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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匡智會

　　溝通是人群處的重要橋樑，沒有溝通，我們就會失去許多學

習的機會，甚至會變得孤獨封閉。匡智會一直致力推動智障人士

融入社群，故此十分積極協助他們提升自我表達和溝通能力。透

過訓練和為他們製作合適的輔助工具，我們希望能增強他們的表

達能力和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從而增強他們的自我照顧能力，

協助他們融入社會，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本會從1996年起製作溝通簿教材套及訓練手冊，從製作只供

內部使用的硬本教材套到公開出版圖卡到發行光碟，教材的內容

和設計均不斷進步和更新。

　　是次承蒙《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慷慨支持，本會得以製

作『匡智溝通易』應用程式。從製作圖卡和應用程式至編寫訓練

手冊，均由一群富專業經驗又以學生需要為先的言語治療師同心

製作。在『匡智溝通易』應用程式內，使用者可以自己設定個人

溝通簿，並能自行拍照及錄音製作圖卡，務求令溝通程式更切合

每位使用者的日常需要和個別程度。

　　我們希望『匡智溝通易』能讓更多智障人士，以及其他因年

老病患而令溝通出現困難的人士受益，改善他們生活的素質。

林偉珊女士

匡智會助理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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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何博士

　　十年人事幾翻新，科技更是一日千里。十年前，大家還是用

桌面電腦，今天已改用筆記型電腦。溝通已經不限於口頭對話，

人們在巴士、小巴、地鐵上拿著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透過電

郵、WhatsApp與人聯繫，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過去二十年，匡智會的特殊學校在言語治療服務方面有巨大

的改變和進步。儘管有人事變動，但從缺乏到有一群穩定地、默

默地工作的言語治療師，為智障學童貼身制定適切的訓練，學校

的溝通環境有了很大的改進。現在，借助簡單、快捷、方便的輔

助溝通工具，已能跨越智能或身體機能所引致的溝通限制。近

年，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的溝通方法，廣泛地影響了社會人士

對輔助溝通工具的觀念。我相信，家長和照顧者都會接受自己的

孩子或智障人士利用電子產品與人溝通。

　　我們要注意，輔助溝通工具要因應智障人士的智能、理解

力、身體機能而作個人化設定。故務請訓練員先細閱此訓練手

冊，了解如何使用「匡智溝通易」程式、評估及制定個人化的溝

通版面，亦定期評估成效、檢示智障人士溝通能力的改變、調整

程式的版面。

　　盼望大家繼續一起努力，為智障人士突破溝通障礙！

何韋琳博士

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學部臨床教師

前言 －  匡智會言語治療師小組

　　溝通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元素。智障人士若未能有效地與人溝

通和表達情緒，會感到沮喪和變得情緒不穩。這些負面情緒可能

發展為不適當的行為，甚至使自己、照顧者或訓練者受到傷害。

　　本會的學校言語治療師小組

一直致力提升智障人士的溝通效

能，盼能提升他們的情緒管理

和學習能力。於2000年推出了

全港首個中文的「圖片溝通簿教

材套」，內含500多張切合香港

文化的溝通圖卡和詳盡的訓練手

冊，希望智障人士利用交換圖片

的方法有效地提升溝通能力。當

時很榮幸得到不同團體的支持，估計已有超過八千人受惠，包括智

障的成人、學童和口語能力有限的人士等。其後於2002年推出了

光碟版本，使用的層面更加廣泛。

　　近年，科技發展迅速，智能平板電腦的應用

已趨普及。西方研究均顯示，使用電腦作為溝

通媒介能提升智障人士的溝通和學習效能。因

此，本會把「圖片溝通簿教材套」開發成應用程

式（app）「匡智溝通易」。其輕觸圖片發聲的

功能，加上現時機身輕巧的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及相關的電子產

品，令溝通不受地點的局限。另外，程式除預載了2000年版的圖

庫外，亦配合時宜重新繪畫約1000張圖片。不但圖片更多，亦覆

蓋更多生活情境。加上應用程式的設計具彈性，以及本訓練手冊

的詳盡解釋，更方便言語治療師、老師和家長根據智障人士的能

力和溝通需要，設計出最適合他們的版面，使輔助工具更適切個

別人士的需要。

　　希望新版本的「匡智溝通易」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享受

與人溝通的樂趣，提升各方面的生活質素。

匡智會學校言語治療師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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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理論篇

甚麼是輔助溝通方法？

任何能輔助或替代口語的溝通形式都可稱為「輔助溝通方法」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如︰文字、圖卡、

手勢、電子溝通工具、動作等 (ASHA, 2012)。

誰需要輔助溝通？

「輔助溝通方法」主要為沒有口語或口語欠清晰的人士提供表達需

要、情感和思想的渠道。但部份有其他口語問題的人士，亦可借助輔

助溝通方法強化口語訓練。舉例如下︰

溝通問題 輔助方法

口語表達擷取欠佳 可借助手勢、口形、圖卡，提升口語表達能力

句式組織困難 可借助手勢或圖卡作提示，強化組句能力

甚麼是「語音輸出溝通裝置」？

「語音輸出溝通裝置」(Voice output 

communication aids，簡稱VOCAs)是

屬於高科技的「輔助溝通方法」，其

特點是能以發聲來代替使用者「說」

出需要。錄製聲檔後，使用者可以用

按鍵、輕觸等方法啓啟動溝通工具。

不少研究發現「語音輸出溝通裝置」比使用溝通簿更能提升溝通效能，

當中不少研究均以iPad所開發的軟件進行溝通訓練。成果如下︰

1. 提高溝通的效能

由於只需簡單的操作便能發聲，「語音輸出溝通裝置」比無聲的

溝通輔助方法更接近真實的溝通，不但大大提高了溝通的速度和

流暢性，也能增加溝通的互動 (Olivie et al., 2007; Flores et al., 

2012)。有研究發現iPad的溝通成效更大。Flores et al. (2012) 的

研究邀請了5位兒童進行溝通簿和iPad的訓練。其中3位在使用

iPad時比使用溝通簿明顯地增加了溝通次數，另外2位則在兩種溝

通工具中表現相若。

2. 促進口語理解、誘發口語表達

Romski & Sevcik (1993) 發現成人使用者在使用發聲溝通工具後，

口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提升了。學者推論，因為工具所發出的聲音

成了恆常的聽覺刺激，讓使用者有更多機會連繫圖卡和口語，亦

可模仿發聲，更令他們明白口語表達在溝通上的意義 (Bondy & 

Frost, 1994)。此外，有些研究發現iPad亦能誘發口語表達。Flore 

et al. (2012) 的研究中，其中一名9歲非口語自閉症兒童，使用

iPad後能說出短句表達需要。

3. 增加在自然溝通環境的表達

Schepis et al. (1998) 及 Olivie et al. (2007)先後在自然溝通環境中

(例︰茶點時間、用膳時)進行發聲溝通工具訓練，當中的兒童也

增加了自發表達要求的次數，而Schepis et al. (1998) 更發現兒童

在回應「有冇」問題、評述事物及社交用語上都有明顯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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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用平板電腦作為「語音輸出溝通裝置」?

