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華德福幼兒教育

教師培訓課程
2021 - 2023 

Hong Kong Waldor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

2020.Jun

課程認可課程主辦

全新一屆 2021開始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課程簡介

香港華德福幼兒教育教師培訓課程為3年
兼讀制課程。450小時面授教學,以英語
作為主要教學語言。課程分為9期，涵蓋
華德福幼兒教育的不同範疇, 包括理論學
習、藝術活動及技巧實踐。

課程目標是培育華德福幼兒教師，以配

合本地學校和幼稚園的需要，推動香港
華德福教育的發展。

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國際認可*、完善且有
系統*的教師培訓課程，提供一個讓本地

教師了解及實踐華德福教育的機會，促
進他們的自我成長及事業發展。

*課程的畢業證書獲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
（IASWECE）認可。
*課程由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
（WECC）統籌。

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是

被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
(IASWECE)認可的培訓中心。

並獲授權在香港舉辦華德福
幼兒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課程認可

課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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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課程特色

1. 畢業學生將獲得國際認可的
華德福教育資格 (IASWECE) 

2. 跟隨國際經驗豐富的華德福
教育培訓導師學習

3. 課程內容融合中國文化

4. 連貫的課堂節奏，營造良好
學習氣氛

5. 在本地或海外華德福幼稚園
就業的機會

6. 擁有完善課程策劃，香港與

中國各地培訓中心共同進行
同樣課程

9 個上課時段

3 年完成

人智學研究
和人類發展

課堂活動及
教學技巧

華德福教育
在專業和社
會層面上的
溝通

教師的自我
發展

藝術及手工
技巧學習

兒童發展和
華德福教育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涵蓋華德福幼兒教育的

不同範疇。教學實習銜接理論學

習及實踐，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
和教學技巧應用到幼稚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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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課程概覽

3年課程將會由教育理論開始，學習對人的理解及成長歷程，中間加入不

同專題，包括語言、特殊教育、藝術技巧，並配合各樣幼稚園日常的實務
學習、教學技巧、課程編寫。

整個學習過程平衡理論與實踐，讓學生學到全面的教學技巧，並重視每一
位的個人內在成長。

Year 1

第一年

2021

我們逐一認識華德福教育的基礎理論，了解兒童的感官
及特質以及認識幼兒在成長中出現的挑戰。同時，配合
一系列藝術活動及創作: 包括繪畫、手工、唱遊，讓你對
幼兒成長有基礎了解，並讓你將學到的理論應用在幼兒
身上。

Year 2

第二年

2022

我們開始學習華德福幼稚園課堂中的實務技巧，例如: 帶
領晨圈及說故事、樂器彈奏及玩具製作以及和家長溝通
的技巧等。同時，你會學到將知識轉化到應用層面，包
括為孩子創作合適的故事及歌曲、用不同種類的布偶說
故事等。

Year 3

第三年

2023

我們會進一步深化對華德福教育理論的認識。同時，你
將學到成為華德福老師需要具備的個人成長及修養。在
課程結束前，綜括3年的理論學習、藝術創作及實務技巧，
為你成為一個華德福幼兒教育老師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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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課程概覽第1年 (Year 1 2021)

Block 1 
第一期

2021年
1月4 – 9日

1. 人類的本質 Nature of the Human Being
2. 生命歷程 Biography
3. 兒童發展 Child Development 0-7
4. 幼兒的自主遊戲 Child Initiated Play
5. 與年幼及年長的孩子一同工作Working with the younger and    

the older child
6. 華德福藝術及手工Waldorf Artistic Work and Handcraft

Block 2 
第二期

2021年
4月5 – 10日

1. 十二感官及四個基礎感官及其轉化 Our 12 Senses, 4 
Foundation Sens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2. 模仿與意志、界線的訂立 Imitation and the will, developing 
boundaries

3. 六個自我發展的練習 Self-development – 6 Basic Exercises
4. 建立客觀的觀察力 Developing objective observation
5. 華德福幼稚園概要 Essentials of a Waldorf Kindergarten
6. 華德福藝術及手工Waldorf Artistic Work and Handcraft

Block 3
第三期

2021年
7月19 – 31日

1. 生活節奏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健康的生活節奏 Importance of 
Rhythm and Creating a Healthy Rhythm

