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屆「6A 品格教育」講師培訓課程 

 

 

 

時間表 

春季周六班 

(現場授課) 

上課︰2 月 18, 25, 3 月 4, 11, 18 日(六) 

 

考核︰5 月 13, 20 日 (二選一)  

2:00pm-6:00pm 
 
 
2:00pm-6:00pm 

夏季周六班 
(現場授課)  

上課︰5 月 6, 13, 20, 27, 6 月 3 日(六) 

 

考核︰7 月 8, 15 日 (二選一) 

2:00pm-6:00pm 
 
 
2:00pm-6:00pm 

夏季周日班 
(現場 + 網上授課) 
 

上課︰ 

7 月 4(二), 6 (四)日 (現場授課) 

7月 11(二), 13(四), 18(二), 20(四), 25(二)

日 (網上授課) 

7 月 27(四)日 (現場授課) 

 

考核︰9 月 12, 14 日(二選一)  

7:00pm-9:30pm 

 
 
 
 
 
 

7:00pm-9:30pm 



 

 

 

 

 

 

我們誠摯邀請您參加「6A 品格教育」講師培訓計劃 

 

(一) 簡介 

 香港有品運動旨在竭力與家庭、學校、企業、社區携手合作，建立每個城市成為崇尚品格的「有

品都市」。於 2006 年 5 月在香港特區政府成立，註冊為非牟利、非政府、財政資源獨立及管理

自主的文化教育機構。 其使命是透過文化教育、策略聯盟及社區活動，提昇個人的內在素質，

啟導家庭以至整個城市進入品格導向的生活方式，同時推動「接納」、「鼓勵」和「表揚」的文化，

致力協助家庭、學校、機構及教會推行品格教育。 

 社會上對品格和家庭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應不同團體合作的邀約從不間斷，香港有品運動香港

有品運動已經在幾百間幼稚園、中、小學、機構及教會舉行「6A 品格教育」講座，參加者數以

萬計。未來期望能更有效地實踐「6A 品格教育」培養孩子內在品格特質的工作。 為此香港有品

運動會繼續舉辦「6A 品格教育」講師培訓計劃及建立講師團隊，以應付社會上的需要。 

(二) 培訓計劃目的 

1 .  培訓更多講師以應付家長講座及家長小組的需求 

2 .  透過「6A 品格教育」講師培訓課程，培育及連繫一群有素質、有使命感的講師團隊 

3. 期望造就更多懷著使命的伙伴，投入委身品格教育及家庭教育工作 

4. 與認同香港有品運動的願景和使命的學員，一起在港澳兩地推動品格教育 

(三) 培訓計劃對象 

⚫ 適合父母、從事社工、教育、輔導及任何對家庭教育有興趣，或有志投身家庭教育及品格

教育的人士參加。 

(四) 報名資格 

⚫ 已取得「6A 品格教育」基礎工作坊聽講証書 

⚫ 完成網上 30 題選擇題並最少 15 題正確回答 

(五) 培訓課程詳情 

6A 是指六大教育原則： Acceptance (接納)、Appreciation (讚賞)、Affection (關愛) 、Availability 
(時間)、Accountability (責任)、Authority (權威) 

授課語言 ： 廣東話 

費用 ： HK$6,600 /每人  

課程內容 ： 1. 強化「6A 品格教育」基礎課程理念 

2. 如何成為優秀講師 

3. 主領講座須知及答問技巧 

培訓導師   : 凌葉麗嬋女士 

香港有品運動機構總監 

「6A 品格教育」認可督導及培訓師 

麥道衛事工(Josh McDowell Ministry) 唯一授權及認可之香港資深培訓師 

 

 



 

 

 

 

 

 

(七) 課程結構  

 

第一部份 :  6A 品格教育講師培訓課程(共 20 小時) 

 

現場授課地點：香港九龍官塘海濱道 151 至 153 號廣生行中心 15 樓 3 室 

第十五屆春季周六班 第十五屆夏季周六班 第十五屆夏季周日班 

上課︰ 

2月18, 25, 3月 4, 11, 18日(六) 

