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行为方法：如何教育孤独症和相关障碍儿童
The Verbal Behavior Approach: How to Teach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Related 
Disorders   2013年1月出版
[美]Mary Lynch Barbera,Tracy Rasmussen/著   美国展望教育中心/译   36.00元

孤独症和相关障碍人士如厕训练指南（第二版）
Toilet Training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or Other Developmental Issues：2ed

2015年1月出版  [美]Maria Wheeler/著   宋玲/译   36.00元

孤独症孩子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最新增订版）
Ten Things Every Child with Autism Wishes You Knew: Updated and Expanded 
Edition  2014年8月出版  [美]Ellen Notbohm/著  秋爸爸  燕原/译  29.00元

孤独症儿童早期发现  贾美香  鲍秀兰/著   25.00元

Early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2014年6月出版

孤独症儿童行为管理策略及行为治疗课程
A Work in Progress: Behavior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a Curriculum for 
Intensive Behavior Treatment of Autism  
2008年4月出版  [美]Ron Leaf, John McEachin/著   蔡飞/译   38.00元

应用行为分析与儿童行为管理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for Children
2012年4月出版  郭延庆/著   30.00元

孤独症儿童的行为教学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10年8月出版  刘昊/著   29.00元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关键反应训练掌中宝
The PRT Pocket Guide: 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15年1月出版 [美]Robert Koegel,Ph.D.等/著   胡晓毅等/译   39.00元

孤独症儿童关键反应教学法  
Classroom Pivotal Response Teach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2015年8月出版  [美]Aubyn C.Stahmer,Ph.D.等/著  胡晓毅/译  49.00元 融合教室问题行为解决手册

Behavior Solutions for the Inclusive Classroom: A Handy Reference Guide that Explains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Autism, Asperger's, ADHD, Sensory Processing Disorder, and 
other Special Needs   [美]Beth Aune等/著  张雪琴/译

融合学校问题行为解决手册
More Behavior Solutions In and Beyond the Inclusive Classroom: A Must-Have for 
Teachers and Other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s!   [美]Beth Aune/著  陈娟/译

日常生活问题行为解决手册
Behavior Solutions for the Home and Community:A Handy Reference Guide for Parents 

and Caregivers   [美]Beth Aune/著   陈烽/译

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融合课程（第二版） 
Accessing the Curriculum for Learn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Using the 
TEACCH programme to help inclusion ,2nd Edition  [美]Gary Mesibov等/著   于松梅/主译

功能性行为评估及干预实用手册（第三版）
Functional Assessment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for Problem Behavior: A 
Practical Handbook (3rd edition)       [美]Robert E. O'Neill等/著  

涵盖了评估问题行为的各种策略，以及一套基于评估

结果设计行为支持计划的系统方法，并提供了具体的

表格和程序。

应用行为分析入门手册（第二版）
Understanding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ABA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2nd Edition  

深入浅出地向家长和老师讲解，应如何把ABA的各

种干预技巧用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过程中。第二版

不但包括ABA领域的重要概念，还以实例说明各种

操作程序，增加了在学校环境中操作的部分。

[美]Albert J. Kearney/著  
马凌冬/译

“你会爱上这个孩子的！”：如何在融
合教室中教育孤独症学生（第二版）
"You're Going to Love This Kid!": Teach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in the Inclusive Classroom, 
2nd Edition  2017年10月出版

本书以特殊教育教师的视角，描述了孤独症学

生在融合教育环境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同

时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和方案。

“给他鲸鱼就好！”：巧用孤独症学生的
兴趣和特长
“Just Give Him the Whale!”: 20 Ways to Use 
Fascinations, Areas of Expertise, and Strengths to 
Support Students with Autism  2017年9月出版

充分利用孤独症儿童对物品的迷恋，介绍二十种不

同方法，开展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本书与《多多

的鲸鱼》是配套图书。

[美]Paula Kluth/著

[美]Paula Kluth/著
 梁志高 梁爽/译

coming soon...

