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 Snap Core First
培训卡片



这些是您的 TD Snap Core First 培训卡片。它们将帮助您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设备，并且向您介绍一些基本编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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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在培训卡片上有许多二维码链接，使用微信或手机相机扫描二维码，
来获取指导视频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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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AAC 是否会阻碍用户说话？
不会。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AAC不会阻碍
自然口语的使用或发育。

对于有一些口语能力的用户，AAC是否仍然有帮助？
是的。对于有口语障碍的人，AAC能帮助他在与熟悉和
不熟悉的沟通伙伴独立对话时，发挥最大的潜能。

当有人存在肢体行动困难而无法直接用手操作设备时，
是否有解决方法？
有。用户可有多种方法在 AAC 设备上进行选择。这通
常称作访问方式。无法触摸沟通设备的用户可以考虑使
用眼控、头控、鼠标或者扫描作为主要选择模式。

是否会因为一个人年龄太小或者损伤过重而无法使用 
AAC？
不会。不管一个人的年龄或障碍程度如何，我们都需要
提高他的沟通能力。

AAC 会对语言发展、认知与读写技能以及对社交、教
育和游戏环境的参与度产生积极影响。

扫描此二维码，了解
更多的常见问题与
答案。

扫描此二维码，在高
科技设备上观看关于
访问方法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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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Snap Core First 术语

核心词
一组非常常用的词汇，可以用于组成独立
的句子。

主题
根据沟通意图设计预先编辑好的消息，
与特定的场景或情况相关的消息。

词汇表与主题词
词汇表按照类别（例如：食物、宠物等）
分类。主题词按照类别分类，与特定主
题相关。

快捷短语
在日常环境中使用频次很高的短语或短
句，可用于日常会话、获得关注、或者
评论等。

工具栏
工具栏方便用户选择相应的沟通工具。可
从此处找到核心词、主题与快捷短语等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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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Snap Core First 术语

首先…然后
显示给使用者，首先要做什么，然后再
做什么。

社交故事（剧本）
社交故事描述一种情景，认可用户的某
些感受，并描述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应对
这种情景。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包含设备控件，
例如：音量控制器与遥控
器等。您可以从工具栏
访问。

编辑工具
更改内容或设置。

可视计时器
显示活动的剩余时间。

迷你时间表
显示给使用者，活动的顺序或步骤。

行为支持（可在每个主题里都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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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AC

使用AAC的意思是，给用户提供机会，让他参与到日常活动中。成为
优秀的沟通伙伴是成功实施的第一步。

沟通伙伴技能是您可以帮助用户更有效地进行沟通的技巧。

寻找沟通机会
观察学员一天的日程并找出能让他学习
和练习沟通能力的时间或活动。例如，
帮助他们使用 TD Snap Core First 来选
择要吃的零食或要看的电影。

营造积极的沟通环境
采取鼓励沟通的态度与策略。
 ■ 假定能力  

“我知道你可以做到。”
 ■ 注重使用，而不是测试 
不要说“找到书在哪里”，而是说“现在是阅读时间了，
我们来看哪本书呢？”
 ■ 回应所有的沟通方式 
学员：朝您微笑。沟通伙伴：“嗨，你好呀！”
 ■ 等待  
沟通伙伴应当默数五下后再提供协助，帮学员找到相
应的词汇。

扫描此二维码观看关
于营造积极沟通氛围
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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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AC

示范
事实证明，示范是教学员使用 AAC 进行沟通的最佳方
法。示范需要您自己使用设备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
 ■ 示范就是要向学员展示
如何进行沟通。
 ■不需要学员模仿。
 ■ 示范时只需要点按关键
词，而不是您说的每个
词。

 ■ 您查找词汇的过程也是一
种示范。
 ■允许犯错。这使您有机
会示范纠正的方法。
 ■ 示范不是测验或测试。

寻找成功的表现
成功的表现不仅仅是让学员按照您的所期望的内容、您
所期望的时间、您所期望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成功可能包括：
 ■ 互动时注意力提高
 ■ 表现出主动沟通
 ■ 会使用更多词汇