近年平板電腦愈加普及，漸漸成為新興的「語音輸出溝通裝置」。

綜合研究所得，運用平板電腦作為輔助溝通工具不但能有效地與人溝

通，而且更方便、更具彈性。其優點如下︰

1. 平板電腦較普及

平板電腦機身輕巧、易於攜帶，而且較傳統發聲溝通工具成本

低、易為大眾接納。

2. 設計具彈性

平板電腦較少限制圖片設計、版面和聲檔的大小和長短，訓練者

能根據使用者的能力和需要設計出合適的溝通工具。

「匡智溝通易」是什麼？

「匡智溝通易」是以iOS系統開發的應用程式（app），可下載至

iPad、iPhone、iPod touch上。它集語音輸出裝置與圖庫於一身，易

於使用，且具備強大的編輯功能。訓練員能按個別學員的需要，隨時

度身剪裁出合適的溝通版面，讓學員以輔助溝通方法與人交流。

 

學員適合學習「匡智溝通易」嗎？

要看看學員是否適合學習「匡智溝通易」，我們可以從醫療報告、

職業/物理治療師、家長、老師等取得基本資料，包括診斷、伴隨障

礙、大小肌能力及感官需要等。下表列出了一些會影響操作平板電腦

的因素：

運用平板電腦作為發聲溝通工具突破了以往用圖

卡進行溝通的框架，亦因有發聲的功能，使溝通

更快、更流暢，亦有利使用者學習溝通的技巧，

甚至對口語理解和表達都有一定的幫助。盼望有

溝通障礙的人士都能靠著有效的溝通達至「溝通

無障礙」，使生活更美滿。

小結

考慮因素 理由

是否具備訊息傳遞的
互動意識？

只沉迷於電腦畫面的啟動與發聲的 

關係，忽略與人溝通的意識

能否辨認相片？
未能理解平板電腦所展示的二維 

畫面，因而未能應用作溝通

是否有穩定的坐姿及

能否自主操控手部動作？

過多隨意動作會容易胡亂啟動了平板 

電腦的畫面或發聲系統，影響訊息 

傳遞和應對的過程

排除了上述阻礙操作的因素後,學員便可以開始學習使用「匡智溝通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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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評核篇
在正式使用「匡智溝通易」訓練前，訓練員須先了解學員的能力和需要。本

章會介紹兩個評核工具。

《「匡智溝通易」學員能力評核紀錄》（表格一）

評核紀錄的主要功用，是為了讓訓練員從六個主要評核領域中，全面地檢

視及綜合學員各方面的能力和需要。並在表格內的建議部份　　　　　，

按學員的個別需要選定適切的程式設定及相關的訓練策略。

訓練員可透過語言測試、觀察或問卷，了解學員的實際能力及需要；亦可

參考不同專業人員（如：聽力學家、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的意見，以

助準確填寫評核紀錄。

訓練員亦可利用「匡智溝通易」內置的「備註欄」，在學員的溝通檔案

內記錄重要的資料（例如：不同階段、情況的溝通表現、照顧者的技巧

等），以助跟進學員的進度及修訂訓練目標。

六個評核領域如下：

1. 認知/感官情況 　

學員的智力情況如何？感官方面是否有特別需要（如：需配戴助聽器或

眼鏡）？專注及知覺狀況是否易受干擾、不穩定或需要特別輔助？這些

都會影響學員能否有效地使用應用程式。

2. 主要溝通對象（照顧者） 

與學員主要溝通的對象都是訓練學員平日溝通的重要人物。他們的期望、

參與度及運用程式的能力，對學員學習使用應用程式都有一定的影響。

3. 溝通模式及溝通動機

除因口語能力有限之外，訓練員須留意學員的溝通動機有否影響其溝通。

此外，訓練員可按學員的發聲及手肌能力，決定需否附以口語、近似音

利用iPad的應用程式只是眾多的輔助溝通工具之一。訓練

員須考慮其他輔助溝通工具的功能特色（如：具備掃視功

能的電子溝通器、傳統溝通簿/卡、適合迅速交流的手勢動

作等）及定期檢視成效，務求選出最合適的溝通方法，讓

學員有效地溝通。

小結

或手勢等模式，加強「匡智溝通易」在補足口語、引發口語擷取方面的成

效，令溝通更自然流暢。另外，程式中句子顯示的功能，亦可輔助已有口

語能力的學員，強化組句能力。

4. 口語/符號理解能力　

學員的口語理解能力會影響溝通時的應對表現，回答「是/非」題有助

訓練員澄清學員的要求（如：錯選電子圖片）。符號理解的程度則影響

「匡智溝通易」的版面設定。對於符號理解能力較弱的學員，建議運用

相片和較少詞彙數目，並考慮選取一些常用及功能性的詞彙作訓練。另

外，可因應視覺追蹤及手眼協調能力決定每頁可放置的圖片數量及大小。

5. 詞彙考慮　 

訓練員可透過觀察學員在環境中的溝通表現，或派發《「匡智溝通易」

學員溝通需要問卷》（表格二）給家長、老師或其他照顧者收集資料，

從而了解和分析學員的喜惡、需要、溝通疑難、溝通功能，以便在程式

中挑選適切的詞彙進行溝通訓練。

6. 肌能觸控能力　

除認知/感官外，學員的身體肌能、手肌狀況亦會導致觸碰選圖不準或緩

慢。因此，圖片數目或頁數不宜太多。需要時可諮詢職業治療師，決定

是否需要為學員配置合適的輔助選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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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溝通易」學員能力評核紀錄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評 核 員 ：______________ 

(一) 認知/感官情況：（請  選及填寫合適內容）

  1. 認知：   智障 ( 輕 / 中 / 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感官：   聽障 ( 輕 / 中 / 嚴 )   視力問題：__________________

  3. 專注/知覺：   易受干擾 / 不穩定   需特別輔助 _________________

(二) 主要溝通對象（照顧者）是：＿＿＿＿＿＿＿＿＿＿＿

  1. 對學員使用溝通輔具的接受程度：   良好   一般   欠佳

  2. 操控應用程式的能力：   良好   一般   欠佳

  3. 加圖/錄音/文字輸入能力：   良好   一般   欠佳

給予照顧者的諮詢 / 訓練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溝通模式及溝通動機

  1. 發聲控制能力：   主動   不穩定   幾乎沒有

  2. 口語擷取能力：   主動   有點困難   很大困難

  3. 音量：   大致足夠   嘈雜時難被聽到   十分微弱

  4. 說話清晰度：   大致清晰   中等清晰   非常不清晰

  5. 語言組織能力：   短篇     三詞以上     三詞     雙詞     單詞

  6. 現有輔助溝通方法：   溝通簿     溝通機     電腦程式       (其他)：_____

  7. 溝通的獨立性：   獨立/自發   依賴情境   需大量提示

  8. 回應提問：   自行完成   提示下完成   未能完成

  9. 打招呼：   自行完成   提示下完成   未能完成

10. 溝通對象：   熟悉成人   其他成人   朋輩 (可選多項)

