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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摘要： 

 

1.1 關於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專注於大腦全方位發展的培訓機構。 

[前名：香港記憶訓練學院 School of Memory] 

課程覆蓋：幼兒、兒童、青少年、成人及長者，為大中華區提供優質的培訓

服務。 

課程種類包括：大腦開發、記憶法訓練、速讀訓練、扭計骰訓練、思維導圖

訓練、專注力訓練、大腦轉數訓練及大腦檢測服務。 

 

1.2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介紹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由記憶專家 Mr. Simon Tam 及其專業團

隊組成，詳情請參閱附件 3.1。  

 

1.3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的遠景  

鑑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有大部分的背誦需求，記憶法能短時間而有效地幫助學

生解決學習記憶的問題，本中心為了讓更多學生能夠認識大腦培訓的重要性

及訓練記憶力的好處，特意設立全港校際記憶比賽，以鼓勵及推動香港學生

使用記憶法於學習中，減輕學習壓力，騰出更多時間於全人發展中。 

 

1.4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的流程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一共分為四個階段：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全校教師)、重

點教師培訓(4 名)、學生戰隊培訓(記憶學會)、全港記憶比賽，詳情請參閱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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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校際記憶比賽  流程  

 
第一階段：免費記憶工作坊  

有意參與計劃之學校可以免費參加培訓工作坊一節，了解及學習記

憶法對學習之用處及成效，工作坊中，參加者能即時體驗運用記憶

法背誦之效果，如古文、詩詞、其他學科知識。 

第二階段：教師培訓  

此階段為收費部分，學校完成免費工作坊後，如有意參加計劃，需

填妥參加表格，隨後每間學校需派出最多 4 位學校老師參加 2 天的

培訓，參加者能深入學習運用記憶法之秘訣、訓練記憶法的方法及

如何準備比賽的技巧。 

第三階段：學生培訓  

已完成教師培訓的老師為其學校的學生進行培訓，並每月一次與本

中心進行研討會，並可以與學生進行模擬比賽。 

第四階段：記憶比賽  

每年 7 月舉行全港校際記憶比賽，設有不同團體獎項及個人獎項，

並歡迎學校參與協辦。 

  

階段四：全港記憶比賽

7月中 全港學界記憶比賽由每間學校自行報名參加

階段三：學生培訓

2 - 7月 由學校完成導師培訓之教師進行，並開設記憶學會

階段二：教師培訓

8 - 2月 為學校進行兩天不多於4人的導師培訓

階段一：培訓工作坊

8 - 2月 為學校進行一節不多於20人的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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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2.1 培訓計劃及比賽目的： 

(1) 推動大腦發展對學習及學生發展的重要性 

(2) 讓全港學校及師生認識記憶法之應用 

(3) 讓學生能減低學習之壓力 

(4) 鼓勵學生挑戰自我， 發揮更大的潛能 

(5) 普及健腦文化，讓學生建立良好習慣 

 

2.2 比賽及培訓詳情  

階段一：  記憶培訓工作坊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導師：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 

活動對象：對記憶法或大腦訓練有興趣之學校 

參加人數：不多於 20 人 (只限教師) 

活動日期：今年 8 月 – 下年 2 月期間 

活動時間：2 小時 

活動詳情：記憶力體驗學習及學科記憶教學 

活動費用：全免 

 

備註： 

1. 有興趣參與之學校，請填妥附件 3.2，並電郵至 brain@wbdtchk.com 

2. 參與之學校將會記錄於本中心支持學校名單內，以感謝學校支持推動全腦訓練於

學習中。 

3. 本中心將會頒發訓練單位證書乙張，以感謝學校成為計劃參加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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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續) 

2.2 比賽及培訓詳情  (續) 

階段二：  教師培訓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導師：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 

活動對象：已完成階段一的學校 

參加人數：不多於 4 人 (只限教師) 

活動日期：今年 8 月 – 下年 2 月期間 

活動時間：2 天 (每天 6 小時) 

培訓詳情：教授如何訓練記憶力及準備記憶力賽事之訓練 

培訓費用：$8,0001 

 

階段三：  學生培訓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導師：已完成階段二導師培訓的教職員 

活動對象：有意學習及訓練記憶法的同學 

參加人數：不限 (視乎學校安排) 

活動日期：下年 2 月 – 下年 7 月期間 

活動時間：由學校安排 

培訓詳情：由已完成導師培訓的教職員教授及安排學生訓練記憶力， 

     建議學校成立該校記憶學會，以鼓勵學生參與 

備註： 

1. 如有需要，本中心導師將會每月一次到訪貴校，為學生進行模擬比賽，跟進

進度。 

	  	  	  	  	  	  	  	  	  	  	  	  	  	  	  	  	  	  	  	  	  	  	  	  	  	  	  	  	  	  	  	  	  	  	  	  	  	  	  	  	  	  	  	  	  	  	  	  	  	  	  	  	  	  	  	  
1
 費用已包括階段二、階段三及四位教師培訓的全期費用，如需添加教師，請向我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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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續) 

