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簡介

許國杰 HUI KWOK KIT, SAM

現為「動感天空 - Fun In Sky」之執行總監–善於利用故事及活動，再連繫學習主題，
讓學員易於投入及應用生活當中。他有超過 23 年教學及培訓經驗，為港澳學府、政府
及私人機構推行過千場的工作坊。當中包括：中大、理大、澳大、理工、保安高校、
澳門管理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長者書院及勞工局等。同時，他也有十多年為
中小幼推行公民教育，靈活將學習主題活化，以棟篤笑方式及遊戲演繹，讓學生愉快
學習。他亦多次於電視、報章、電台就「習慣、EQ、溝通」等主題作分享。許氏亦很
愛學習，擁有教育及資訊科技碩士(港大)、成人培訓、社會工作及建築等不同學歷，並
持有 NLP、MBTI、Coaching 及評核人員、Training and Assessment 等認證。

然而，他非一般的成長經歷也豐富其教學及演繹方式。他曾生活於中國、香港、澳門，再到近年的澳洲工
作，這不但磨煉其意志及彈性，更學懂在不同地域、文化及語言等下解決問題。他童年自卑及口吃多年 ，
幾經努力以其「缺點」轉為「優點」，他曾為澳門普通話及英文演講會會長(Toastmasters)，更是雪梨區域
總監，管理多個演講會，多年參與比賽、主持及統籌活動。此外，他擁有 30 年長跑經歷，靜座、閱讀及
五時起床更為他的關鍵習慣。他超過兩年以自行車上班，2018 年起成為 Youtuber，每星期分享習慣心得，
將於 2020 年發行成書，同時推出網上平台：「關鍵習慣 Keystone Habits」！

培訓專長：習慣變革、故事演說、情緒管理、團隊合作
學歷
l

教育資訊科技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IT in Education – HK University

l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Bachelor in Social Science – HK OpenU

l

成人教育及培訓文憑 Diploma in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HK University

l

社會工作文憑 Diploma in social work – HK PolyU

l

建築學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Architectur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專業認證
l

澳洲教育局認證 Cert IV Training & Assessment，可在當地進行培訓及評刻等工作。

l

身心語言程式學高級執行師 NLP Master Practitioner Certificate - NLP University/APTI

l

國際高級演講金牌及高級領袖 (ACG & AL) – International Toastmasters

l

國際大成教練 Meta-Coach (ACMC) 及 Benchmarker - Neuro-Semantics International (USA)

l

認證 Coaching Genius 證書 - APTI

l

認證 MBTI(16 型人格)施測師 – CCP Asia Pacific

l

認證催眠治療發證講師 Certified Trainer of Hypnotherapy (NGH)- APTI

l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DTM (approaching title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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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培訓經歷
l

2019 年連續 10 場為永利澳門內部主管推行「故事演說」訓練。

l

2017,2019 年獲邀請為國際大成教練八天認證培訓(ACMC)之小組導師及評核人員。

l

超過 15 年參與國際演講會(Toastmasters)，2018-2019 年為澳洲雪梨演講會擔任區域總監，多次
組織演講比賽、總材判及主持。2016 主持國際會議工作坊及司儀(澳門區)，與會人數超過 300 人。

l

近 50 場遊戲帶領、義工培訓，如：司法局、工聯、街總、永援、聖心、民署、婦聯等。

l

超過 200 場團隊課程培訓經驗，包括：政府、私人、民間團體等，兒童至長者均有。

l

連續 3 年為香港理大學生會競選、各莊員進行團隊、活動帶領及教練(Coaching)培訓。

l

特邀 2011 年度為澳門大學之全體新生及職員進行團隊、溝通培訓，參加者超過 1500 人。

l

連續 6 年為銀河娛樂籌劃「青少年成就計劃」
，針對團隊、人生規劃、義工服務等作培訓。

l

12 年為多個政府部門推行千場教育劇場，如：熊猫保護、公民教育、交通安全、清潔環保等。

l

超過 13 年於勞工局職業培訓廳任教人際溝通，學生多為輟學、動機低之青少年。

「SAM HUI」的培訓設計？
1.

