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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透視®培訓師認證課程 
Personality Dimensions®  Facilitator (Level 1) Qualification Program 

 

【資格證書由加拿大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頒發】 

【第 30 屆】2020 年 4 月 10 至 12 日(共 3 天) 

 

現已培訓超過 400 位導師 

廣獲好評，信心保證！ 

 

Our Vision is to be the BEST 

PDT Program in Hong Kong 

 
 

 

 

 

 

This Program is Special, just like You! 

 

  

 

 

http://www.a4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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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選擇本機構的 PD 認證課程? 

Top 4 Reasons: 

1. 全港唯一可提供 Personality Dimensions®及 DISC 認證資格的機構。 

 

2. 豐富內容：我們的課程內容加插了 PD 相關的性格學知識，而且你

學的不只是 PD，還有成為培訓師的知識和技巧，使你成為名副其

實的「性格透視®認可培訓師」。 

 

3. 額外教材：除了官方指定教材外，我們提供額外及獨家的教材和

參考資料。  

 

4. 持續支援：每年均會舉辦不同主題的 PD Seminar (for PD Trainers 

only)，以加強你對 PD 的應用，以及取得最新 PD 資訊。 

(本機構畢業學員可以優惠價參加) 

 

課程簡介 

甚麼是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s®)？ 

Personality Dimensions® (簡稱 PD) 為當今的性格脾性學 (Personality 

Temperament Theory)，其理論建基於著名心理學大師 Carl Jung、美國

心理學教授 David Keirsey 、性格學專家 Linda Berens, PhD 等，於加

拿大進行超過 10 年研究，以 4 種顏色作為性格分類，2003 年正式

面世。 

    

 

自 2003 年，全球多個國家均已採用 PD，包括加拿大、美國、英國、

墨西哥、澳洲和中國 (香港及澳門) 等。 

 

現時本港已有數百位「性格透視認可培訓師」，PD 更為香港各大專院

校及社福機構最為廣泛流行的性格評估工具。  

 

 

 

 

 

 

 

課程對象 

 

如果你是從事： 

 社工、學生／職業輔導：你

可以運用這工具來幫助學生

認識自己，探索職業選擇。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你可

以運用這工具來幫助員工認

清自己的強項，發掘員工工

作潛能，從而改進工作表

現，提升生產力。 

 

 培訓導師：你可以為不同企

業、學校、教會、社福機構

等提供培訓，項目如個人成

長、人際溝通、團隊建立等。 

 
 

 

 

授課語言 

中文 (粵語)，專業名詞中英對照 

 

課程形式 

講授、影片、練習、角色扮演、

小組討論及匯報 

 

 

http://www.a4cf.org/
javascript:window.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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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點 
 

◼ 與別不同的 PD 認證課程，比指定教材內容更豐富。 

  

◼ 10 個精選性格活動：學會不同的 PD 活動，可大大提升你 PD 工

作坊的趣味和實用性。 

 
◼ 性格關聯：講解 PD 與 MBTI®的關聯，讓你互相印證，更能準確

認識自己及他人的性格分類。 

 
 

 

課程目標 

使你成為一位具質素和認可的性格透視®培訓師！ 

 

完成課程後，你可以： 

⚫ 為你的客戶進行完整的性格透視®評估分析 

⚫ 帶領 3 小時的性格透視®入門工作坊 (Introductory Workshop)； 

⚫ 設計不同的主題的應用工作坊 (Application Workshop)； 

⚫ 於總部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及各國 PD 代理購買評估工

具及教材 

 
 

證書頒發 

 

1. 修畢整個課程，及通過考核者，可獲得由加拿大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頒發「性格透視® 認可培訓師」專業資格。   

(You NEVER have to pay additional licensing or recertification fees)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的背景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CLS) 

是一間國際知名的機構，專門為

從事人力資源、培訓、輔導等專

業人士提供有關事業和個人成

長的訓練、書籍及教材，譬如有

著名的「性格透視®」(Personality 

Dimensions®) 認證課程。如欲了解更多，可瀏覽其官方網頁：

www.career-lifeskills.com 

 

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s®) 是 Career/LifeSkills Resources Inc.的註冊商標。 

 

 

 

Testimonial  

 

 

「 Nelson is a passionate and 

resourceful Trainer.  He is 

professional in PD training.  The 

course is interactive, 

well-designed, I really enjoy this 

3-day training activities.」 

－ Lee, K., HR Director 

 

 

 

「Nelson Sir 風趣幽默，上課的

氣氛十分主動、過程中對理論

給予清晰的講解和澄清，是一

個新而對工作有幫助的工

具。」 

－ Yung, Social Worker 

 

 

http://www.a4cf.org/
http://www.career-lifeskil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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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單元一：PD 性格評估  

 

為參加者進行性格評估是重要的一步，只有準確的評估，才能讓參加

者有真正的幫助！究竟如何可以準確進行 PD 性格評估？ 

 

此單元讓你學懂： 

 性格學專家 Linda Berens (2000) 提出的 3 個我 

 進行評估前必須做的 1 件事 

 準確進行評估的 3 項要點 

 性格評估常見問題 

 

 單元二：PD 理論及簡史  

 

作為專業的「性格透視®認可培訓師」，必須掌握 PD 的理論和來源。

這樣才能讓你的參加者明白 PD 工具是可靠穩實，減少對它的質疑。

你將學會： 

 

 7 位性格學 (與 PD 相關) 重要人物 

 5 種研究方法 

 信度 (Reliability) 與效度 (Validity) 的重點認識 

 

單元三：CARRER Dimensions™ - 事業發展學 

Getting the BEST out of others 

CARRER Dimensions™ 是建基於 Personality Dimensions® 發展出來的

事業評估工具，簡單且容易使用。此單元匯合一些「性格與職業」的

研究，讓你更深入認識 4 種不同性格，內容包括有： 

 