「匡智溝通易」的使用建議：

目的：   補足口語   引發口語擷取   強化組句能力

溝通時附以：   口語   近似音   發聲            手勢

(四) 口語 / 符號理解能力

  1. 語言理解能力：   短篇     三詞以上     三詞     雙詞     單詞

  2. 回應「是/非」題：   能夠   一般   有限

  3. 辨認符號：   文字   線條圖畫   彩圖   相片

(四) 口語 / 符號理解能力

  4. 處理圖片位置：   兩行或以上   兩行   一直行   一橫列

  5. 掃視圖片數目：   7張或以上   4-6張   2-3張   1張

  6. 處理頁數：   多頁及多層   多於3頁   2-3頁   1頁

「匡智溝通易」的使用建議：

  1. 句子設定：   多幅圖   1幅圖

  2. 選圖時發聲：   有聲   無聲

  3. 單字圖卡設定：   純文字   彩圖配文字   相片配文字

  4. 錄音設定/建議：   男聲      女聲     語句     單詞

  5. 每頁圖片數目：  3x6     2x6     2x4      1x3    啓 1x2     1x1

  6. 顏色框線：   暫不需要   需要

  7. 字體：   繁體   簡體

(五) 詞彙考慮（參考《「匡智溝通易」學員溝通需要問卷》後填寫此部份）

溝通功能訓練建議：

  要求物件/控制環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拒絕/表達不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啓社交/與人連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啓評述事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啓發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啓(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詞彙建議：

  啓核心詞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啓啓其他詞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肌能觸控能力

  1. 手握平板電腦：   單手握緊   雙手握緊   需他人協助

  2. 開啟及進入程式：   自行完成   提示下完成   未能完成

  3. 觸控螢幕按鈕：   自行完成   提示下完成   未能完成

「匡智溝通易」的使用建議：

  1. 補充訓練：   觸控屏幕練習   其他：___________

  2. 電腦設定：   鎖定頁面     放大     屏幕亮度調光     音量擴大

  3. 硬件配置：   桌上閱讀架   支撐臂架   其他：________

  4. 補充練習：   掃視遊戲   組句遊戲（《匡智溝通易》內置遊戲）

*此表格可影印作非牟利用途*此表格可影印作非牟利用途



10

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填表人（與學員關係）：________________ （     　        ）

(一) 學員使用電子產品的經驗：（請  選；如從沒經驗，跳至二）

  1. 學員曾使用過：

 　　　     來進行：

  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       其他：_____________

  看相片　      遊戲　  　     與人溝通（可選多項）

  2. 學員對電子產品的反應：     良好      一般   欠佳

  3. 學員對電子產品的操控能力：     良好      一般   欠佳

(二) 環境及需要：

•	 學員最經常與什麼人溝通？

＿＿＿＿＿＿＿＿＿＿＿＿＿＿＿＿＿＿＿＿＿＿＿＿＿＿＿＿＿＿＿＿＿＿＿＿

•	 學員需要在哪些環境溝通？其中需應付什麼溝通功能？（如：要求物件 / 控制環

境、拒絕事物/表達不滿、社交/與人連繫、評述事物、發問等）

＿＿＿＿＿＿＿＿＿＿＿＿＿＿＿＿＿＿＿＿＿＿＿＿＿＿＿＿＿＿＿＿＿＿＿＿

•	 啓學員在哪些情境會有較多溝通？

＿＿＿＿＿＿＿＿＿＿＿＿＿＿＿＿＿＿＿＿＿＿＿＿＿＿＿＿＿＿＿＿＿＿＿＿

•	 啓學員在哪些情境會較少溝通？在溝通上曾有什麼疑難？如何解決？

＿＿＿＿＿＿＿＿＿＿＿＿＿＿＿＿＿＿＿＿＿＿＿＿＿＿＿＿＿＿＿＿＿＿＿＿

•	 啓學員會因為情緒波動而出現行為問題嗎？背後有什麼需要？（如：想獲得實質需

求、想取得專注/與人連繫、想逃避活動、想解決感官需要等）

＿＿＿＿＿＿＿＿＿＿＿＿＿＿＿＿＿＿＿＿＿＿＿＿＿＿＿＿＿＿＿＿＿＿＿＿

(三) 喜惡清單：(請列出學員喜歡及不喜歡的東西)

喜歡 不喜歡

食物 (如：薯片、可樂)

玩具 (如：波、電腦)

人物 (如：老師、家人)

活動 (如：唱歌、打機)

