各種遊戲，

小朋友可以同時學習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為日後學習語言奠定良好基礎。 

V45 歡樂園地 

七大益智單元 

宜新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七大益智單元中，依深淺程度由簡到難循序

漸進，以豐富多彩的設計為起點，進入變化

多端世界，開發智力，增長知識，適合兒童

自我發揮、培養藝術感。 

V46 金髮歌蒂與三隻熊

(廣東話) 

包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本軟體是一套兒童教學軟體，內容豐富，有

聽故事、玩玩看、聽歌曲等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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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 

編號 玩具名稱 功能 

TOY1 智慧巧巧環 1. 培養圖形、顏色配對能力。 

2. 建立序列及分類概念。 

3. 進行長短、多少的比較概念。 

4. 學習數數及合成、分解的能力。 

5. 激發自由創作能力。 

6. 了解順序、位置的概念。 

7. 建立分配概念，這是學習除法及分數的基礎。 

TOY2 圓的方的串一串 1. 訓練眼手協調的能力。 

2. 加強對顏色、形狀的分類能力。 

3. 建立顏色、形狀的序列概念。 

4.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5. 建立數量概念。 

TOY3 親子穿線樂 
1. 促進手部小肌肉發展。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3.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4. 激發自由創作及建立設計的概念。 

5. 達到親子同樂的目的。 

TOY4 趣味益智妙鈕釦 1. 促進大小肌肉的發展及手眼協調能力。 

2. 辨識紅、黃、藍、綠、紫五種顏色。 

3. 學習分辨大小。 

4. 建立序列的概念。 

5. 認識數量概念。 

TOY5 小小設計家 
1. 加強孩子對圖形與顏色的認識。 

2. 訓練序列、對稱及秩序的概念。 

3. 建立分類能力。 

4. 激發孩子的創造力。 

TOY6 穿線遊戲 1. 訓練手眼協調。 

2. 加強控制手指肌肉的能力。 

3. 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 

TOY7 誰是誰：歸類遊戲

卡 

1. 培養幼兒注意聆聽的習慣。 

2. 增進視覺的聯結能力。 

3. 提昇幼兒觀察、歸納分類及邏輯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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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 

編號 玩具名稱 功能 

TOY9 動物對對卡 1. 增進對動物形貌的認識。 

2. 提高觀察思考和記憶能力。 

TOY10 食物對對卡 1. 增進對食物形貌的認識。 

2. 提高觀察思考和記憶能力。 

TOY11 算數卡（１） 1. 培養數字概念。 

2. 認識 1---10數字。 

3. 學習數數。 

TOY12 算數卡（2） 1. 認識加減概念。 

2. 提高孩子學習數學的興趣。 

TOY13 排卡講故事（1） 1. 從聽故事，玩遊戲中訓練孩子的記憶力、觀察力

和語言表達能力。 

2. 增進親子的溝通。 

TOY14 排卡講故事（2） 1. 從聽故事，玩遊戲中訓練孩子的記憶力、觀察力

和語言表達能力。 

2. 增進親子的溝通。 

TOY15 幼童啟蒙卡（上） 1. 透過認圖，認識人體特徵、動物、自然、家庭角

色和顏色形狀。 

2. 認識圖形的文字。 

TOY16 幼童啟蒙卡（下） 1. 透過認圖，認識野獸、交通工具、衣著用品、食

物及數字。 

2. 提高看圖認字的能力。 

TOY17 配對圖卡：用品工具 1. 建立對事物形象的認識。 

2. 準確的記憶字體、筆劃及其意義。 

3. 圖文配對遊戲。 TOY19 配對圖卡：學校生活 

TOY22 親子穿線樂 1.促進手部小肌肉發展。                                      

2.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3.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4.激發自由創作及建立設計的概念。                            

5.達到親子同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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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 