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师资培训用书
Handbook of Training Inclusive Teacher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014年3月出版   华国栋/主编   49.00元

做·看·听·说：孤独症儿童社会性和沟通能力干预指南  
DO-WATCH-LISTEN-SAY: Social and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2015年1月出版
[美] Kathleen Ann Quill, Ed.D./著   何正平/译 78.00元

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丹佛模式:利用日常活动培养参与、沟
通和学习能力  2016年1月出版  78.00元

An Early Start for Your Child with Autism: Using Everyday Activities to Help Kids 
Connect, Communicate, and Learn       [美]Sally J.Rogers,Ph.D.等/著    张庆长等/译   

社交故事新编（十周年增订纪念版）
The New Social Story Book:Revised and Expanded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16年1月出版  [美]Carol Gray/著   鲁志坚/译

孤独症儿童游戏与想象力（第二版）
Play and Imagin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2nd 
Edition  2017年9月出版   

[美]Pamela J. Wolfberg/著  马安迪 索燕京/译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同伴干预策略的奠基之作。

第二版经过全面修订，反映了孤独症领域同伴干

预研究的最新进展。 

畅销书 行为导图   Behavior Mapping   

 2017年8月出版  [美]Amy Buie/著   黎文生等/译

基于实证研究的数据，作者开发了行为导图。

行为导图简便易行，对各类和各种程度的儿

童、学生都有效果。书中提供的大量实例适合

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主要的四类导图能涵盖课

堂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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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雁教授、女童保护基金共同推荐！

智能障碍儿童性教育指南：正确认识身体、界限和性  
Teaching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bout Their Bodies, Boundaries, and 
Sexuality     2016年5月出版  [美]Terri Couwenhoven/著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睡眠问题
实用指南
Solving Sleep Problem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17年8月出版
[美]Terry Katz，Beth Ann Malow/著 

 王广海  鲁明辉/译  

江帆/审校

发育障碍儿童诊断与训练指导
A Step-by-step Guidance by the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2017年4月出版  [日]柚木馥  白崎研司/著   王宁/译  

巡回指导的理论与实践
2017年7月出版   王红霞/编著 

教学相长：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与教师的故事 
2017年7月出版    王红霞/主编  王秀琴/副主编    

资源教室建设方案及课程指导
2017年7月出版  王红霞/主编 王艳杰/副主编  

您每购买一本此书，我们将向女童保护基金捐出0.50元，专门用于特殊儿童的防性侵教育。

特殊儿童安全技能发展指南   [美]Freda Briggs/著   张金明等/译

Developing Personal Safety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017年1月出版  

感官障碍学生性教育

教案集（含学生练习册）
[美]葛兰·昆特/主编

发展障碍学生性教育

教案集（含学生练习册）
[美]葛兰·昆特/主编

促进沟通的视觉策略：学校与家庭实务辅导指南  
Visual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Communication：Practical Supports for School 
and Home  [美]Linda A. Hodgon/著    

孤独症行为问题的解决方案：促进沟通的视觉策略  
Solv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Autism :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美]Linda A. Hodgon/著    

结构化教学的应用 How to use structured teaching in classroom and family  于丹/著   

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吴淑美/著

融合教育教材教法
Teach ing St ra teg ies  fo r  Inc lus ive 
Education   吴淑美/著

coming soon..

best seller

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
Blue Papers on Needs of Parents with Autistic Children in China
2014年8月出版  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主编  28.00元

靠近另类学生：关系驱动型课堂实践
Teaching Children Who Are Hard to Reach: Relationship-Driven Classroom 
Practice
2015年2月出版  [美]Michael J. Marlowe, Torey Hayden/著  韩扬 等/译  36.00元

让教育属于所有孩子：送教上门教育案例
2016年1月出版   于文/主编  王红霞/执行主编  69.00元

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作品集

地板时光：如何帮助孤独症
及相关障碍儿童沟通与思考
Engaging Autism: Using the Floortime 
Approach to Help Children Relate, 
Communicate, and Think