Springy 彈性化 – 每位學員都有不同的學習取向，導師會採用多元教學，如：故事、
多媒體、互動劇場、真實體驗、遊戲、音樂聯想等，以達致更佳的學習效果。

2.

Applicable 應用性 – 為了加強學員應用，學習重點不單指在工作，很多時都連繫家人
共融、個人成長及伴侶相處等，讓學員更能重視學習過程。

3.

Motivational 激勵性 – 導師常跳出傳統教學方式，以不同點激勵學員，為自己的生命
作更好的選擇。過程主張自願性，以引導學員自發作出正面改變。

4.

Humorous 幽默的 – 超過十年幽默演講及帶領經驗，許氏不單能將學習內容精簡化，
更能以搞笑歡愉方式呈現，加強學習的樂趣。

5.

Unique 獨特性 – 是本澳首位結合篤棟笑及教育的導師，不單內容配合時事生活，更
讓學員有一種喻學習於娛樂之快感，也有著其親切感及應用性。

6.

Internalized 內化性 – 導師會應用很多心靈對話、感觀刺激、朋輩支持及教練模式，讓
學員除了得著啟發，深入影響學員思維，使持續正面影響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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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
服務機構

培訓項目

行政暨公職局 - 人力資源廳、資訊廳、培訓

團隊合作、減壓技巧、團隊溝通

處、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文件暨刊物處、
選舉輔助處、公職福利處、行政暨財政處、
統計暨普查局等。
社工局 –研究暨計劃廳 及民間機構、單親家

公開演講、活動策劃及帶領、團隊建立、遊戲教

庭支持網絡 及 民間機構、防治藥物依賴廳、 學、接待及處理投訴技巧、人際和諧及溝通、工
健康生活教育

作熱誠及創意

審計署

壓力管理、演繹技巧、匯報及回饋技巧

行政暨公職局 - 公職人員福利處

講故事技巧、減壓管理、傳意技巧、演說技巧、
親子遊戲、創意、情緒管理、高效圖像法

民政總署- 培訓及資料儲存處、公民教育及

時間管理、演說技巧、人際傳意、導師培訓、情

資訊處

緒管理、壓力管理、兒童/青少年公民教育營、
義工培訓、全澳公民教育學校巡迴、團隊建立

澳門法務局 - 少年感化院、社會重返廳

員工培訓、團隊溝通訓練、個人成長教育營

澳門海關

創意及解難技巧、談判、演繹技巧、衝突處
理、道德、紀律及職業操守

澳門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正能量

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情緒管理、團隊合作、人際相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 醫院行政廳

情緒管理、團隊合作、人際相處

土地工務運輸局

正面心態

澳門廉政公署

情緒管理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

親子溝通

澳門退休基金會

團隊建立、性格分析

澳門衛生局 - 筷子基醫務所、山頂醫院

演繹及教學技巧、說服力、減壓技巧

澳門體育發展局

工作上的溝通技巧 (全體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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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構
服務機構

培訓項目

澳門理工學院 - 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

時間管理、人際溝通、情緒、團隊、接待、選才

澳門城市大學

人際溝通、職涯規劃、性格分析、面試技巧

澳門大學- 學生事務處、持續進修、學生會

面試、技待、團隊、減壓、圖像法、溝通、性格學

勞工事務局 - 職業培訓廳、就業拓展處

面試技巧、EQ、人際傳意、創意思維、圖像法

澳門消防局消防學校

團隊建立、團隊溝通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演講技巧、人際溝通

澳門警察學校、司法警察局

接待及處理投訴、高效圖像法、減壓、義工培訓

澳門理工學院 - 長者書院及安老機構

全腦學習、壓力管理、司儀培訓、九型人格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成了教育中心

人際溝通、兒童心理、壓力、圖像法、EQ

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 (輔導部)