編號 玩具名稱 功能 

TOY23 多功能學習車 1. 教幼兒學習英文字母及單字。 

2. 藉圖畫增進幼兒的生活認知。 

3. 利用套環教幼兒數數及計算。 

4. 引導幼兒認識鐘面的數字和指針。 

TOY24 蔬菜園 利用淺白文字說明生活周遭事物的多彩世界。 

TOY25 水果園 利用淺白文字說明生活周遭事物的多彩世界。 

TOY26 認識食物 利用淺白文字說明生活周遭事物的多彩世界。 

TOY27 動物世界 利用淺白文字說明生活周遭事物的多彩世界。 

TOY28 生活用品 利用淺白文字說明生活周遭事物的多彩世界。 

TOY29 故事小拼圖 
1. 幼兒能從不斷觀察、比較各個圖塊的過程中，增

進視覺辨識的能力。 

2. 幼兒能從頻繁的抓拿、放置、轉動、拚嵌等遊戲

動作中，促進手部肌肉的靈活發展。 

3. 幼兒能在拼組過程中領悟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更

培養記憶力、思考力、判斷力。 

TOY31 創意火車組 1. 可教幼兒認識顏色和形狀。 

2. 可提昇幼兒的用手智能。 

3. 可增進幼兒的生活認知。 

4. 可激發幼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TOY32 創意拼拼樂 1. 促進幼兒的眼手統合協調功能。 

2. 引導幼兒辨識各種幾何圖形。 

3. 幫助幼兒了解部份與整體的關係。 

4. 培養幼兒的觀察力與創造力。 

TOY34 剛果狩獵 1. 促進手部小肌肉發展。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3.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4. 達到親子同樂的目的。 

TOY37 層層疊 1. 促進手部小肌肉發展。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3.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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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 

編號 玩具名稱 功能 

TOY38 英語小天地 1. 全面提高小朋友的英文拼字能力。 

2. 使用簡便，寓學習於遊戲中。 

3. 促進親子關係。 

TOY39 個人錄音機 1. 培養幼兒注意聆聽的習慣。 

2. 達到親子同樂的目的。 

3. 可供錄音。 

TOY40 數學小天地 提高小朋友們對數數目及計算的興趣。 

TOY41 水果玩具 1. 讓幼兒認識各種日常食物。 

2. 讓幼兒學習手部肌肉運動。 

TOY42 蔬果玩具 1. 讓幼兒認識各種日常食物。 

2. 讓幼兒學習手部肌肉運動。 

TOY43 學習講英文字母 1. 培養幼兒注意聆聽的習慣。 

2. 教幼兒學習英文字母及單字。 

3. 提高看圖認字的能力。 

TOY45 神奇手寫板 1. 教幼兒學習執筆。 

2. 教幼兒學習繪圖、寫字。 

TOY46 彈珠機 1. 讓幼兒學習手部肌肉運動。 

2. 促進親子關係。 

3.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4. 培養孩子的專注力及耐性。 

TOY50 電子琴 1. 訓練手、眼協調。 

2. 視覺及聽覺記憶。 

3. 訓練想像力及獨立性。 

4. 怎樣解決困難。 

5. 訓練音樂創意。 

TOY54 方塊拼圖(灰姑娘) 1. 訓練記憶力。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55 方塊拼圖(米奇老鼠) 3. 訓練記憶力。 

4.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56 方塊拼圖(白雪公主) 1. 訓練記憶力。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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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玩具 

編號 玩具名稱 功能 

TOY57 方塊拼圖(數字遊戲) 1. 訓練記憶力。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59 玩具熨斗 1. 訓練小朋友運用日常工具。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62 星際旋風球 1. 訓練小朋友運用日常工具。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64 串線樂 1.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2. 訓練反應。 

3. 促進親子關係。 

TOY65 串線樂 1.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2. 訓練反應。 

3. 促進親子關係。 

TOY66 中文拼字遊戲(上下組

合) 

1. 透過十種不同的玩法，寓學習於遊戲。 

2. 利用遊戲認識漢字的結構。 

TOY67 中文拼字遊戲(左右組

合) 

1. 透過十種不同的玩法，寓學習於遊戲。 

2. 利用遊戲認識漢字的結構。 

TOY68 方塊拼圖(維尼熊) 1. 訓練記憶力。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69 木製巧手穿線板 1. 訓練反應。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TOY70 木製親子串一串 1. 訓練反應。 

2. 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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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源 

 學校設有家長資源中心，歡迎家長使用中心作休息或與其他家長閒談交

流，中心內亦設有很多資源供家長借用，包括書籍、光碟及親子玩具系

列。借用期限為兩星期，借用時請填寫放在中心內之借用紀錄表。 
 

 

 

 

 

 

 

 

中心內亦設有衣車，歡迎家長到中心借用衣車縫製衣服。 
 

 

 

 

 

 

 

中心亦有舊校服可供家長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