[美]Stanley I. Greenspan, Serena Wieder/著 

2014年6月出版 

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
The Complete Guide to Asperger’s Syndrome

2012年8月出版  [英]Tony Attwood/著    燕原  冯斌/译   48.00元

孤独症和相关沟通障碍儿童治疗与教育
The TEACCH Approach to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2014年6月出版  [美]Gary B. Mesibov, Victoria Shea, Eric Schopler/著 秋爸爸/译   36.00元  

孤独症谱系障碍：家长及专业人员指南
The Autistic Spectrum: A Guide for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2013年10月出版  [英]Lorna Wing/著   孙敦科/译   36.00元

定价：49.00元

这本书对担心孩子的家长和专业人员，以及正在寻找对

付此障碍的干预方案的治疗小组都很有价值。地板时光和DIR

模式带来了有效的、令人兴奋的创新。

 ——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医师 

  哈佛医学院儿科名誉临床教授

地板时光
如何帮助孤独症及相关障碍儿童

ENGAGING AUTISM
USING THE FLOORTIME APPROACH TO HELP 
CHILDREN RELATE,COMMUNICATE,AND THINK

华夏出版社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华夏出版社

斯坦利 · 格林斯潘（Stanley I.Greenspan,

M.D.）通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及实践，以“通过儿

童与生俱来的兴趣来教授基本能力”的理念为基

础，提 出 了 基 于 发 展、个 体 差 异 和 人 际 关 系

（developmental,individual-difference,relationship-

based）的模式，简称 DIR 模式，也经常被称为“地

板时光”，本书详细介绍了何为 DIR/ 地板时光方

法、如何进入孩子的世界并把他们带入一个充满

关联、交流和思考的共享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改

善了此类儿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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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思考

格林斯潘博士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来帮助孤独症儿童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 天宝·格兰丁（Temple Grandin）博士

《用图像思考》作者

［美］斯坦利 · 格林斯潘
（Stanley I.Greenspan,M.D.） （Serena Wieder,Ph.D.）

   塞蕾娜 · 维尔德

马 凌 冬  /  译

宋  玲   冬  雪  /  审校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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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格林斯潘博士（Stanley I. Greenspan,

M.D.）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

及儿科临床教授。他是发展和学习障碍跨学科

委员会主席，创建了“0到3岁：美国婴幼儿及

家庭中心”组织，也是华盛顿精神分析协会的

儿童心理分析指导专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前

任负责人，国家心理健康协会婴幼儿临床发展

项目主管。格林斯潘博士曾发表学术论文上百

篇，编撰出版至少38部专著，被译成至少12种

语言。这些专著包括：《特殊需要儿童智力和情

绪发展指南》、《第一个想法》、《积极心理

的发展》、《充满挑战的孩子》、《婴儿及儿

童 早 期 》 、 《 以 发 展 为 基 础 的 心理疗法》、

《儿童不可剥夺的需要》。

塞蕾娜·维尔德博士（Serena Wieder, Ph.D.）

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婴幼儿的

诊断及治疗工作。担任《发展和学习障碍》期

刊的副主编、华盛顿精神医学院婴儿心理卫生

项目的咨询专家，也是“0到3岁”组织的咨询

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她发表了多部专著，并组

织了三十多场关于发展问题诊断和治疗的国际

和国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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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作者二十多年来有关发展障碍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为基础，