 10 種最吸引你的類型的職業 

 潛在強項和弱項 

 向上提升的錦囊 

 4 大事業發展方向 

  

Bonus：你將獲贈《CAREER Dimensions™》(中文版) 乙份 

 

 

 

 

Testimonial  

 

 

「Nelson能夠深入淺出帶出這套

學問之精髓，並給予很多實習及

分享空間，整個課程在愉快的學

習氣氛下完成，過程十分享受，

亦得著不少。」 

－ LF Chan, Centre-in-Charge 

 

 

「Nelson Sir 的 PD Trainer 課

程，令我在輕鬆的環境增加對自

己的認識，更令我解開一些以前

很混淆的結，對往後的管理有一

定幫助。此外課程是淺入深出，

討厭背書的我也感受到考試的樂

趣。」 

－ I. Chow, Senior Manager 

 

 

 

http://www.a4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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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四： PD 的應用  

不懂應用 PD，就等於白學！ 

「應用 PD」是此課程非常重要的部份，完成整個課程，你將掌握 PD

的原理和 4 個核心課題，讓你成為一位稱職的的 PD 導師。 

 

 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 

 人際溝通 (Communication & Interpersonal) 

 事業管理 (Career Management) 

 團隊建立 (Team Building)  

 

 單元五：PD 培訓技巧  

 

擁有卓越的培訓技巧，彷如廚師擁有超卓廚藝技巧，能把食材煮成美

味的食物。PD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你想有效地培訓學員嗎？ 

 

此單元使你迅速掌握培訓師必須掌握的知識及技巧，其中包括： 

 5S 培訓模式 

 成人學習理論 

 PD 獨有的課堂場地佈置 

 3 條學習頻道 

 4 種有效學習方式 

 

隨堂附上：「成人教育 30 種概念」 (英文版) 精選必讀文章 

 

 單元六：考核及認證  

 

資格考試為筆試 (短答及選擇題)，成功通過考核者，可獲授權購買及

使用 PD 工具，並能舉行 PD 工作坊。 

 

註：課程內容已包括考試範疇，學員積極參與課堂活動，考試無難度！ 

 

 

 

 

 

 

 

 

 

Testimonial  

 

 

「Nelson 教 PD 好生鬼，令我們

可以從愉快中學習，更令我們理

解自己及他人的性格，對人際關

係及溝通有直接的幫助，真是獲

益良多。」 

－ M. Chan, Social Worker 

 

「 Nelson is professional in 

delivering PD knowledge to 

participants.  He tried to cater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nd 

show how to apply PD in daily life.  

The course was interesting and 

funny!  I will recommend my 

colleagues to join the course! 」 

－ Keung, N., Social Worker 

 

 

「大開眼界！在課堂中，不僅學

懂了 PD 的操作，更學到 Trainer

的模範。」 

－ H. Cheung, Trainer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led 

by Nelson Wong.   

Highly recommended to other 

trainers for enriching training 

knowledge. 」 

－ Fung, M., T&D Professional 

 

http://www.a4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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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黃好兒 Nelson WONG 

 

社會工作碩士，香港唯一同時獲得加拿大

Personality Dimensions®認可發證 (Level II)及美國

True Colors®認證資格的導師。Nelson更為香港唯一

「美國TTI-DISC國際認證課程」發證導師，同時為認

可的性格及行為分析的發證導師，擁有非常豐富使

用人才測評工具及認證班培訓經驗。 

 

Nelson至今已舉辦超過29班「性格透視®培訓師認證

課程」(PDT)，培訓超過400位PD導師，大獲好評，

深受社福界、教育界及商界人士歡迎和支持！ 

 
  

 
 

開課日期 (第 30 屆) 

日期：2020 年 4 月 10 至 12 日 (共 3 天) 

時間：1000 – 1800 (1-2pm 午膳時間)  

地點：荔枝角 MTR 附近甲級大廈  

   (開課前一星期通知) 

名額：16 人 (限額收生) 

 

【信心保證】 

如第 1 堂上課後不滿意 (不論任何原因)，本機構將

100%原銀奉還，讓你有 100%的信心保證！ 

 

 

費用 

學費：HK$8,500  
早鳥優惠：HK$7980   

修讀「TTI-DISC 國際認證課程」專享優惠：

HK$7300 (已扣減所有優惠) 

 

(費用已包括購買正版 Personality 

Dimensions®中文版導師訓練手冊、1 套圖片卡及 5 款透

視卡、考試、證書及註冊費用，價值超過$2400!) 

 

多項優惠 (可同時享用)： 

▪ 二人同行：每人減$200 

▪ 三人同行：每人減$300 

▪ ACF Member: ：減$200 

▪ 本中心畢業的 PD 培訓師介紹：減$100 

以上優惠需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或之付款 

 

【額外優惠】 

1. 以最優惠價參加香港獨家的「True Colors 證書

課程」 

2. 可用 ACF Member 專享優惠參加全港唯一的

「美國 TTI-DISC 國際認證課程」 

 

 

報名及查詢 

 

 

【按此網上報名】 

電郵：admin@a4cf.org  

查詢／WhatsApp：(852) 9546 1651│丘小姐 

 

http://www.a4cf.org/
http://www.a4cf.org/membership
https://www.a4cf.org/tc
https://www.a4cf.org/tc
https://www.ttidischk.com/accreditation
https://docs.google.com/a/a4cf.org/forms/d/1XYdfVEFpcSR7xGQoBYwZ7AlI9yTjJQAqMM7r1TWAJMI/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jJIlbO6wT9poGDFVEbtsfWVXnnYUORn8FDgQtsACY3VCokg/viewform
mailto:admin@a4c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