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Phonics 導師認證班
(2021 年 7 月版)

www.winphonics.com

學拼音 品格心
Teaching life, not just Phonics

隨時隨地
網上學習,
按自己進度,
獲取任教資格。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1. 課程特色及理念






隨時隨地, 網上學習, 按自己進度, 獲取任教資格。
結合英語拼音訓練及生命品格教學訓練；
課堂生動活潑，通過獨特的遊戲、動作及歌曲學習英語拼音(Phonics)，
簡單易記，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信心，為學習英語打好基礎。
訓練導師於課堂中分享品格信息，達致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方向。

2.培訓流程

WIN Phonics 導師 - 認證班
初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13 小時
+ 1 天實體課*)

完成評估

中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13 小時
實體課

完成評估

高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 小時)
完成評估

WIN Phonics 導師證書 (中級)*
可任教 WIN Phonics 課程
(6 級制課程 Stage 1-4)

WIN Phonics 導師證書 (高級)*
可任教 WIN Phonics 課程
(6 級制課程 Stage 1-6)
(2 級制家長/成人課程 Level 1-2)

*港澳版(計劃於香港/澳門任教的導師)
1) 必須參與 1 天實體課
2) 完成「課堂實習」及提交「教學反思分享」, 方獲頒發中級/高級導師
證書。
EWPT July 2021

3. 培訓詳情
港澳版
(計劃於香港/澳門
任教的導師)

港外版
(計劃於香港/澳門以外
地方任教的導師)

1. 對象及入讀要求: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認同本機構的使命，課程特色及理念，
有志於透過英語拼音教學，以生命影響生命。
 學歷要求 - 大專或以上
2. 授課語言: 英語及粵語
3. 評估:
於恩典號發出網上影片的到期日計起, 30 天內完成, 請學員按需要主
動提出預約評估日期, 逾期完成評估須繳交行政費(每級$100)。
學員必須完成評估方可升讀下一級課程。

初級
中級/高級

口試 - 預約視像評估
口試 及 筆試 - 預約視像評估

4. 證書:
完成培訓要求 (參考 2.培訓流程) 後 1 個月內, 恩典號會以電郵方式發
出電子版證書, 不用另外收費。
電子版(免費) /
電子版(免費)
實體證書或出席證明
(每張費用$100)
5. 課堂實習:
觀摩課堂(實體/錄影)+培訓師觀課(實體/錄影)+網上教學資源庫使用權
需要
不需要
6. 學生教材:
導師獲取中級或以上證書, 便可購買相關學生教材, 以便教學時使用。
港澳版
港外版
(與恩典號簽訂
(請向恩典號查詢)
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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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訓內容簡介

初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13 小時)


認識 Phonics 與國際音標(IPA)之分別



A-Z 26 個英文字母發音及動作



響音及韻音(Vowels & Consonants)



基本拼讀技巧(Blending)



清音與濁音 (Voiceless & Voiced Sounds)



分辨容易混淆的發音(Minimal Pairs)(1)



認識中國人學英語之困難



教授英語拼音的基本技巧



常用字(Sight words)



生動活潑地教授英語拼音(1): 遊戲與歌曲



如何於教學中分享品格及福音信息



轉化生命的教學(1)

1 天實體課 – 包括 5-6 小時的生命教育及遊戲體驗
中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13 小時)


掌握其餘 16 個發音及動作，包括由兩個字母組成的音(e.g. oo, ch, th,
oy…)。



長、短響音(Long & Short Vowels)



不發音的字母 e (Silent e)



C 及 G 的不同發音 (Soft & Hard C / Soft & Hard G )



更多拼讀練習 (Blending practice)



處理多音節生字(Multi-syllable word):
音節劃分(Syllabification) 與 重音(Word Stress)



分辨容易混淆的發音(Minimal Pairs)(2)



生動活潑地教授英語拼音(2): 遊戲與歌曲



如何善用國際音標(IPA) (1)



預備教案(Course plan & lesson plan)



課堂管理技巧



轉化生命的教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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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培訓 (網上影片約 10 小時)


認識不同發音的串字變化及其原則



不發音的字母 (Silent letters)的原則



輕聲(Unstressed sound)



過去式(Past Tense)的結尾變化



字首及字尾(Prefixes & Suffixes)



多音節生字(Multi-syllable word)練習



如何善用國際音標(IPA) (2)



生動活潑地教授英語拼音(3):遊戲與歌曲

課堂實習 (約 8-10 堂, 共 10 小時)
 觀摩課堂(實體/線上/錄影) + 培訓師觀課(實體/線上/錄影) + 網上教學資

源庫使用權
 學員完成中級培訓課堂，可提出申請實習安排，本機構收到申請後，會按學員之教
學經驗作出有關安排。
 學員必須於中級培訓課堂完結後開始計 1 年內，完成實習及評估合格後，可獲發證
書。