其他

第三章：訓練篇
「匡智溝通易」的最終訓練目標是學員能與人有效溝通。要達到這個目標，

訓練員需要從不同的範疇訓練學員，包括：溝通的自發性及動機、詞彙及功

能、組織意念、操作程式及保管平板電腦、情境應用等。此外，學員需學習

運用眼神及動作來加強溝通效能（例如：當別人問及所表達的意思時，點頭

確認）。訓練員也要因應學員的能力及學習進度，適時調節或加插訓練範疇。

選擇合適的詞彙時，訓練員可參考附錄的詞彙清單，並考慮學員的學習階段：

1. 剛學習使用輔助溝通工具的學員

利用第二章《「 匡智溝通易 」學員溝通需要問卷》收集學員的需要及

興趣，選定訓練詞彙在「食物」、「人物」、「日常用品」、「地方」

等類別。

2. 已掌握基本詞彙的學員

訓練員可以從學員感興趣的話題、學習需要或不同生活情境方面擴闊詞

彙，例如加插「社交用語」、不同主題的詞彙、「情緒及管理」、「概

念及形容詞」、「問句」等類別。

3. 思想多樣化而有潛質邁 

向獨立溝通的學員

訓練員可教導學員自我管

理溝通工具，並學習輸入

法、拍照或從網上選圖，

以協助學員為自己加入需

要的詞彙。

*此表格可影印作非牟利用途

（表格二） 匡智溝通易訓練手冊

9

「匡智溝通易」學員溝通需要問卷



1211

訓練重點及策略

建立與人溝通的模式

啓 選擇學員喜歡的食物、玩具或活動，讓學員啟動電子發聲圖片以獲得即時

的需要 / 回應，並重覆多次練習。可由1至2張圖片開始。

指導學員以手指指腹輕按圖片數秒。訓練員初期可給予觸手或口頭提示，

再逐步減少對學員的輔助（有關溝通五步曲及詳細的提示策略，可參閱本

會製作之《溝通傳意教材套》）。

學員A

未有口語能力，

溝通動機較弱。

訓練目標及重點：

建立與人溝通的模式 

增強與人溝通的意慾

建立基本溝通的詞彙

個案示例
以下將以三個程度的個案來闡釋「匡智溝通易」的訓練變化。

增強與人溝通的意慾

透過以下方式訓練學員主動按動圖片發聲：

啓 啓利用同一部或另一部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給予大量示範，讓學

員熟習主動按圖片表達的溝通模式。

啓 參考「圖片交換法」的訓練步驟 (如：增加距離)，逐步提高學員主動

按鍵來表示要求的動機。

啓 利用生活流程進行練習，如：要求食物、玩具，或做家課時要求所需

文具等。

建立基本溝通的詞彙

按學員的能力和需要建立詞彙：

逐漸增加圖卡數量，循序漸進設計版面：

　1x3  2x2  2x3  2x4。

啓 啓選擇使用相片或圖片。

啓 把詞彙錄音成語句，表達完整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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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重點及策略

擴展詞彙

因應學員的溝通及語文學習等需要擴展詞彙：

啓 啓加入不同類別的詞彙，如：地方、交通工具、社交用語等。

啓 啓啓訓練學員按動適當的類別卡。

啓 啓啓教導學員掃撥頁面，以尋找所需詞彙。

擴展溝通功能

訓練員可透過以下方法幫助學員表達不同的溝通功能：

啓 啓啓加入求助、拒絕、評述、簡單提問等功能詞彙（有關溝通功能的

詳細解釋可參閱本會製作之《溝通傳意教材套》）。

學員B

能以溝通卡穩定地表

達基本要求；詞彙數

量較少；類別狹隘；

缺乏其他溝通功能

訓練目標及重點：

擴展詞彙

擴展溝通功能

加強組句

啓 啓 啓 啓設計一個綜合版面，並把詞彙錄音成具體的語句（例：把「唔開心」

錄成「我唔開心，想人安慰」）以滿足學員的溝通需要。以下是一個

可供參考的版面：

加強組句

當學員能穩定地選取圖卡後，便可將圖片組合成句子，表達完整意思，發

展語言能力。訓練員可針對不同詞性或溝通功能，並按照學員的能力，作

以下考慮：

啓 啓啓啓教導學員連續按動兩個或以上的詞彙，並按動句子發聲功能。

啓 啓啓啓 啓參考附錄有關圖庫詞彙清單的顏色分類，設計組句版面。

1. 版面組句：在同一版面組織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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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層遞組句：利用類別卡的跳層版面，組織意念

例：我想玩啓  電子遊戲啓  體感遊戲

3. 掃頁組句：掃撥不同頁面所擺放的詞語類別，組織意念

訓練重點及策略

應用溝通易於不同情境

由於學員C在課堂上已能熟習使用「匡智溝通易」，訓練員可增加學員的

生活經驗，在不同的語境中與學生作反覆練習，使學員能更主動地在不

同情境中與人溝通。訓練策略包括：

1. 按主題設計溝通版面

把電子圖卡按照主題排列擺放，方便在個別情境中選取圖卡，例如：

啓 外出用膳：把酒樓/快餐店名稱、飯餐內容及感想置於相鄰版面裡，

方便在點餐時要求學員表達想吃的食物、實地進行購買，或於用膳

後表達感想。

學員C

能以「匡智溝通易」

進行基本的溝通；

在課堂上亦有較強的

溝通動機

訓練目標及重點：

應用「匡智溝通易 」 

　於不同情境

拓展高層次的溝通功能

啓 外出購物：把常到地方、交通工具、購買用品及形容詞置於相鄰版

面裡，方便外出活動時向學員詢問想到的「地方」、想乘搭的「交

通工具」、想要購買的用品、及購物後的評語（如：「好抵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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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階思維答問：看電視、報章、參與課堂時進行討論，或與家人

協商事情。

4. 敘述程序/故事：參與課堂活動，向同學/別人講述製作食物的步

驟或講述簡單故事。

例：首先打開杯麵蓋，跟住加熱水，跟住加調味粉，跟住閂埋杯麵蓋，

然後等十分鐘，最後攞筷子食麵。

2. 在同一情境、不同場合反覆練習

在學校午膳時選擇飯餐和要求食具；在家中用膳時表達桌上喜愛的

飯餸和要求食具；到快餐店用膳時，要求想吃的食物。

啓 啓在學校小息時選擇想玩的玩具或小息活動；在家做完功課後選擇消

閒活動；到公園遊玩時選擇想玩的設施；到冒險樂園時要求想玩的

遊戲。

拓展高層次的溝通功能

訓練員還可以擴展學員以其他溝通功能表達，按學員的能力加入圖片或

文字，幫助學員掌握詞彙的內容。如：

1. 與人傾談：小息時與同學/在家與家人閒談喜好、近況。

2. 介紹個人資料：學習向人介紹自己，或在認識新朋友、面試時回

答相關問題。

每個學員都是一個獨立個體，他們需要不同的版面設計、

訓練模式或提示方法。訓練員可在學校、家中、外出等環

境，為學員找尋多元化的情境，讓他們透過不斷操練來建

立及類化技巧。此外，亦要持續地觀察他們平日所遇到的

溝通需要和疑難，按著他們能力所能應付的版面，把他們

最需要表達的內容加入、類化。日積月累，盼望學員能享

受與人溝通的過程，體會與人互動的樂趣。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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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使用說明

如何下載程式？

訓練員可於App Store 下載程式。「匡智溝通易」需在

iOS 5.0或以上的作業系統中運作。所有型號的iPad、iPad 

mini，以及iPhone 4、iPod touch(第四代) 或以上的型號均

可兼容。

如何使用溝通版面？

1. 按「匡智溝通易」的圖示開啟應用程式。

2. 按右下角的「進入」鍵。

3. 從「檔案頁」選出所需檔案，便可進入溝通模

式，點選圖卡啟動發聲，進行溝通。

3x6的溝通版面在iPhone/iPod touch將以

2x6版面顯示。

如何建立學員溝通檔案？

1. 在「檔案頁」隨意選擇任何一個檔案。

2. 開啟檔案後，按右下方「設定」鍵　　，進入「設置視窗」。

3. 選擇「系統設定」：

a. 系統保護：

選擇是否為「設定」鍵　　及

「檔案頁」鍵　　 加上保護，

以防止學員因誤碰而離開進行

中的溝通版面。

b. 介面語言：

選擇顯示繁體或簡體字。

c. 按　　返回「設置視窗」。

4. 選擇「檔案設定」：

a. 按「新增檔案」鍵　　。

j輸入檔案名稱。

k選擇是否複製現有檔案。

l按「確定」鍵。

b. 按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設定（參

看「檔案設定」介面說明）。

5. 完成設定後，可按「編輯圖卡」新增/修改圖卡。或按「開啟溝通簿」鍵 

　　　　　　  進入溝通版面。

檔案頁鍵：回到選取檔案的頁面

主頁鍵：回到溝通版面的第一層第一頁

左右頁鍵：除橫掃頁面外可按左　　　

　　　　右頁鍵進到不同頁面

若在製作溝通檔案時選用了「多卡」設定，將
會顯示以下按鈕。若選了「單卡設定」，則不
會顯示。有關設定可參看「檔案設定」介面說
明。

句子列發聲鍵：學員在句子列組句後，可按發聲鍵把整句句子讀出。

圖卡刪除鍵：把剛輸入的一張圖卡刪除。　

句子刪除鍵：把整句句子刪除。

「溝通版面」介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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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設定」介面說明