2. 一年周期及節日慶祝 The Cycle of the Year and Celebrating 
Seasonal Festivals

3. 睡眠與步行 Sleeping and Walking
4. 家務工作及其在生活的意義 Domestic work care for life
5. 幼兒的“玩具” Play Equipment for Children under 7
6. 紀律的建立 Creative Discipline
7. 開展自己的親子班及幼稚園 Starting a Playgroup and 

Kindergarten
8. 成人在幼兒成長中的角色 Adult as a Role Model, working 

together
9. 華德福藝術及手工Waldorf Artistic Work and Hand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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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期

2023年

7月17-29日

第8期

2023年

4月3-8日

第7期

2023年

1月2-7日

課程時間 (2021-2023)

每一年的課程將分為 3 個時段，一年150小時面授教學，
3年合共450小時面授教學。課程舉辦的日期如下*︰

*課程日期會視乎導師及場地安排而有變更

第3期

2021年

7月19-31日

第2期

2021年

4月5-10日

第1期

2021年

1月4-9日

第6期

2022年

7月18-30日

第5期

2022年

4月18-23日

第4期

2022年

1月3-8日

Year 1

Year 2

Year 3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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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

課程將由來自世界各地、經驗豐富的專業導師教授，每位導師在各自的領域
都非常傑出，其資歷得到WECC認可。

過去任教的導師包括:

Katharine MacFarlane 
新西蘭

Bella Tan
菲律賓

Abhisiree Charanjavanaphet 
泰國

Connie Grawert
澳洲

Monika Knicker 
德國

Barbara Baldwin
澳洲

Benno Nijhuis
荷蘭

Michael Burton 
澳洲

John Stolfo 
美國

Pinky Cheng
香港

Adam Chan
澳洲

Shirley Bell 
澳洲

Silvia Jensen
巴西

課程各個專題

由來自世界各地專科導師

親身教授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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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課程證書

出席證書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學生需在該期課程的出席率達95%，可獲該期
的出席證書，作為參加課程的紀錄。

結業證書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學生需滿足以下要求︰
1. 成功完成 9 期課程（至少有 95％的出席率）
2. 按要求完成所有作業 (導師給予合格的成績)

可獲取由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
目（WECC）和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頒發
的結業證書。

畢業證書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學生需滿足以下要求︰
1. 獲取結業證書
2. 完成兩周的教學實習
3. 經過一位WECC 認可的國際指導老師到學生
工作的幼稚園內觀察及指導工作
3. 經過一位教學指導老師的課堂表現評估

可獲取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

認可、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
（WECC）及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頒發的
畢業證書。

7



學費（2021 - 2023年）

為期一周的課程，學費為 $ 6,000港元
為期兩周的課程，學費為 $10,000港元

一年的學費即為 $22,000港元。學生承諾完成
一年課程並一次繳付一年學費，可享學費優惠

課程 學費 (港元)

一周課程

兩周課程

$6,000

$10,000

學費並不包括海外實習的費用和材料費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報讀全年課程 (第1 – 3期)
學費減至全年$18,000
合共節省$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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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流程

1. 填妥課程報名表及繳付$300 港元的行政費用(不設退還)。申請人或需
遞交相關證明文件的副本，例如: 畢業證書副本。
報名表須申請人提交一篇不少於英文 350 字的自傳。內容包括︰
• 個人背景（例如主要成就、重要經歷等）

• 參加這個課程的目的

• 對課程的期望

2. 申請人須年滿 21 歲，課程的教育協調人會與 21 歲以下的申請人進行
面試，決定該申請人能否報讀課程。

3. 經審核有關申請後，獲取錄的申請人會獲發錄取通知書，申請人須在
指定日期或之前繳付學費。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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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常見問題

1. 這個WECC華德福幼兒教育教師培訓課程，跟坊間其他的華德福課程有甚
麼分別?

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是直接由位於瑞士的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
（IASWECE）認可在香港的培訓機構，並獲授權在香港舉辦WECC幼兒教育教
師培訓課程。

當中的課程編制、導師教學、學生考核及實習、以至簽發畢業證書，我們均
以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 的要求而實行。例如，由於課程內容廣
泛全面，我們會安排由該範疇的資深導師負責，確保高水平的教學質素。

另外，所有的課程時數都是以面授形式進行，並不會有任何遙距學習或以閱
讀時數來填補。

2. 我完成這個3年課程後，可以得到甚麼專業認證？

我們的課程由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直接認可，是中國華德
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WECC）之一，由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承辦。
如學生滿足有關畢業要求，可獲取獲IASWECE認可的畢業證書。

3. 當我完成每一期課程後，是否會得到課程證書?