I can do it.You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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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訓師資歷簡介
陳李佩瑤女士 Esther Eunice
WIN Phonics 課程創辦人及培訓師 (自 2006)
20 多年教學及培訓經驗 (包括幼兒、小學生、成人、家長、
導師)
曾任職於多間港澳的教育團體，包括澳門理工學院，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YWCA)等。
香港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校董 2014-2021



美國華盛頓大學 – 工商管理文學士(B.B.A.)
達到香港考評局的教師語文能力要求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SPACE) – 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 特殊教育證書
香港有品運動 -「6A 品格教育課程」
北京根基教育機構 -「6A 親子關係課程」認可講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 – 基督教教育證書課程 (幼兒)
美國正面管教協會註冊學校講師 CPDCE
美國正面管教協會註冊家長講師 CPDPE
美國正面管教協會註冊職場賦能引導師 EPW
(Certified Empowering People in the Workplace Facilitator)
基督徒家庭正面管教師資培訓 P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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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訓費用
級別

學費

$1000
(網上影片)
初級

$600
(1 天實體課)
包評估

$1200
中級 (網上影片)
包評估

$1000
高級 (網上影片)
包評估

1

教材費

教材

港澳版
$300

1. 初級訓練手冊
2. 網上下載 MP3 (只限實體課學員)
3. 學生課程 Stage 1 & 2 (課本 + 網上下載 MP3)

港外版
$200

1. 初級訓練手冊(電子版 pdf)
2. 網上下載 MP3

港澳版
$300
港外版
$200

1. 中級訓練手冊
2. 網上下載 MP3
3. 學生課程 Stage 3 & 4 (課本 + 網上下載 MP3)
1. 中級訓練手冊 (電子版 pdf)
2. 網上下載 MP3

港澳版
$300

1. 高級訓練手冊
2. 網上下載 MP3
3. 學生課程 Stage 5 & 6 (課本 + 網上下載 MP3)

港外版
$200

待定, 請向恩典號查詢。

1 只包括培訓中需要使用之基本教材，另有不同級別的教材及教具可供導師選購。
於香港以外地區報讀網上課程，教材郵費另計。
2 課堂實習: $1500-$2500 (由本機構按學員之教學經驗決定有關實習安排及費用)
3 課堂觀摩: 如需要前往於香港進行中的課堂觀摩, 請聯絡恩典號, 費用$200/次。
4 重讀優惠: 舊生可以免學費重讀，只需繳交行政費及按需要購買最新的教材。

優惠: (註：

1)必須在開課前 3 個工作天繳費 2)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1) 教牧同工 學費減$200/人 (必須是全職同工/師母/神學生) 歡迎致電查詢
2) 宣教優惠

歡迎致電查詢

恩典號有限公司

www.winphonics.com

6379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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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見證 如同雲彩
Equip myself to be a better
person & servant

I feel honored to have a chance joining
this program, to experience, to feel the
heart of life, to share and to equip
myself to be a better person & servant.
I am so happy & privileged to be here!
Miss Joann Lee

回應時代的需要
課堂上學到傳遞知識的同時, 要灌輸
美好品格。在這個資訊急速流動的世
代, 更為寶貴! 建立健康生命心靈的
Veron

好方法!

教學反思
我在課堂中，怎樣與他們建立一
個好的關係，從而讓他們更投入
學習，也讓自己反思：何謂教學
的意義及如何去教學。堂上有得
學習，又有得玩，好正！
Yeah！！！
Carrie Law

很好的工具
這是很好的工具接觸小孩
及家長，尤其加入品格教
導！欣賞各老師及工作人
員熱誠的教導分享！
Tamy

課堂中帶領學生決志祈禱
我教學生唱 I have no fear 並跟他
們講了一個小孩子如何在被困洗手
間時透過同主耶穌祈禱得以脫險的
見證後，我問誰人想邀請主耶穌進
入心裡做個永遠陪伴自己的好朋友
時，十個學生中有八個舉手示意願
意，於是我就帶他們做了決志祈
禱。願主帶領及祝福他們！
May Chan

一再肯定
課程中一再肯定我們作教學的身
份、是重要、是尊貴的。
Miss Cheung

活到老 學到老
我們是「教育孩子」
感謝老師們無私的教我們，給我們
很多實例，教我們如何給小孩子正
面力量，也感謝教我們如何「教育
孩子」
。
Rachel Suen

一直認為自己的英語不錯, 但上
了這課程, 讓我増長了不少, 不
單是英語學識上, 在導師身上也
學了靈命的長進。
Sunny Ho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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