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課程

虛擬教學培訓師證書課程

疫情的出現，令虛擬學習的需求⽇增。假如培訓師未能掌握虛擬教學的技巧，便難以與學

員互動交流，更影響教學成效。

那麼，⼀個成功的虛擬教學究竟要具備什麼？怎樣才可設計出⽣動有趣的網上課堂？如何

有效提升學員投⼊度，從⽽令學習成效更顯著？

廣東話

網上課程登⼊資訊將於

上課前⼀天透過電郵發佈

(4天; 10⼩時)

2021年8⽉10﹑17﹑24

及31⽇（星期⼆）

15:00 – 17:30

房先⽣

電話： (852) 2837 3825

電郵： learning@hkihrm.org

費⽤

會員 ⾮會員

早⿃優惠

[課程費⽤須於
7⽉5⽇前繳交]

HK$ 6,400 HK$ 7,000

HK$ 5,300 HK$ 5,900完整課程

每單元 HK$ 1,800 HK$ 2,100

報讀完整課程且課堂出席率達75%

完成個⼈/⼩組報告並達合格⽔平

學員必須符合下列所有資格⽅可獲頒「虛擬教學培訓師課程」證書：



三者的定義
選⽤不同教學⽅式的考量
設計虛擬課程以達⾄⾼效學習成果的⽅法

技術⽀援
虛擬學習者的⻆⾊與責任
培訓師擔任的⻆⾊
吸引參與者
設備
營造良好學習環境

Zoom
Microsoft Teams 

WebEx
GoToWEbinar
Google Meet and Classroom
其他平台

單元⼀
⽇期：8⽉10⽇（星期⼆） 15:00 – 17:30

1.虛擬、⾯授及混合式教學的差別

2.虛擬教學的成功因素（實時 VS. ⾃主模式）

3.不同的虛擬教學平台                   

虛擬教學與⾯授教學的分別
逹⾄互動的教學設計及流程
遊戲輔助

破冰活動於虛擬教學的應⽤
時間控制
五種提昇學員專注的⽅法

聊天室
分組討論室
⽩板
影⽚
網⾴瀏覽
分享應⽤程式
意⾒反饋⼯具

單元⼆ 
⽇期：8⽉17⽇（星期⼆） 15:00 – 17:30

1.實時虛擬學習的設計

2.吸引學員

3.實⽤技巧及注意事項

講者

⿈國恩⼥⼠

溝通技巧培訓師和教練。她培訓的對象主要為中層⾄⾼級管理⼈員，培訓重點主要是與領導
⼒、溝通、應變管理相關的題⽬。她對員⼯管理和發展有濃厚興趣，負責設計並帶領了⼗餘
次本地和區域性的培訓項⽬，⽬的是讓管理⼈員學會與不同對象進⾏更有效的溝通。她曾提
供過溝通培訓或領導⼒培訓的企業包括：亞瑪迪斯、⾙萊德集團、國泰航空、道康寧、友誠
國際⼈壽、英威達公司、英國保誠、瑞安房地產等。

虛擬協作⼯具及體驗

設計及運⽤最佳的⾃主學習
如何於組織中運⽤混合式學習

單元三
⽇期：8⽉24⽇（星期⼆） 15:00 – 17:30

1.實時虛擬培訓練習

2.加強⾃主學習體驗

學員須設計並展⽰⼀個虛擬學習⽅案

導師給予學員評價
問答環節

單元四
⽇期：8⽉31⽇（星期⼆） 15:00 – 17:30

1.個⼈/⼩組報告

2.總結

虛擬教學培訓師證書課程
查詢：

房先⽣ 電話：(852) 2837 3825

電郵： learning@hkihrm.org



CPD: 10 小時 

或社交媒體的言論守則﹖

報名表格 
電話：(852) 2837 3825  電郵：learning@hkihrm.org 

虛擬教學培訓師證書課程（網上課程） 

日期：2021 年 8 月 10、17 、24及 31日（星期二）  

時間：15:00 至 17:30 

完整課程 

早鳥優惠^：  會員﹕HK$5,300  非會員﹕HK$5,900

^課程費用須於 7 月 5 日前繳交（HKIHRM代用券不適用於早鳥優惠）

費用：  非會員﹕HK$7,000

每單元 

 會員﹕HK$6,400

 扣減 HK$100 HKIHRM 代用劵*

 會員﹕HK$1,800

 單元一（8 月 10 日）

 單元二（8 月 17 日）

 非會員﹕HK$2,100

 單元三（8 月 24 日）

 單元四（8 月 31 日）

公司﹕ 會員號碼（如適用）﹕ 

姓名﹕ 先生/女士 職位﹕ 

電郵﹕ 聯絡電話﹕ 

付款方式 

 支票﹕郵寄劃線支票及報名表格至學會會址（香港九龍觀塘觀塘道 378 號創紀之城 2 期 18 樓 1810-15 室），支票抬頭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

學會有限公司」。 

 轉數快：識別碼“161151394”或電話號碼“55702553”，請以電郵提供付款記錄以供核實。 

 信用卡﹕請填妥下方的信用卡授權表格。 

信用卡種類 VISA / Mastercard / American Express 有效日期截至（月/年） 

信用卡號碼 金額（HK$） 

持卡人姓名 簽署 

取消細則 

 本學會保留更改活動的內容、時間、場地及講者/導師，或拒絕任何人士報名之權利。 

 已繳付的報名費在任何情況下均不設退款及不得轉讓。 缺席者仍須繳付活動的全數費用。 

 有關惡劣天氣安排，請參閱學會網站。 

 如活動在任何不可避免的因素下取消（如惡劣天氣），本學會將不會為此衍生之相關費用負上任何責任。活動更改日期的通知將於一星期內發出。

免責聲明 

課程資料及講者意見，並不代表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學會〉的立場或認可。學會在此作出免責聲明，不會對使用者使用有關資料或建議而引致的直

接、間接、特殊、相應或附帶的損失而負上任何責任。 

任何人士未經版權所有人同意下，擅自攝錄、節錄、轉載本節目任何部分或全部內容即屬犯罪，版權所有人保留追討權利。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本會收集及保存個人資料將作為跟進及處理課程報名申請、入學登記、學術及相關之行政的用途。 

所有提供的個人資料，學會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處理。 

2. 此報名表格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供本會進行直接營銷活動之用，包括但不限於學會的活動、講座、培訓、獎項、調查和其他服務的推廣（包括

特別優惠和折扣）。如不欲接收此聲明中的本會資訊，請於空格內填上✓號。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上述聲明之全部資料。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

*每個報名只限使用一張 HKIHRM 代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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