在每次課程結束時，所有出席率達95%的學生會得到該期的出席證書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由培訓中心及課程導師簽發，作為你的學習紀錄。
而結業證書(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及畢業證書(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的
要求在本章程的“課程證書”部分有清楚列明。

在2020年已經有新一批學生完成課程取得結業證書，同時香港已有多位在華
德福團體工作的朋友得到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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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常見問題

4. 參與這個課程對我申請在本地或海外的華德福學校工作有幫助嗎?

有的。香港的課程是整個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WECC）之一。

課程計設包含中華文化元素，理論及實務並重，切合本地華德福學校需要。
同時，課程是由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支持及認受，是受到世界
各地的華德福學校認識的。

5. 完成課程後可以在本地的幼稚園中任教嗎?

我們的課程是以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的標準而設，並沒有因應

本地主流教育方式而變更。所以，如學生需要在本地幼稚園中工作，仍需要
符合本地教師的資歷要求。

6. 我是一位家長，希望深入認識華德福教育，但我沒有教學經驗，也沒有
接受過教育專業培訓，可以參加這個課程嗎？

可以。課程歡迎對華德福幼兒教育感興趣或沒有接受過教育培訓的人士報讀。
事實上課程中部份學生是家長，將學到的幼兒教育知識應用到育兒生活中。

同時，你可以藉這課程作為個人成長及事業發展的機會，為將來成為專業華
德福幼兒教師作準備。

7. 我已經是一位註冊教師，這個課程對我有甚麼幫助？

這個課程可以讓你學習到專業的華德福幼兒教育理論及其在幼稚園的實際應

用，為你成為一名國際認證的華德福幼兒教師提供堅實的基礎。課程亦可以
讓你了解有別於傳統或主流教育的教學模式及方法，提升你的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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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常見問題

8. 我沒有參加任何華德福的課程，現在參加2021年的課程，可以嗎？

這是3年制課程的第一年，是整個學習的開始。不論你之前對華德福教育有沒
有認識，我們都歡迎你直接報讀。

9. 我希望學習華德福教育的小學部份，這課程對我有幫助嗎?

有幫助。華德福的幼兒教育部份是針對人在0 – 7 歲的成長階段而設計，再由

此基礎為孩子準備好小學的學習，當中的教育哲學及理念同出一源，教學方

向也是相通的。給予從事小學教育工作的朋友，一個更完整的兒童成長圖像，
啟發教學新思維。

10. 我想報名，但想知道這個課程對學生有什麼要求?

你須年滿 21 歲。具備基本的英語及普通話能力。

11. 課程對學生的考核方式是怎樣? 會有很多功課或考試嗎?

整個3年課程中會有特定的功課要求，平均每期課程會有1-2份功課，部分功
課要求學生在該期課程期間完成，例如以小組形式在課堂完成的story 
presentation、puppet making。也有部分功課是written assignment，在該期課
程結束後1 – 2月內提交。另外，課程並沒有筆試。

12. 如果因事而未能出席部分課堂，會有補課的安排嗎?

無論任何原因或情況，所有課程均不設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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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常見問題

13. 我希望有機會到華德福幼稚園進行實習，會有這個安排嗎?

有的。當完成了8個星期 (例如: 第1至第6期) 的課程後，你可以申請到華德福

幼稚園進行為期兩星期的實習。你會由合資格的資深老師帶領，在華德福幼

稚園進行實習，並給予指導。實習地點可以在任何一個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
聯盟(IASWECE)的成員國及地區進行，例如:中國、台灣、美國、澳洲、紐西
蘭以及歐洲多國。只要你懂得當地的語言，培訓中心會通過IASWECE作安排。

14. 除每期的學費之外，有其他的費用嗎?

每位新申請學生需繳付$300 行政費。每期課程會收取手工材料費用，因應活
動內容由$80-$200不等。另外，3年課程中有音樂環節，需要學生自行準備一
個里拉琴Lyre ，價錢約$1000-$2000。實習為期兩星期，費用亦會因應不同的
實習地方而不同。

15. 如果我未能參與2021年1月的課程，下一次再辦會是甚麼時間?