2.2 比賽及培訓詳情  (續) 

階段四：  記憶比賽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對象：參與計劃之學校的學生 

活動日期：下年 7 月中 

比賽詳情：進行 6 項隨機項目比賽、包括： 

     詞語記憶、詩詞記憶、字母記憶、 

     生字記憶、圖像記憶、聽記記憶 

比賽組別：初中及高中組 

比賽獎項：個人獎：  

     全場總冠軍、亞軍、季軍 

     組別冠軍、亞軍、季軍 (初中及高中組) 

     項目冠軍、亞軍、季軍 (初中及高中組) 

     團體獎：  

     最佳投入學校獎 (冠軍、亞軍、季軍)、 

     優異學校獎 (冠軍、亞軍、季軍)、 

     最佳教練獎 (冠軍、亞軍、季軍) 

比賽費用：$300/位2 

 

2.3 參加方法  

有興趣參與之學校，請填妥附件 3.2，並電郵至 brain@wbdtchk.com，電郵請註明

參與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及學校名稱。 

  

	  	  	  	  	  	  	  	  	  	  	  	  	  	  	  	  	  	  	  	  	  	  	  	  	  	  	  	  	  	  	  	  	  	  	  	  	  	  	  	  	  	  	  	  	  	  	  	  	  	  	  	  	  	  	  	  
2 比賽費用包括學員可以參加一節賽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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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  

3.1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導師團隊介紹  

譚家豪先生  Mr. Simon Tam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 專家導師 

Ex-Brain Potential — 全腦發展顧問及潛能分析師 

香港培訓及教育總會 — 註冊企業培訓師及認可課程導師 

勞工及福利局僱員再培訓局 — 認可課程導師 

香港公開大學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 認可課程導師 

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 — 特邀講師 

香港立法會 — 特聘講師 

香港城市大學 — 特聘講師 

香港教育大學 — 特聘講師 

香港科技大學 — 特聘講師 

東華學院 — 特聘講師 

澳門科技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客席導師 

YMCA 青年會專業書院 — 客席導師 

香港品質保證局  — 客席導師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培訓學院 — 客席導師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越嶺專業培訓及發展中心  — 客席導師 

香港腦力訓練計劃 (Project Brain) — 總教練 

譚家豪老師的服務層面從幼兒到長者，在過去的培訓生涯中積累了大量實務經驗和學員

訓練經驗；在把握大腦發展、訓練成效及訓練方法中，提升大腦的整體能力、特別在企業培

訓經驗中，總結了快速而有效的方法提升員工的記憶能力、創意思維能力、溝通演說能力等

等，在業內獨樹一幟、口碑卓著。此外，在學校培訓方面，譚家豪老師自２０１０年起開始

為著不同的學校提供學生課程、教師培訓及家長講座活動，深受家長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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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豪先生  Mr. Simon Tam 

有線電視《認識腦朋友》特聘專家 

亞州電視《通識小學堂》欄目分享嘉賓 

澳門電台《禮儀進行曲》欄目分享嘉賓 

明報 JUMP 欄目分享嘉賓 

壹週 Plus 青雲路欄目分享嘉賓 

網上頻道《五分鐘學堂》星級主持 

全港唯一現役記憶選手暨認證培訓師 

香港少數擁有國際認證的全腦發展培訓師 

全港唯一獲美國 IST 認可的身體語言發證培訓師 

2017 香港記憶大賽本地組總成績【冠軍】 

國家高級禮儀培訓師 

國家高級培訓師導師 (TTT 講師) 

高級企業培訓師 

世界記憶錦標賽香港代表隊成員 

世界記憶運動協會會員 

香港記憶運動協會會員 

澳州國家資歷架構第四級培訓及評核證書 

工商管理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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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課程：  

課程領域：  

大腦管理學、應用記憶法、高效速讀、創意思維、讀心溝通、魅力演說、禮儀姿態 

入門課程系列：  

<記憶實戰入門班>， <社交禮儀入門班>，<家長記憶教練班> 

導師認證課程系列：  

<成人記憶法課程>，<成人扭計骰課程>，<成人速讀課程>，<專注力訓練師課程>， 

<幼兒及兒童大腦開發師課程>，<多元智能分析師課程>，＜西餐禮儀指導課程＞， 

＜兒童禮儀課程＞ 

六小時進修系列：  

<全腦轉數訓練班>，<人名面孔記憶訓練班>，<身體語言訓練班>，<扭計骰訓練班>， 

<創意思維訓練班>，<演講溝通練班>，<面試策略學精讀班>，<成人速讀訓練班>， 

＜商務禮儀訓練班＞，＜社交及餐桌禮儀訓練班＞，＜形象管理訓練班＞， 

<愛情解碼訓練班> 

專業訓練系列：  

<小本生意實用策略實戰班>，<大腦地圖法實戰班> 

兒童課程：  

<多元智能學堂>，<幼兒大腦開發課程>，<兒童記憶課程>，<青少年記憶課程>， 

<扭計骰速成系列>，<大腦及多元智能檢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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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團隊  