j新增檔案: 按鍵後輸入檔案名稱，可選擇複製現有檔案，或[建立新檔案]，
完成後按「確定」。

k刪除檔案：選擇需要刪除的檔案後按此鍵，再按「確定」。

l更改檔案排序：按鍵後選擇需要更改排序的檔案，按著　並拖拉至適當的
位置後放手。完成所有排序後再按此鍵。

m名稱：輸入名稱後按「確定」，以更改檔案名稱。

n標題：設定顯示或不顯示圖卡下方的文字標示。

o按卡發聲：設定選取圖卡時是否發聲。

p鎖定滑動翻頁：啟動後不能橫掃溝通版面進行翻頁。

q排列：iPad版本提供了6個圖卡排列方式：1x2,1x3,2x4,2x6, 3x6。
iPhone / iPod touch版本則提供前5個排列方式。

r聲音：選擇男聲或女聲。

s句子列：選擇以單卡顯示，或是以多卡（最多６張）顯示。

檔案相片：按「更改」後從相簿或相機選擇相片為檔案圖像。

備註：訓練員可在此處輸入文字，作為檔案的註解，完成後按「確定」。

編輯圖卡：按鍵後開始編輯溝通版面。

分享檔案：按鍵後連繫至電郵，把檔案分享給他人使用（請參看「編輯圖
卡」介面說明）。

開啟溝通簿：按鍵後進入溝通版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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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新增圖卡 / 文字卡？

1. 在「編輯圖卡」介面中，點選想加上圖
卡的空白位置。

2. 選擇「加卡」或「加類別」。

3. 從左上方選擇從圖庫/相簿/相機加入圖卡
或類別卡。

製作文字卡，可跳過此步驟。  

4. 圖庫內的圖卡已預設標題及聲音，訓練
員可按需要進行標題、錄音等編輯功能。

5. 如從相簿 / 相機加入圖卡，須在「自定」空格內輸入標題及按「更改自
定聲」進行錄音。

6. 若是製作類別圖卡或類別文字卡，在完成以上步驟後，按類別卡彈出選
單，按「打開」進入下一層的圖卡版面，繼續加入圖卡。

類別卡不會顯示在句子列上。

7. 按需要進行其他編輯功能（參看「編輯圖卡」介面說明）。

8. 完成編輯後，按右上方　　返回「檔案設定」版面，溝通檔案會自動儲存。

如何修改圖卡 / 文字卡？

1. 在「編輯圖卡」介面中， 點選想修改的圖卡。

2. 被選擇的圖卡會顯示在上方，編輯功能按鈕亦會亮起。

3. 按需要進行標題、錄音等編輯功能（參看「編輯圖卡」功能說明）。

4. 完成編輯後，按右上方　　返回「檔案設定」版面，溝通檔案會自動儲存。

本程式附設兩個圖庫：圖片溝通簿
教材套（圖庫2000）約有500張
圖卡；匡智溝通易（圖庫2013）
約有1000張圖卡。用戶可輸入文
字同時搜尋兩個圖庫，或在圖庫內
按類別觀看圖卡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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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卡」介面說明

圖庫鍵：從圖庫加入圖卡/類別卡

所有圖卡已預設男女聲音檔和標題。若聲音檔和標題不適用，

用戶可自行修改。

相簿鍵：從設置的相簿中選擇圖片或相片。

相機鍵：以立即拍照的方式製作圖卡，拍攝後可移動相片至合適的

大小和位置。

透過程式所拍的相片，不會儲存於相簿內。

更改自定聲：錄製聲音檔。

自定文字：輸入文字以加入 / 更改標題。

發聲鍵：在編輯過程中試聽錄音檔。　

刪除鍵：選圖後按此掣可刪除圖卡。

對換鍵：點選一張圖卡後按對換鍵，然後再選另一張卡，進行對換。

顏色鍵：圖卡加上顏色框。

返回鍵：按鍵後返回「檔案設定」，溝通檔案便會自動儲存。

增加頁面：按鍵後新的一頁會加到現處頁面的前面。

減少頁面：按鍵後會刪除現處頁面。

如何分享或備份檔案 ?

本程式能把製作好的學員溝通檔案透過電子郵件與其他用戶分享或作備份，
繼而同步到其他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1. 按「設定」鍵　　  進入「檔案設定」。

2. 選擇想要分享或備份的檔案。

3. 按右下方「分享檔案」鍵。

請先確保所用的裝置已設立電子郵件帳戶，如未設立帳戶，程式將會
自動關閉。請參看Apple Support有關設立帳戶的說明：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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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掃視遊戲」？

1. 按右下方　　進入設置視窗。

2. 選擇「掃視遊戲」。

3. 閱讀遊戲目的及玩法後按「進入」。

遊戲目的：訓練學員的掃視能力。

遊戲玩法：聆聽圖卡錄音後，從版面中找出並點擊正確的圖卡。啓 

4. 選擇級別。

5. 開始遊戲。

可按「重覆播放」重聽圖卡錄音。

遊戲會依照該學員溝通檔案內所儲
存的圖卡，隨機製作10條題目。如
沒有足夠圖卡填滿頁面，多出的位
置會以空白圖卡補充。若發現有自
製圖卡沒有在遊戲中出現，請檢查
該卡是否已錄音。

如何進行「組句遊戲」？

1. 按右下方　　進入設置視窗。

2. 選擇「組句遊戲」。

3. 閱讀遊戲目的及玩法後按「進入」。

遊戲目的：訓練學員對句子結構的認識。

遊戲玩法：聆聽句子錄音後，依次點擊圖卡組成句子，再按「確定」。

4. 選擇「級別」、「圖卡數目」及「遊戲」。

5. 開始遊戲。

可按「聲音提示」重聽錄音，亦可
按「重做」來重新作答。

iPhone/iPod touch的版面樣式

「匡智溝通易」亦設有iPhone/iPod touch版
本，同樣擁有電子溝通版面和編輯功能，但沒
有內置遊戲。

由於iPhone/iPod touch的顯示屏較iPad小，顯示上會有以下不同：

1. iPad共有六個圖卡排列版面，iPhone/iPod touch只有五個：1x1; 1x2; 
1x3; 2x4; 2x6。若從iPad分享一個3x6版面的溝通檔案到iPhone/
iPod touch 使用時，程式會自動重新排列成2X6版面。