帮助父母摆脱孩子诊断标签的限制，了解每个孩子的特别之处，并给予对

儿童发展和学习的深刻理解，详细介绍了如何促进儿童掌握这些生命中最

重要的发展里程碑。

第一部：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优势、发展能力和需要

帮助家长认识孩子的特别之处以及孩子在情绪和认知发展中所处的里

程碑阶段。内容包括：超越标签的限制；生理障碍；观察孩子的生理障碍

和优势；六个里程碑；观察每个孩子：六个里程碑；观察自己；智力、自

我认识及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是情绪和互动。

第二部：促进情绪和智力的发展

详细介绍帮助儿童掌握这些发展里程碑的特别方法，内容包括：地板

时光；方法一：注意力、互动参与和亲密关系；方法二：双向沟通；方法

三：感受和想法；方法四：逻辑思考；增强以生理为基础的信息加工能

力；睡觉、如厕和其他挑战；特殊需要综合征。

第三部：家庭、治疗和学校

说明了如何在家庭、治疗以及学校中满足孩子的这些特殊需要，内容

包括：婚姻关系挑战；家庭挑战；系统的治疗方法；学校和其他孩子；我

们对孩子的期望。

·1369105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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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坦利 · 格林斯潘
（Stanley I.Greenspan,M.D.） （Serena Wieder,Ph.D.）

   塞蕾娜 · 维尔德
（Robin Simons）

   罗宾·西蒙斯

赵 瑾 娜  /  译

  /  著

《特殊需要儿童智力和情绪发展指南》

一书结合了斯坦利·格林斯潘博士（Stanley 

I .Greenspan,M.D.）和塞蕾娜·维尔德博士

（Serena Wieder, Ph.D.）两人多年来在儿童

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旨在就如何

促进特殊需要儿童的发展，为家长、教育工作

者以及从事儿童发展工作的相关人士提供指

导。本书适用于孤独症、广泛性发育障碍、语

言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脑瘫、注意力缺乏

障碍等各类特殊需要儿童。文中分析了这些综

合征或障碍的表现和特征，并根据儿童的个体

差异推荐了具体的引导方法，以全面促进这些

儿童的智力和情绪发展。

本书首先介绍了如何透过特殊需要儿童

身上的诊断标签，分析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

包括孩子在成长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其次，

详细说明了帮助孩子掌握核心发展里程碑，并

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具体方法。书中详细介

绍了格林斯潘博士开发的“地板时光”方

法——家长和临床医师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

帮助儿童逐渐攀登发展阶梯，并掌握之前认为

特殊需要儿童无法实现的创造性和抽象性思

维。书中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案例，深刻反映了

特殊需要儿童家庭所普遍面临的压力，以及各

个家庭采用有效方法后对孩子及整个家庭带来

的积极影响。

斯坦利·格林斯潘博士（Stanley I. Greenspan,

M.D.）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

儿科临床教授。他是发展和学习障碍跨学科委

员会主席，创建了“0到3岁：美国婴幼儿及家

庭中心”组织，也是华盛顿精神分析协会的儿

童心理分析指导专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前任

负责人，国家心理健康协会婴幼儿临床发展项

目 主 管 。 格 林 斯 潘 博 士 曾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上 百

篇，编撰出版至少38部专著，被译成至少12种语

言。这些专著包括：《地板时光：如何帮助孤独

症及相关障碍儿童沟通与思考》、《第一个想

法》、《积极心理的发展》、《充满挑战的孩

子》、《婴儿及儿童早期》、《以发展为基础的

心理疗法》、《儿童不可剥夺的需要》。

塞蕾娜·维尔德博士（Serena Wieder, Ph.D.）

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婴幼儿的

诊断及治疗工作。担任《发展和学习障碍》期

刊的副主编、华盛顿精神医学院婴儿心理卫生

项目的咨询专家，也是“0到3岁”组织的咨询

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她发表了多部专著，并组

织了三十多场关于发展问题诊断和治疗的国际

和国内研讨会。

罗宾·西蒙斯（ Robin Simons）是一名作家，

曾独自或与他人合著 7 本书，包括《哭泣之后：

父母倾诉养育残障子女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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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多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包含丰富的

案例，有助于同样开展巡回指导工作、建设资源教室的学校参考、借鉴。

170725 特教折页.indd   1-6 17/7/25   下午4:38



特殊教育和行为科学中的单一被试设计
Single Case Research Methodology: Applications in Special Education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7年12月出版  [美] David L. Gast , Jennifer R. Ledford/著   韦小满 等/译