我們擁有一支強大的導師團隊，每位導師擁有不同的專業領域，如記憶力訓練、右腦訓練、

扭計骰訓練、專注力訓練、速讀訓練、多元智能分析、特殊教育、藝術訓練等的導師。 

無論是幼兒、兒童，還是青少年，我們強大的導師團隊賦予我們能滿足所有合作伙伴的要求。 

**所有導師均完成嚴格的導師課程，歷時 60 小時 

 

部分上課培訓照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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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課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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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員回饋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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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邀請信及報名表格3 

 

2019-20 年度「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  – 階段一招募  

 鑑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有大部分的背誦需求，記憶法能短時間而有效地幫助學生解決學習

記憶的問題，本中心為了讓更多學生能夠認識大腦培訓的重要性及訓練記憶力的好處，全腦

發展培訓中心(香港)特意設立全港校際記憶比賽，以鼓勵及推動香港學生使用記憶法於學習

中，減輕學習壓力，騰出更多時間於全人發展中。 

 

階段一：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導師：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 

活動日期：今年 8 月 – 下年 2 月期間 

活動時間：2 小時 

活動詳情：記憶力體驗學習及學科記憶教學 

活動費用：全免 

注意事項： 

§ 必須以學校為單位參加 

§ 人數上限為 20 人 

§ 參加者必須為教職員 

 

*參加學校請填妥下表，並電郵至 brain@wbdtchk.com  

	  	  	  	  	  	  	  	  	  	  	  	  	  	  	  	  	  	  	  	  	  	  	  	  	  	  	  	  	  	  	  	  	  	  	  	  	  	  	  	  	  	  	  	  	  	  	  	  	  	  	  	  	  	  	  	  
3	   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電郵至 brain@wbdtchk.com 標明參加記憶工作坊及學校名稱 
如有任何爭議，本中心保留一切的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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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記憶培訓工作坊  – 報名表  

本校有意舉行記憶培訓工作坊，資料如下：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辦公時間)：________________ (非辦公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辦時間：報名後，中心將會致電聯絡及安排  

 

預算參與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算舉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於階段二的教師培訓、階段三的研討會及階段四的比賽可能有需要借用學校場地作使用，

以確保活動能順利進行，請 貴校於以下意願方格內 加上「P」號，以便本中心因應配合及

安排： 

☐ 本校願意經協商後借出部分場地作教師培訓之用 

☐ 本校願意經協商後借出部分場地作研討會之用 

☐ 本校願意經協商後借出部分場地作比賽之用 

☐ 本校願意提供義工協助比賽進行 

☐ 本校不願意借出場地 

  

	  

學校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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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邀請信及報名表格4 

 

2019-20 年度「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全港校際記憶比賽及培訓計劃  – 階段二及三招募  

 鑑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有大部分的背誦需求，記憶法能短時間而有效地幫助學生解決學習

記憶的問題，本中心為了讓更多學生能夠認識大腦培訓的重要性及訓練記憶力的好處，全腦

發展培訓中心(香港)特意設立全港校際記憶比賽，以鼓勵及推動香港學生使用記憶法於學習

中，減輕學習壓力，騰出更多時間於全人發展中。 

 

階段二及三：教師培訓  及  學生培訓  

 

主辦單位：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活動導師：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導師團隊 

活動對象：教職員及全校學生 

參加人數： 

教師培訓不多於 4 人 

學生培訓人數由學校決定 

活動日期： 

教師培訓：今年 8 年 – 下年 2 月期間 

學生培訓： 下年 2 月 – 7 月期間 

培訓費用：$8,000 

*費用已包括階段二、階段三及四位教師培訓的全期費用，如需添加教師參與教師培訓，

請向我們查詢。 

	  	  	  	  	  	  	  	  	  	  	  	  	  	  	  	  	  	  	  	  	  	  	  	  	  	  	  	  	  	  	  	  	  	  	  	  	  	  	  	  	  	  	  	  	  	  	  	  	  	  	  	  	  	  	  	  
4	   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電郵至 brain@wbdtchk.com 標明參加全港記憶校際比賽及培訓計

劃及學校名稱，如有任何爭議，本中心保留一切的決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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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及  學生培訓  – 報名表  

本校有意舉行記憶培訓工作坊，資料如下：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辦公時間)：______________ (非辦公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舉辦時間：報名後，中心將會致電聯絡及安排  

 

預算參與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算舉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印 



全腦發展培訓中心(香港)  

查詢： 5408 2954                                                                 www.wbdtchk.com 

 

 

 

 

 

 

 

網址： https：//wbdtchk.com 

電郵： Brain@wbdtchk.com 

澳門  | 香港 |  中國 

 

公開課程 | 企業培訓 | 機構活動 | 上門教授 | 自組課程 | 單對單教學 

記憶法 | 扭計骰 | 速讀 | 大腦轉數 | 全腦開發 | 專注力 | 大腦檢測 | 思維導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