2. iPad版本的頁面在iPhone/iPod touch顯示時會由一頁分為兩頁，有時需
透過上下撥動頁面以顯示全部畫面。

檔案設定：

編輯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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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疑難排解

1. 選擇輔助模式

困難 / 疑問 解決方法

如何幫助小手肌能力較
弱的學員使用「匡智溝
通易」？  

可按個別學員的需要和呈現的問題，詢問學
員的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
師。需要時可從坐姿、擺放位置、加配硬件
等方面入手。

如何幫助認圖能力較差
的學員使用「匡智溝通
易」？

可 以 用 少 量 較 易 掌 握 的 相 片 製 作 版 面 
（例：1x2相片）開始訓練。 

如 何 幫 助 有 視 力 問 題
的學員使用「匡智溝通
易」？

可在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一般設定的
「輔助使用」中，開啟「縮放」功能，按需
要放大版面。另外，亦可嘗試「輔助使用」
中的「黑底白字」或「反相」功能。這對部
份視障人士會有幫助。

如何決定學員是否適合
使用「匡智溝通易」？

可參閱第一章《理論篇》的考慮因素。若學
員已試用此程式一段時間仍無法有效地溝
通，並試行了各種疑難排解方案，可與學員
的言語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
了解其他輔助溝通工具的特點和可行性。

2. 技術

困難 / 疑問 解決方法

無法把此程式安裝到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先確定你的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的操
作系統為iOS 5.0或以上，屬於iPad、iPad 
mini、iPhone 4 /iPod touch(第四代) 或以上
型號。本程式暫不支援Android作業系統的
產品。

想分享的檔案存量太大
而不能以電郵傳送到其
他裝置上

依照第24頁「分享檔案」的步驟，在傳送
郵件失敗後按「取消」並把郵件儲存為草
稿。然後用電腦登入電郵，開啟草稿電郵並
把附件檔案儲存到電腦內。最後利用預先下
載在電腦的Dropbox程式把附件放回裝置，
以「匡智溝通易」開啟檔案。

無法把相簿中的圖片或
照片匯入溝通版面上

先 確 定 i O S 裝 置 的 「 設 定 」 「 隱 私 」 
 啓「照片」內，開啟要求本程式取用照片的
按鈕。其餘詳細步驟請參閱本訓練手冊第四
章：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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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版面及訓練

困難 / 疑問 解決方法

製作版面時，應使用圖
片還是相片？每個版面
應提供多少選擇？ 

因應學員的認知能力、專注力及溝通需要等
因素而釐定。簡單而言，若學員能力弱，應
以少量較易掌握的相片製作版面；若學員能
力高，可選擇較抽象概念的圖片和符號，以
助學員造句，表達較豐富的內容。

將圖片加入版面前，學
員需要先明白該圖片的
意思嗎？

不一定需要。你可每次將少量新圖片加入舊
的版面上，在學員熟悉的情境裡示範如何使
用給學員看，讓學員在實際情況中學習。

使用輔助溝通工具會阻
礙學員的口語發展嗎？

研究指出，使用輔助溝通工具對學員的口
語發展亦有正面的幫助， 詳情可參閱本訓
練手冊第一章-理論篇，或詢問學員的言語
治療師。

需要與學員進行配對練
習嗎？

溝通是雙向、互動的，要有動機和對象才能
作有意義的表達，鼓勵你多營造和把握學員
需要溝通的機會，引導學員以輔助溝通工具
表達所需，在相關的情境中學習應用版面上
的內容，這將更事半功倍。

學員有簡單的發聲，我
需要要求他在按鍵播出
聲音後模仿嗎？

視乎學員的反應。有些學員被鼓勵模仿數次
後就能自發跟著程式發聲，有些則仍有困
難。若是後者，訓練員可覆述程式的發聲作
為回應，以表示明白並作出相應行動。這
樣，既能作出適量的鼓勵，又不破壞溝通的
流暢性。

如何進一步訓練學員獨
立應用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作輔助溝通
工具？

訓練員可由開啟應用程式開始，逐步增加學
員的自主性，例如當學員能自行開啟應用程
式後，可嘗試自行撥頁找出程式，之後要學
習由開電源到開啟應用程式整個流程，同時
需要學習保管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或
用袋子揹著隨身攜帶。

4. 操作

困難 / 疑問 解決方法

學員常常胡亂撥動版面

可在程式內的「檔案設定」中關閉「鎖定滑
動翻頁」功能。訓練員可按情況按動螢幕上
的左右箭咀撥動版面。此外，可嘗試將各版
面以不同的用戶名稱儲存，每次使用時只開
啟需要的版面。

學員經常無意地誤用了
五 指 手 抓 動 作 ， 離 開
iPad 正使用的版面

可在iPad的「設定」「一般」中，關閉「
多工處理手勢」功能。

學員經常誤按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的
Home掣，離開正使用的
版面

可利用厚身貼紙、或從市面上購買Home掣
貼紙或蓋子，把Home掣遮蔽避免誤按。

學員經常觸動了溝通版
面中不同功能的按鈕

可在程式內的「系統設定」中鎖定「設定」
按鈕。這樣，使用者需按定三秒才能啟動右
下方的「設定」按鈕。另外，可在iOS裝置
的「設定」「一般」「輔助使用」中開
啟「縮放」功能。然後在溝通版面中以三指
連點兩下放大螢幕，再以三指拖移版面，把
所有功能按鈕隱藏起來。

學 員 隨 意 按 動 不 同 圖
卡，滿足於按鍵後得到
的聲效

這可能因學員未有使用觸控智能產品與人交
流的意識。可先選用1至2幅學員喜愛的詞
彙作版面。每當學員按動圖卡後立即給予回
應/滿足其需要，建立溝通的意識。若仍有
困難，可先透過傳統的溝通圖進行圖片交換
法的練習，提升與人互動的能力。

應用程式的反應很慢
這可能與iOS裝置的記憶體不足有關。可按
Home 掣兩次，檢查背景中有多少仍未關掉
的程式，長按程式icon後便逐一關掉。

學員手指長期冰凍，按
圖後沒有反應

若學員具備握筆能力，可嘗試使用觸控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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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名字)   我今年＿歲   我住喺＿   我識(藝能)   我讀(學校)  
我屋企有(人)   我學過(技能)   我嘅專長係＿   我攞過(獎項)   
我嘅理想係＿   我平日鐘意(興趣)