演繹技巧 及 活動帶領

澳門海星中學

團隊溝通及信任

創新中學

團隊溝通 及 戶外歷奇活動

聖瑪沙利羅學校

家長及教師減壓工作坊

二龍喉中葡小學

高效圖像法、高效圖像法 II、團隊建立

聖心英文部

師友溝通培訓、聖誕親子公民教育活動

何東中葡小學、氹仔中葡學校、聖羅撒中學

高效圖像法、員工減壓技巧、親子溝通

澳門永援中學

個人探索、團隊建立、帶領技巧、義工服務

澳門理工學院同學會

面試技巧、情緒管理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德育中心

利用輕鬆手法引起學生課堂興趣、親子活動

澳門藝術博物館

演繹技巧、團隊建立、藝術多面睇、導賞技巧

澳門培華中學 – 小學部

親子新春活動

澳門九澳聖若瑟宿舍

正面心態(學生及老師)、親子溝通、員工減壓

澳門金融學會

九型人格、壓力管理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護兒中心

演繹、團隊訓練

澳門博彩教學及研究中心

情緒管理、面試技巧、減壓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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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私人機構
服務機構

培訓項目

澳門凱旋門、新濠鋒、美高梅、威尼斯人、

團隊訓練、親子講座、創意思維、Mind map、

置地等

時間規劃、正面心態

中國人壽(澳門及香港)

團隊訓練、train-the-trainer 帶領及解說技巧

澳門永利、永利皇宮

故事演說訓練(11 場)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及 銀河娛樂

社工服務、開幕活動、團隊訓練、正面心態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

情緒及減壓有妙法

澳門美高梅 MGM

人際溝通及情緒管理、團隊培訓

匯豐銀行 (澳門總行及各區分行)

團隊訓練、情緒管理、逆境智能、品牌效應

澳門酒店業協會 (各大酒店經理、管理層)

九型人格、解難技巧

澳門皇冠股份有限公司

情緒及減壓有妙法

利達通黃頁有限公司

納米說服力

澳門友邦保險

團隊合作、人際溝通、減壓技巧

澳門自來水

團隊合作、客戶關係、衝突處理、減壓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團隊合作、客戶關係、創意解難、減壓

澳門賽馬會、澳門彩票、澳門逸園賽狗會

團隊溝通、培訓技巧

澳門工程師學會、澳門科技委員會

英文演繹及國際交流技巧

澳門創新科技中心

接待技巧、教練培訓

濠江青年商會

創意思維、演繹、減壓、團隊建立、解難

澳門婦產科學會

情緒及減壓技巧

盛世順廣告有限公司

展銷場內進行- 親子教育劇場、遊戲工作坊

澳門金融管理學會

九型人格、正面心態

名門物業

團隊合作、客戶關係

澳門漁人碼頭

婚宴主持及活動帶領

澳門禮頓建築公司

演繹無所畏

澳門文員網球會

親子教育活動

澳門 Evergreen

團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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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
澳門工聯、北綜、氹仔綜合、湖畔、驛站

演繹、減壓、面試、MBTI、九型人格、說服力

澳門扶康會

團隊培訓、情緒管理、弱能人士與家人相處技巧

澳門社區青年義工發展協會

人本價值、團隊培訓

澳門中華青年展志協進會

團隊培訓、正面心態、人生規劃

澳門善明會

義工培訓、演講、帶領、團隊培訓

澳門善牧中心

時間管理、MBTI

澳門中華青年進步協會

帶領活動技巧、評論及人際關係、九型人格

澳門青年志願者協會

團隊合作、創解難、人際溝通

澳門工會青年委員會

創意思維

澳門文員會

創意、生涯規劃、思維導圖、說服力、減壓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活動帶領、司儀培訓、兩性關係、禁毒活動

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團隊訓練、親子教育、家長工作坊

澳門宣道堂

人際傳意、少年團隊訓練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護兒中心

親子溝通、團隊合作

澳門明愛

全澳長者司儀培訓、小組技巧、輔導技巧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小組技巧、激勵及啟發技巧、團隊及減壓

澳門中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人際傳意、兩性相處、團隊合作

澳門希望之源、希望之泉

遊戲帶領、講故事技巧、減壓技巧、思維圖像法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小海豚托兒所

公民教育、減壓、義工團隊、司儀、兩性相處

澳門草六坊會青年委員會

義工培訓

澳門心理學會

社工、教師之多元智能培訓

澳門街坊總會

睦鄰互助、人際溝通

澳門環保志願者協會

團隊訓練、人際溝通、演繹訓練

巴哈伊教澳門青年部、總會

團隊訓練、減壓技巧、親子活動、晚會舞蹈活動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

納米說服力、人際溝通

澳門教區牧民中心

義工培訓、帶領遊戲技巧

澳門高志慈社會研究中心

義工培訓、帶領遊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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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作
澳門大學