 ■ 互动的时间变长了
 ■ 互动的乐趣增加了
 ■ 沟通时更加独立

扫描此二维码观看关
于寻求成功的视频。

扫描此二维码观看演
示示范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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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吧！

恭喜！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TD Snap  
Core First。

我们设计了4个活动帮助您尽快上手。选择用户最有动力参加且有趣的
活动。重复活动没关系，因为重复有助于学习。

不要犯初学者的错误！
 ■ 您无需从头创建内容。我们已经为您搭建了框架，花时间熟悉 TD Snap Core First 
里的内容，然后为用户进行个性化编辑。
 ■ 请勿对您自己或者用户施加太大压力。一开始便准确完成每一项任务并不现实。犯
错误没关系。使用我们在第 4 张卡片（使用 AAC）上提供的技巧为用户提供融入
和参与的机会。

关于更详细的目标与课程计划，请查看第 11 张卡片 - Pathways for  
Cor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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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支持和培训: www.tobiidynavox.com/zh/support-training

中国技术支持: 0512-69362880

注:
微信公众号：

TobiiDynavox

http://www.tobiidynavox.com/zh/support-training


步骤

介绍图书并展示封面。讨论这本书的主题。

阅读每一页并在结束前停顿一会，给予沟通的机会。 

阅读时，停顿进行评论并提问（例如：你觉得这本
书怎么样？那是不是很恐怖？我觉得那个小男孩害
怕了。）

读完图书之后，不要测验，而是询问他们的感受或
者对于故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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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读书

准备
选择工具栏上的主题。找到阅读主题并
且熟悉里面的词汇，然后开始活动。

1

2

3

4

材料
 ■ TD Snap Core First  
阅读主题
 ■ 最喜欢的图书
 ■ 舒适的地方

有用的提示
 ■如果故事中存在一个重复句子，并且在阅读主题页面上有一个空白按
钮，请将此句编辑到按钮上。
 ■  每当重复句子出现时，选择此按钮。
 ■例如“翻页”和“再读一遍”之类的消息在设备中已经编辑好了。
 ■对于孩子在环境中看着或用手指的任何东西，都作出评论。完成时再强调一
下他们跟您沟通有多棒。
 ■再读一遍书，这次重点是看图片。注意设备上跟图片相关的词汇，通过自己
点按钮来示范。



步骤

讨论将要前往餐厅。

您甚至可以在去餐厅前便开始示范词汇。例如：选
择“出去吃饭吗？”按钮。

当您到达餐厅之后，在整个用餐期间使用设备做示
范。

就餐结束后，回顾任何成功的沟通尝试。（例如：“
当按下‘更多’时，我就会把春卷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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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提示
 ■ “我们能出去吃饭吗？”，“我喜欢这个地方”和“我没有看到喜欢的东西”等
消息已经在您的设备上编辑好了。
 ■鼓励餐桌旁的每个人参与（包括服务员）。

活动: 餐厅就餐

准备
选择工具栏上的主题。找到餐厅主题并
且熟悉里面的词汇，然后开始活动。

1
2

3

4

材料
 ■ TD Snap Core First  
餐厅主题
 ■ 最喜欢的餐厅
 ■ 美味的食物



6

搜索单词

扫描此二维码了解关
于“搜索”功能的更多
信息。

选择文本框，然后键入您想要查找的单词。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结果。

按照突出显示的路径查找单词或短语。

选择“搜索”工具。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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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网格大小

扫描此二维码查看关
于更改网格大小的短
视频。

我们建议优先考虑用户准确选择按钮的能力。准确选择
按钮的能力需要练习。从格子较少的网格大小开始。当
用户开始习惯使用此设备时，他们或许能够采用格子较
多的网格大小。更改网格大小很容易，Core First 页面
集的设计将保持词汇位置在不同网格大小中的相对一致
性。

选择 编辑 按钮。

选择网格大小。

从优化的网格大小中选择。

选择 “完成”。

1

2

3

4

5

选择“页面集”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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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钮