用  喺  畀  去  買  要  有  食  飲  切  煮  擺  攞  行  企  坐  跳   
笑  喊  踢  推  爬  帶  睇  聽  洗  剪  貼  打  拍  著  除  冇  玩  見到  
跌倒  鬧人  打人  鬧交  打交  停止  收埋  來到  離開  寫 / 寫字

學校  返學  上堂  小息  放學  計數  放假  早退  早會  集會  鼓藝  週會  
點唱  暑假  露營  點名  領獎  節奏樂  玩遊戲  玩玩具  畢業禮  
油顏色  睇表演  運動會  交功課  收功課  慶祝會  家長日   
開學禮  睇圖書  走火警  水運會  融合活動  嘉賓參觀  練習樂器  
戶外活動  校園電台  社交小組  學校旅行  出外參觀  練習醒獅  
陶瓷製作  課後活動  購物練習  上語文堂  上英文堂  上感知堂  
上視藝堂  上音樂堂  上電腦堂  上輔導堂  上通識堂  上木工堂  
上數學堂  上家政堂  上常識堂  上自理堂  做習作/功課   
宿營/教育營  聯校運動會  家教會活動  上生活技能堂   
上興趣小組堂  上言語治療堂  上職業治療堂  上物理治療堂

運動  跳舞  游泳  跑步  跳繩  踢波  溜冰  划艇  騎馬  攀石  做運動  
打網球  踏單車  打籃球  打羽毛球  打乒乓波  

消閒  唱歌  聽歌  畫畫  燒烤  行街  行山  堆沙  傾偈  飲茶  睇戲  雜耍  
捉棋  去旅行  去沙灘  打麻雀  聽收音機  打/聽電話  睇YouTube

公園  爬鋼架  玩滑梯  打鞦韆  玩氹氹轉  玩搖搖馬  玩搖搖板

日常  食藥  瞓覺  買餸  開窗  閂窗  開門  閂門  開蓋  閂蓋  打針   
開風扇  閂風扇  開冷氣  閂冷氣  睇醫生  做手術  執拾房間   
收拾玩具  清潔檯面

飲食  搽醬  批皮  倒水  食飯  煮飯  炒菜  煮麵  煲湯  洗菜  叮嘢食  
沖嘢飲  整三文治  整啫喱/布甸  

雜務  洗車  淋花  抹檯  抹窗  拖地  掃地  吸塵  洗碗  洗衫  掉垃圾

人物  社交用語  問句  自我介紹  動詞  活動  學校活動  運動  
消閒活動  公園活動  日常活動  飲食  雜務  治療活動  食物   
主糧  肉  蔬菜  零食/小食  西式食物  中式食物  調味品  甜品  
飲品  食具  文具  日常用品  電器  傢具  玩具   
衛生及護理用品  情緒  感覺  管理方法  顏色  時間  味道  位置  
形容詞  學校地方  家居  商店/社區設施  文娛康樂設施   
國家及城市  交通  交通工具  交通設施  大自然  動物  植物   
自然景物  大自然現象  天氣信號  自理  身體部位  梳洗活動  
衣物  工作訓練  節日  對應祝福語  節日物品/活動  節日食物

學校  校長  老師  助教  護士  校工  司機  同學  書記  社工  
言語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家庭  爸爸  媽媽  哥哥  姐姐  妹妹  弟弟  爺爺  嫲嫲  工人姐姐

職業  警察  醫生  牙醫  廚師  郵差  售貨員  收銀員  消防員  救生員  
保安員  侍應生  清潔工人  

其他  我  你  男人  女人  BB  老闆  朋友  

社交用語   OK  我要  喜歡  早晨  午安  晚安  唔好  拜拜  你好嗎?   
等一等  好/係/啱  唔該借借  你叫咩名?  請你講多一次     

常規    停  曳  叻  坐好  安靜  舉手  排隊  做完  企好  睇吓/望住   
留心聽  慢慢行  眼望前  手垂直  咀合上  手放後  行開啲   
返座位  我唔明白  畀我靜吓  你明唔明白    

禮貌語 幫手  對唔住  謝謝/唔該

邊個?  邊度?  幾時?  點樣?  點解?  有冇?  乜嘢?  好唔好?  要唔要?  
幾多錢?  做緊乜?  仲有冇?  幾點鐘?  係唔係?  幾多(數量)?

附錄:  圖庫詞彙清單

社交用語

自我介紹類別卡

人物詞

動詞

問句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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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錢  遮  雨褸  毛巾  紙巾  時鐘  銀包  鎖匙  雜誌  報紙  圖書   
廁紙  膠袋  日曆  電話  眼鏡  手錶  鬧鐘  輪椅  圍裙  泳鏡  水泡   
身份證  八達通  助聽器  購物袋  太陽眼鏡  手提電話

電器  燈  電視  電腦  電筒  雪櫃  風筒  鍵盤  滑鼠  風扇  搖控  焗爐  
煮食爐  微波爐  熱水爐  冷氣機  抽濕機

傢具  門  窗  櫃  櫈  床  餐檯  書檯  梳化

玩具/

消閒用品

車  波  光碟  啤牌  砌圖  煮飯仔  Facebook  機動遊戲   
平板電腦  體感遊戲

衛生及 

護理用品  
梳  牙刷  牙膏  梘液  剃刀  尿片  剃鬚膏  洗頭水  潤膚膏 
潤唇膏  衛生巾

情緒  嬲  驚  悶  開心  忟憎  緊張  不安  鍾意  失望  討厭  不滿 
唔鍾意  唔開心

感覺  熱  凍  痛  痕  香  臭  暈  好焗  好嘈  肚餓  好攰  口渴  頭痛   
肚痛  牙痛  手痛  腳痛  唔舒服  好眼瞓

管理方法  擦身  按摩  搵社工  搵護士  搽藥膏  飲杯水  深呼吸  數數字   
計時器  攬咕臣  搵班主任  去醫療室  去冷靜角  去感統室   
休息一陣  做工作籃  捏感知球  離開課室  要毛巾仔

顏色 紅色  橙色  黃色  綠色  青色  藍色  紫色  啡色  灰色  白色
黑色  彩色

形狀 梯形  星形  菱形  長方形  橢圓形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上午  中午  下午  夜晚  星期  時正  時半

味道 甜  酸  苦  辣  鹹  淡  好味  唔好味

位置 上面  下面  左面  右面  前面  後面  對面  旁邊  裏面  外面   
中間  第一  最尾  

形容詞 大  小  長  短  肥  瘦  高  矮  輕  重  快  慢  乾  濕  靚  醜  爛   
混亂  整齊  污糟  乾淨  危險  小心  少啲  多啲