教育和社区情境中的单一被试设计
Single-Case Research Designs in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Settings

2016年1月出版  

[美] Robert E. O'Neill, John J. McDonnell, et al/著  胡晓毅/译   39.00元

教育研究中的单一被试设计
Single-Case Desig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4年4月出版  [美] Craig Kennedy/著  韦小满 陈墨 等/译   39.00元

本书主要面向应用领域中的广大实践者和研究者（或未来的研究者），

这些领域包括学校教育、寄宿制康复服务机构和职业培训项目以及家庭环

境等。他们可能是普通学校或特殊学校的教师、学校咨询工作者或心理学家、

管理者、相关服务人员（例如言语或语言治疗师、作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

康复医疗机构或家庭治疗中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正在接受培训即将在上

述领域工作或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在这些领域中，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对

某一种干预策略或干预项目的效果进行控制性评估。

本书主要目的是，向读者提供对研究设计的基本理解，以及在评估日

常工作效果时所需的实践手段。本书包含了整个研究过程，从研究进行的

最初阶段，到研究实施的具体过程，再到研究效果评估以及研究成果的最

终发表，并尽可能使用清晰、直接、明确的表述方式，较少使用专业用语。

责任编辑    刘    娲

封面创意    刘    颖

美术编辑    殷丽云

教育和社区环境中的
单一被试设计

作者 / [ 美 ] 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E. O'Neill）  

                     约翰·麦克唐奈（John J. McDonnell）

                     费利克斯·比林斯利（Felix F. Billingsley）  

                     威廉·詹森（William R. Jenson）

译者 / 胡晓毅         

审校 / 杨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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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原理（第七版）
Principles of Behavior:7ed 
[美] Richard W. Malott, Joseph T. Shane/著   秋爸爸、陈墨/译

从实验、运用以及理论层面对行为原理进行探索，

并通过个案和日常生活实例的呈现，帮助读者将行

为原理运用于真实生活中。本书语言诙谐幽默，一

改学术著作古板严肃的特点，既适合作为高校教

材，也适合应用行为分析爱好者阅读参考。

我心看世界：天宝解析孤独症谱系障碍(增订版)
The Way I See It   2017年10月出版  [美]Temple Grandin/著  燕原 /译

故作正常：与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平共处
Pretending to be Normal 2017年1月出版 
[美]Liane Holliday Willey/著  朱宏璐/译   39.00元

我的星期三是蓝色的：一个孤独症天才的华丽蜕变 

Born on A Blue Day 2016年6月出版 
[英]Daniel Tammet/著 马斐 等/译   39.00元

我的IQ150：一个孤独症天才的自我发现 
Embracing the Wide Sky 2016年6月出版 

[英]Daniel Tammet/著  陈伟伟 等/译   39.00元

孤独症大脑：对孤独症谱系的思考
The Autistic Brain 2016年1月出版 [美]Temple Grandin等/著 燕原/译 39.00元

男孩肖恩：走出孤独症
There's a Boy in Here 2016年1月出版
[美]Judy Barron, Sean Barron/著   池朝阳/译   45.00元  

你好，我是阿斯伯格员工
Asperger's on the Job 
2016年1月出版  [美]Rudy Simone/著 朱宏璐 等/译  35.00元

你好，我是阿斯伯格女孩
Aspergirls 2015年1月出版   [美]Rudy Simone/著   朱宏璐 等/译   35.00元 

虚构的孤独者：孤独症其人其事
Autism and the Myth of the Person Alone 
2015年1月出版   [美]Douglas Biklen/著   池朝阳/译    49.00元 

用图像思考：与孤独症共生
Thinking in Pictures 2014年1月出版 [美]Temple Grandin/著 范玮/译  39.00元 

社交潜规则：以孤独症视角解析社交奥秘
The Unwritten Rul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2013年4月出版 [美]Temple Grandin,Sean Barron/著 刘昊 等/译  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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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理查德·潘内克 (Richard Panek) / 著