选择“相机”按钮添加照片。

选择“搜索”按钮查找符号。

扫描此二维码了解
关于编辑按钮的更多
信息。

前往包含您想要编辑按钮的页面。1

选择“编辑”。2

编辑面板将会在屏幕底部弹出。注意“按钮”已经突
出显示。

3

选择您想要编辑的按钮。

如要更改按钮符号：

4

5

如要更改出现在按钮上的文字，在标签文本框内输入相应的文字。如要更改当按
钮被选中时插入或说出的消息，在消息文本框内输入相应的文字。

选择“样式”更改按钮颜色、边框、字体或布局。

编辑操作更改当按钮被选中时所做的操作。

7

6

8

完成后，选择“完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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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行为支持

找到想要编辑的支持所在的页面（行为支持在每个主题下可以找到）。1

选择“编辑”。2

选择所需要编辑的行为支持的按钮。3

选择添加操作，然后再选择操作（迷你时间表、可视计时器、首先然后或者剧
本）。

在任何一行中选择铅笔图标进行更改。

4

5

选择位于编辑窗口底部的“预览”按钮，预览您对行为支持进行的更改。

完成后，选择“完成”。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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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与保存页面: 同步

同步允许您进行下列操作：
 ■ 在多台设备上使用相同版本的页面集
 ■ 与他人分享页面集
 ■ 远程编辑
 ■一键将页面集保存至云

与复制不同，同步页面与云中的最新版本相关联。

选择“同步”时，您将发送本地设备所编辑的内容至云，同时接收其他设备在云端修改
过的内容。

当所有关联的设备同步后，它们将拥有相同版本的页面集！

关于同步与
myTobiiDynavox.
com的更多信息，请
扫描此二维码：

这是您的同步按
钮。它位于 TD Snap 
Core First 的顶部
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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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与保存页面: 保存至文件

可将您的 Snap 用户与页面备份至文件。可在 myTobiiDynavox.com 
上存储与分享这些文件，您也可将其保存至您本地的设备或 USB。

同步或保存
至文件？

保存至文件
保存至文件更适用于想要把一部分页面
分享给其他用户，而不是整个页面集的
情况。

当您无法连接互联网时，保存至文件非
常适用。为您自己创建一个备份文件，
或者将文件保存至 USB 驱动器，从而分
享给别人。

保存至文件是对用户进行备份（包括其
所有设置）的唯一方法。

同步
当用户在多台设备之间切换时，同步最
高效。或许他们在学校有一台设备，在
家里还有一台设备。在两台设备之间同
步页面集，以确保一致性。

同步还可用于远程编辑，这样不会对用
户产生干扰。例如：当您在电脑上编辑
页面集时，用户可继续使用其沟通设
备。在电脑上同步，然后在沟通设备上
同步，来接收你所做的修改。

同步还可用作单一设备的备份方法。每
当您同步时，便会向云创建一个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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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for Core First

Pathways for Core First 是一个免费的配套应用程序，为老师和家长提
供专业的指导，更好地帮助 TD Snap Core First 用户。

Pathways 带您逐步学习如何利用 TD Snap Core First 
最大限度提高 AAC 沟通效果。
 ■ 设置 Core First
 ■ 通过学习编辑方法自定
义 Core First
 ■ 找个有趣的活动来试试
 ■ 培养沟通技能
 ■ 培养操作技能
 ■ 培养社交技能

 ■ 鼓励积极行为
 ■ 使用我们的目标对照表
明确培养目标
 ■了解促进成长的最佳实
践技巧
 ■ 记录学员的进步

我们正在努力开发 
Pathways for Core 
First 的中文版，敬请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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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obiiDynavox.com

加入 myTobiiDynavox，您将能够：
 ■ 安全备份系统
 ■下载免费工具与资源
 ■ 查看免费 Core First 课程计划
 ■了解可用更新 
 ■ 访问技术支持与常见问题
 ■ 分享页面集与页面包

myTobiiDynavox.com

免费注册 myTobiiDynavox.com 账户可以体验多种好处，例如：用于
备份的云存储、页面集同步与分享、课程计划等等！

http://my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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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支持

中国技术支持

0512-69362880

微信公众号

TobiiDynavox

Tobii Dynavox  
学习中心

qrco.de/bcnrv3

#12008232 Tobii Dynavox Snap Core First Training Cards v.1.3 - zh-CN

http://qrco.de/bcnrv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