治療活動  吹笛  獎勵  穿珠  排圖卡  講故事  聽指令  吹泡泡  咬牙膠   
排積木  口部按摩  感統訓練  小組訓練  做配對/分類

其他 影印  影相  擔遮  寄信

主糧  飯  粥  通粉  麵包  雞蛋  罐頭  早餐  午餐  晚餐  飯盒  湯粉麵  
炒粉麵

肉  魚  蝦  蟹  雞翼  雞髀  燒味  香腸  火腿  豬肉  魚蛋/牛丸  牛肉  
雞肉  串燒  羊肉  海產

菜 菜  瓜  豆  洋蔥  粟米  蕃茄  蘿蔔  冬菇  薯仔  豆腐

零食/小食  糖果  薯片  蝦條  芝士  紫菜  果乾  蛋卷  餅乾(1)  餅乾(2)   
杯麵  魷魚絲  粟米片  香口膠  即食麵  朱古力  (小)蛋糕

生果  橙  梨  西瓜  芒果  荔枝  香蕉  蘋果  提子  菠蘿  檸檬  楊桃   
柚子  奇異果  士多啤梨  水果/生果

中式食物 蝦餃  燒賣  鳳爪  春卷  腸粉  雲吞  蛋撻  火鍋  炸兩  叉燒包   
油炸鬼  格仔餅  雞蛋仔  (山竹)牛肉

西式食物 熱狗  薯餅  炸雞  薯蓉  薯條  煙肉  沙律  三文治  漢堡包   
蘋果批  麥樂雞  魚柳包  薄餅/Pizza

日韓式食物  壽司  拉麵  餃子  手卷  泡菜  烏冬  刺身  天婦羅

調味品  糖  鹽  豉油  茄汁  果醬  牛油  辣醬  咖喱  花生醬  wasabi芥辣

甜品  糖水  雪糕  雪條  乳酪  豆腐花  啫喱/布甸

水  茶  湯  咖啡  果汁  汽水  涼茶  荳奶  益力多  菊花茶   
檸檬茶  紙包飲品  酒精飲品  牛奶/鮮奶

食具  杯  碗  碟  刀  叉  筷子  匙羹  水樽

文具  簿  鉛筆  擦膠  間尺  書包  手冊  鉸剪  膠水  膠紙  打窿機   
家課冊  家課袋  原子筆  顏色筆  塗改液  釘書機  筆袋/筆盒

飲品

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

情緒及管理

概念及形容詞

食物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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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校  課室  廁所  操場  禮堂  小賣部  教員室  治療室  醫護室  
電腦室  音樂室  家政室  木工室  籃球場  視藝室  圖書館

家居  屋企  睡房  客廳  廚房  露台  浴室  

商店/ 

社區設施  

酒樓  餐廳  街市  郵局  店舖  鞋店  戲院  公園  酒店  教堂 
廟宇  醫院  銀行  診所  文具店  清真寺  服裝店  薄餅店  炸雞店  
家品店  快餐店(1)  快餐店(2)  快餐店(3)  便利店(1)  便利店(2)  
玩具店(1)   玩具店(2)   超級市場(1)   超級市場(2)   超級市場(3)   
百貨公司(1)  百貨公司(2)  百貨公司(3)  百貨公司(4)   
美式快餐店  日常用品店(1)  日常用品店(2)  探險遊戲樂園

常見商店  萬寧  惠康  屈臣氏  必勝客  日本城  麵包店  甜品店  美心MX  
千色Citistore  7-Eleven便利店  百佳超級市場   
Market Place by Jasons

文娛康樂

設施  

泳池  沙灘  營舍  離島  運動場  體育館  科學館  燒烤場  太空館  
太平山頂  文化中心  海洋公園  郊野公園  天壇大佛   
金紫荊廣場  香港體育館

國家及城市  中國  美國  台灣  日本  泰國  韓國  澳洲  澳門  加拿大  新加坡

其他 宿舍  工場  樓梯  出口  入口  升降機  日間中心  製餅工場  扶手電梯

交通工具  校車  巴士  的士  貨車  電車  小巴  飛機  郵輪  渡輪   
保姆車  私家車  直昇機  昂坪360  地下鐵路  輕便鐵路   
山頂纜車  獨木舟/小艇

交通設施  橋  碼頭  機場  交通燈  斑馬線  安全島  巴士站  地鐵站  小巴站  
的士站  單車徑  停車場  行人隧道  行人天橋  行車隧道

動物  牛  蛇  馬  羊  貓  豬  雞  狗  蚊  龜  老鼠  老虎  白兔  雀仔  
獅子  熊貓  馬騮  蝴蝶  蜜蜂  曱甴  蜘蛛  烏蠅  大笨象

植物  花  草  樹  葉

自然景物  雲  山  海  石頭  太陽  月亮  星星

自然現象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晴天  陰天  雨天  颱風  潮濕  乾燥

天氣信號   黃雨  紅雨  黑雨  雷暴  大霧  一號風球  三號風球   

八號風球  九號風球  十號風球  行雷閃電

身體部位  眼  耳  鼻  頭  手  腳  肚  牙  嘴唇  鬍鬚  手指  腳趾  指甲  背脊  
膝頭  頭髮  口/嘴  胸/心口  

梳洗活動  刷牙  照鏡  梳頭  剪髮  扣鈕  吹頭  大便  小便  沖涼  洗頭   
換衫  著鞋  除鞋  著襪  除襪  洗面  剃鬚  紮辮  貼膠布   
剪指甲  拉拉鍊  戴口罩  抹鼻涕

衣物  襪  衫  裙  褲  褸  呔  帽  皮帶  校服  皮鞋  波鞋  拖鞋  內褲   
胸圍  羽絨  頸巾  手襪  冷帽  冷衫  頸鍊  頭箍  運動衫   
泳衣褲  背心(底衫)  髮夾/橡筋

園藝  返工  放工  面試  清潔  出糧  打卡  準時  請假  填表   
倉頡  速成  拼音  乾衣  木工  印刷  釘裝  倉務  修甲  速遞   
包裝  入信封  洗廁所  酒店房務  汽車美容  餐飲服務  零售服務  
場地佈置  面部美容  工場實習  獨立工作  打中文字  家務助理  
手部按摩  郵件處理  裝配加工  洗熨服務  禮品製作  包餅製作  
辦公室實務  辦公室庶務  職前訓練堂  車縫及布藝製作

節日  生日  佛誕  父親節  母親節  聖誕節  中秋節  復活節  清明節   
端午節  國慶日  重陽節  勞動節  農曆新年  回歸紀念日

對應祝福語 我愛你  新年快樂  聖誕快樂  生日快樂  復活節快樂  祝身體健康

節日物品/

活動  
賞月  掃墓  拜年  利是  全盒  舞獅  團年飯  玩燈籠  送禮物   
爬龍舟  升旗禮  聖誕卡  聖誕樹  睇煙花  年宵市場  生日禮物  
聖誕禮物  聖誕聯歡會  新年慶祝會

節日食品  糭  月餅  火雞  瓜子  油角  復活蛋  中式糖果  生日蛋糕   
中式糕點

地方

交通

大自然

大自然

自理

工作訓練

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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