燕原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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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孤独症革命前沿的报道

孤独症是谱系障碍，天宝位于谱系高功能的一端。这样特殊的位置使得她成为孤独

症儿童、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人非凡的灵感来源。

——《时代周刊》(Time)

《孤独症大脑》为没有接触过孤独症群体的大众开启了一扇理解之门，为终日面对孤

独症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安慰。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在一个对的时间，由对的大脑创造的一本对的书。

——《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

这是格兰丁博士迄今最给人启发的一本书...... 对“孤独症大脑”的分析会让任何人从

中受益。我要特别推荐给孤独症谱系人群和孤独症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和其他神经系

统异常相关领域的人们。

——约翰·艾尔德·罗宾逊（John Elder Rob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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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薪予

作者简介

天 宝· 格 兰 丁（Temple Grandin） 是 世 界 最 有

成就和最知名的成年孤独症患者之一。她是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的动物科学系教授，多本畅销书的作者。

已出版《用图像思考：与孤独症共生》《我心看世界：

天宝解析孤独症谱系障碍》《社交潜规则 ：以孤独

症视角解析社交奥秘》（合著）等多部著作。HBO 根

据她生平拍摄的电影《自闭历程》（Temple Grandin）

获得了七项艾美奖。天宝目前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

柯林斯堡。

理查德·潘内克（Richard Panek）著有获奖作品

《4% 的宇宙》（The 4 percent Universe），也因为科普写

作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他的书籍被翻译为16种语言。

目前居住在纽约。

译者简介

燕原，北京人，199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应用物

理系，1996 年移居美国，1999 年在美国获得物理学

博士学位。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合译） 

《我心看世界 ：天宝解析孤独症谱系障碍》《孤独症孩

子希望你知道的二十件事（最新增订版）》（合译）  《失

望魔龙 ：教会孩子管理失望情绪》等。

本书简介

天宝·格兰丁出生于 1947 年，那时孤独症刚刚被

命名。几十年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一直在攀升。

2012 年的报告显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在美国

8 岁儿童中达到 1/88。天宝经历了我们对孤独症认识的

各个阶段的转变，而今天，孤独症研究正从心理学转

向神经学和遗传学，新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新的希望。

带着对孤独症科学研究前沿的了解，面对孤独症领域

新的革命，天宝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引导我们开始一场

惊心动魄的思维旅行。

在《孤独症大脑》一书中，天宝介绍了孤独症领

域神经影像学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对她的

大脑扫描结果的分析，连接起大脑科学研究和谱系行为

特征之间的关系。她带领我们去会见这个领域著名的

科学家和孤独症人士，探索新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天

宝也着重强调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感知觉问题，以及

如何抛开泛泛的诊断标签，着眼于特定的孤独症特征

进行疗育。最激励人心的是，她认为在教育孤独症谱

系儿童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他们的缺陷，还要利用科

学成果去发现他们长期被忽略的优势，用新的眼光开

发出他们为社会作出独特贡献的能力。

从就业于硅谷的阿斯伯格成人到 5 岁无口语的严

重孤独症儿童，天宝深刻了解“谱系”这个词代表的

真正含义。本书汇集了这个领域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

声音，值得每一位关注孤独症谱系的人阅读。

与自闭症儿子同行系列 
2012年1月出版（全三册 75.00元/套）  
[日]明石洋子/著  洪波/译 

作者总结了在四十年教育自闭症儿子

的过程中累积的育儿经验和感悟，展

现了在家庭和社区中如何培养自闭症

儿童与人交往，如何帮助自闭症儿童

形成自立意识及自立能力，以及如何

帮助他在成年后就业的过程。

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一个家庭战胜孤独症的故事
Let Me Hear Your Voice: A Family's Triumph over Autism