2:00pm-6:00pm 

 

上課︰ 

5 月 6, 13, 20, 27, 6 月 3 日(六) 

2:00pm-6:00pm 

 

上課︰ 

7 月 4(二), 6 (四)日  

(現場授課) 

7 月 11(二), 13(四), 18(二), 

20(四), 25(二)日 (網上授課) 

7 月 27(四)日 (現場授課) 

7:00pm-9:30pm 

第二部份 : 觀摩實習 (參與現場觀摩，每場約 2 小時) 

 日期： 2023 年 12 月前完成 

     時間：學員從培訓導師在各區舉辦之家長講座日程表中選擇 

        地點：各區學校、機構 

第三部份 : 考核日 (只出席一節) 

學員協作一場「模擬講座」及檢討 (分組每組負責 2 小時一場) 

形式︰現場考核 

第十五屆春季周六班 第十五屆夏季周六班 第十五屆夏季周日班 

日期： 

5 月 13, 20 日 (二選一) 
時間: 2:00–6:00pm 

日期： 

7 月 8, 15 日 (二選一) 
時間: 2:00pm-6:00pm 
  

日期： 

9 月 12, 14 日(二選一) 
時間: 7:00pm-9:30pm 

第四部份 : 畢業短文(約 1,000 字) 

第五部份 : 畢業禮 

     日期： 2023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容後公佈 

報名方法 

1. 請填妥報名表  

2.  請將銀行轉賬單據與報名表一同寄回或傳真或電郵至本機構，傳真或電郵後 無須 郵寄。 

傳真：2566 5479    電郵：office@charactercity.hk  whatsapp 90802270。 

3. 不設電話留位，如非本機構取消課程，已繳費用，概不退還。 

付款方法 

1. 銀行轉帳：恒生銀行 賬號 395-183585-001後電郵或Whatsapp付款收據 (90802270) 

2. FPS: 鍵入電話號碼 90802270 及填妥金額後電郵或 Whatsapp 付款收據 (90802270) 

3.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有品運動有限公司」或「Hong Kong Character City Movement Limited」 

郵寄地址︰香港九龍官塘海濱道 151 至 153 號廣生行中心 15 樓 3 室 

mailto:office@charactercity.hk


 

 

 

 

 

 

(八) 培訓重點 

1. 理論與實踐並重 

2. 認識合乎真理的教育原則 

3. 了解正面引導子女的心法 

4. 釐清真愛與管教觀念 

5. 透過學員的互動和實踐，加強學習效能 

6. 重視為學員提供所需基本知識和實習機會 

7. 加深理解品格教育的推廣意義 

8. 強化學員的自我反省意識 

9. 提高及塑造自身品格與能力 

10. 提昇成為優秀講師的潛能 

 

(九) 課程要求及考核 

甲、 100%出席理論及技巧學習課堂 

乙、 100%完成觀摩實習要求 

丙、 100%完成講座實踐要求 

丁、 必須完成畢業短文  

 

(十) 缺席處理事宜 

⚫ 因每班上課進度不同，本課程將不作任何調堂安排，敬請垂注。 

⚫ 缺席一堂者 

考核前收聽缺席課堂之錄音，並需預約到香港有品運動辦公室收聽。 

若缺席多於一堂 

⚫ 可選擇 18 個月內重讀，否則未能獲得認證 

18 個月內重讀者, 需補付新一期學費之差額(如有學費調整); 及新一期學費之 10%行政費用。重

讀課程者, 需完成新一輪課程之所有課堂要求及考核方能認證畢業 

 

(十一) 可獲認可 

 完成課程及通過考核者，可獲授予「香港有品運動」簽發之「6A 品格教育」認可講師證書。  

獲頒證書、以及同意「6A 品格教育」講師團隊約章之學員，可正式成為香港有品運動認可品格

教育講師，可授權自行在香港及澳門舉辦「6A 品格教育」講座，以協助在港澳兩地推動品格教

育。 

報名或查詢： 

電話： 2566 5477 傳真：2566 5479    電郵：office@character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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