為 2011 年全體新生及行政人員作團隊培訓 (超過 1,500 人)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導師講授技巧、連續 8 年教授公眾禮儀及情緒管理，包括：
晉升、學堂成員。(超過 100 場)

交通事務局

連續 4 年作「交通安全」推廣導師，負責中小幼(超過 400 場)

民政總署

統籌及主持「我愛大熊貓教育劇場」(2,000 人次)
超過 10 年主持綠化週及公民教育活動(1 萬人次)
超過 100 場推廣清潔教育工作坊、攤位(2,000 人)

澳門管理學院及銀河娛樂

連續 3 年擔任「青少年成就計劃」講師，(800 人次)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連續 4 年帶領內地大學生交流活動(500 人)

社工局 - 復康服務處

統籌 2002 全澳弱能人士嘉年華 ( 6,000 人次)

社工局 - 長者服務處

統籌 2002 全澳長者義工晚會( 700 名長者)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主持 2007 年國慶活動 (約 2,000 人次)

澳門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2015 年為各級社推行迎新、團隊活動 (超過 800 人)

香港機構
服務機構

培訓項目

香港匯豐

團隊培訓、創意解難、客戶關係管理

香港職業訓練局

情緒管理、國際比賽心理質素提升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團隊建立及創意思維

香港理工大學青雲路同學會

求職及面試攻略

香港海港城 -大學畢業生週

求職及面試攻略

展能學院(香港)有限公司

情緒管理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

全腦學習、傳意及輔導、毅進課程、創意思維、高效圖像法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事務處

創意技巧、傳意技巧、演說技巧、講故事技巧、劇場教育、
高效圖像思維法、納米說服力

香港小童群益會 (總會)

員工劇場訓練、展翔計劃、導師培訓、錄像拍攝

英國保誠(香港)

團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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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驗
服務機構

項目

澳洲雪梨教會、Meetup group

2017 起持續為不同教會、民間組織推行工作坊、團隊訓練。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2018 區域總監 - 負責管理五個不同社區的演講會

District 70 澳洲雪梨

2019 擔任超過十場演講比賽的評判及主持
2019 推行高效能演講培訓 (全雪梨區段)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2015 港澳區幽默演講總決賽

亞軍

District 89 澳門普通話演講會

2014 澳門總區幽默演講 亞軍及評論 冠軍
2011-2012 兩屆評論比賽 冠軍
2011 備稿演講比賽 亞軍
2010-2011 普通話演講會會長
2007-2008 兩屆澳門幽默演講比賽 冠軍
2008 國際演講會(亞洲區)-備稿演講比賽 季軍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2016 大中華 89 區國際會議工作坊主持及比賽司儀

District 89 澳門英語演講會

2014 澳門總區幽默 冠軍
2011-2012 評論比賽 冠軍
2009 澳門總區評論比賽 及 備稿冠軍
2007-2008 英文演講會會長
2006 及 2009 統籌亞洲區國際演講會議

單車/兩項鐵人/馬拉松比賽

2019 New Zealand Spartan 5 公里及 21 公里障礙賽

/Spartan 越野鐵人賽

2018 Sydney to Wollongong 82 公里車籌款活動
2010-2018 於不同國家參加過 10 場不同馬拉松：香港、馬來
西亞、日本、台灣、雪梨、黃金海岸等地。
2011 澳門長跑聯賽山路越野賽 第 8 名
2009 澳門山路之王 15 公里 (第 3 名/總人數 300)
2009 綠色力量 25KM 越野跑 (第 7 名/總人數 1,200)
2009 澳門冬季半程馬拉松 (第 5 名/總人數 600)

澳門文化中心

2011 小王子演出(超過個半月演員訓練+扮演獵人一角)
2006 出位廣告大串燒 - 廣吿棟篤笑得獎者

兒童運動比賽

推行 3 年以運動元素，加強兒童合作及超越自我之心態，及
促進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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