2021年1月的第1 期課程是整個3年課程的開始。再辦同樣的第1期將會是3年
之後，所以希望有興趣報讀的朋友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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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學生感想

“課程內容非常實用，每次學習後都能帶回

課堂予孩子。課程中滿滿的藝術活動豐富了
我們的技能，也滋養著我們的心靈。

工作團隊用心籌備，每一個細節都被照顧，
滿是感謝！”

-沈詠敏 (Starhill  Waldorf 老師)

“教學的路從來都不容易!感恩能在這

課程裡發現自己更多並遇見每一位對小
朋友的生命充滿熱誠的人。”

-邱嘉敏 (主流幼稚園老師)

“兩星期的課程令我深深體會到華德福教

育對兒童的重要性，同時亦啓發了我的思
維，實在獲益良多。”

-張凱琳 (前中學老師)

“導師們為我們帶來了他們豐富的經驗、智慧

及美麗的能量。我在這個星期所學到的，比我
這輩子學到的知識都還要多，謝謝!”

-黃蘭心(來自新加坡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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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學生感想

“在課堂學到的知識及實用技巧，推動我繼續努
力成為一名專業的幼兒教師…課程的設計及行政
安排都為海外學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潘俐蓉 (來自新加坡的同學)

“謝謝你們帶領我走過這段美麗且極富意義的

自我探索及學習之旅。同時亦非常感謝你們為
培育香港華德福老師所付出的努力！”

-崔嘉敏 (Forest House Waldorf School 家長)

“完成課堂後，我感覺到我並不孤單，因為在這裡，

我遇到很多和我抱著相同熱誠的人！另外，在這個
課程中，我學到很多實在的華德福教育知識！”

-黃詠蝶 (Garden House家長)

“謝謝你們在香港舉辦這個課程，在

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對我和我的孩
子都非常重要!”

-邱家莉 (春苗華德福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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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可機構

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

國際華德福幼兒教育聯盟(IASWECE)是致力

推動全球華德福教育及文化發展的組織。
工作範圍包括:

• 舉辦會議、大會、工作小組等促進世界
各地華德福工作者之間的合作

• 為幼稚園老師和教育者提供培訓和持續
發展的機會

• 開展並支持有關保護幼兒項目

• 進行教育研究，信息交流，及出版刊物

• 為世界各地華德福教育項目提供教育、
人力資源、以及財政上的支持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在現今物質主義盛行
的教育及文化背景下，
童年作為每個人開展生
命的基礎階段，保護(乃
至拯救)孩子的童年，已

成為全球的開創性工
作。”

Dr. Helmut von 
Kuege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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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統籌機構

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WECC）

中國華德福幼兒教育培訓和指導項目，由國際華德福幼兒教
育聯盟（IASWECE）、華德福教育友好協會（FREUNDE）和歌
德大殿教育部聯合促成。

WECC積極統籌中國的培訓和指導項目，以確保在中國以華德
福教育名義運作的幼稚園的質素，同時，WECC透過支持中國
華德福幼兒教育論壇（CECEF）和全國華德福幼兒教師及幼稚

園的日常工作，幫助未來的華德福幼兒教育運動能夠健康和
獨立地在中國發展。現在，WECC在成都、北京、瀋陽、廣州、
西安、南京、及香港，7個地點均有開辦培訓課程。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WECC在成都、北京、瀋陽、

廣州、西安、南京、及香港。
7個地點均有開辦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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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辦機構

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
(HKWETC)

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成立於2016

年。旨在通過提供國際認證的教師培

訓課程，讓有志投身華德福教育的人

士得到專業進修機會。學成後能夠提
供優質及帶治療性的教育，滋養孩子。

另外，中心亦致力於建立健康和諧的

本地華德福社群，促進華德福教育在

香港的發展。同時，通過舉辦不同類

別的教育活動，讓社會認識華德福教
育。

期望華德福教育能夠植根香港，讓更

多孩子得到滋養身心、均衡發展的教
育機會。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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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如你對課程或香港華德福教育的發展有任何查詢，
歡迎聯絡課程主辦機構—香港華德福教育培訓中心。

電話︰852-36860136
WhatsApp︰852-96691621
網頁︰www.waldorfetc.com
電郵︰info@waldorfetc.com
臉書︰www.facebook.com/waldorf.training
辦公地址︰九龍何文田何文田街29號地下

華德福教育植根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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