2017年9月出版  [美]Catherine Maurice/著   梁海军/译   39.00元

蜗牛不放弃：中国孤独症群落生活故事
Never Say Never: True Stories of Families with Autism

2016年4月出版  张雁/著   

如果我拥抱你，请不要害怕
Se ti abbraccio non aver paura  (If You Embrace Not To Be Afraid by Fulvio Ervas)

2013年12月出版  [意] 富维欧·埃尔瓦思/著   张娟如/译   39.00元

养育星儿四十年：一个孤独症家庭的心路历程
Raising Our Son with Autism: A Family's 40-Year Journey
2016年4月出版 [美] 蔡张美玲  蔡逸周/著   李慧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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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特殊儿童心理评估（第二版）
Psycho log i ca l  Assessmen t  o f  Excep t i ona l 
Children:2ed
2016年7月出版   韦小满 蔡雅娟/编著  58.00元

高等师范院校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经典教材，特

殊儿童心理评估权威图书，畅销十余年。

best seller

行为分析师执业道德与规范（第三版）
Ethics for Behavior Analysts: 3rd Edition
[美]Jon Bailey, Mary Burch/著    美国展望教育中心/译

书中的行为分析师的执业道德与规范，既适用

于准备行为分析师（BCBA）、副行为分析师

（BCaBA）认证考试的备考者，又适用于服务

特殊需要人群的专业工作者。

coming soon...

特殊教育辞典（第三版）
Dictionary of Special Education:3ed

2015年1月出版   
朴永馨/主编  顾定倩 邓猛/副主编   59.00元

国内第一部关于特殊教育学科的工具书，是

国内特殊教育教师和学生、研究人员的案头

参考书。

扩大和替代沟通：支持有复杂沟
通需求的儿童与成人（第四版）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Supporting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4ed
[美]David Beukelman, Pat Mirenda/著    

扩大和替代沟通（AAC）领域经典之作，美国言语

语言听力协会（ASHA）向全球17万专业会员推荐

的权威教材，涵盖AAC的理论、发展历史、适用范

围、评估、策略、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

coming soon...

绘
本
时
光

我和情绪共成长

红皮小怪：教会孩子管理愤怒情绪   鲁志坚/译

The Red Beast: Controlling Anger in Children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恐慌巨龙：教会孩子管理焦虑情绪   何正平/译

The Panicosaurus: Managing Anxiety in Children Including Those with 
Asperger Syndrome

失望魔龙：教会孩子管理失望情绪   燕     原/译

The Disappointment Dragon: Learning to Cope with Disappointment (for All 
Children and Dragon Tamers, Including Those with Asperger Syndrome)

[英] K.I.Al-Ghani/著  
Haitham Al-Ghani/图   

2015年1月出版
（全三册 84.00元/套）

本色王子  [德]Silke Schnee/著   Heike Sistig/绘   

The Prince Who Was Just Himself 2017年3月出版   

我的孤独症朋友  [美]Beverly Bishop/著   Craig Bishop/绘    

My Friend with Autism 2017年3月出版    

不一样也没关系  [美]Clay Morton，Gail Morton/著   Alex Merry/绘   

Why Johnny Doesn't Flap: NT is OK! 2017年3月出版    

看！我的条纹！2017年3月出版
[美]Shaina Rudolph，Danielle Royer/著   Jennifer Zivoin/绘   

All My Stripes: A Stor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多多的鲸鱼  [美]Paula Kluth Patrick Schwarz/著  Justin Canha/绘 

Pedro's Whale  2017年3月出版   

演员黄渤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    奥运冠军马龙

儿童文学家彭懿   “花婆婆”方素珍

编剧、作家爸爸爱喜禾   “宝贝计画”创始人杨帅

倾情推荐  悦纳丛书

单一被试研究具有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如样本量很

小，简便易行，有较大的灵活性等。本系列是精挑细选单一被试设计领

域的经典图书，供特殊教育、行为分析领域的专业人士参考。

best seller

170725 特教折页.indd   7-12 17/7/25   下午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