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家庭密码——Alice 姐姐与您聊亲子》训练营项目 

 

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走入【幸福家庭密码】关系学堂系列学习中。谈到家庭每个人都会

想到温暖、安全、踏实、有力量，那么，从我们咿呀学语到我们一点点儿成

长，直至自己组建家庭，成为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的变化。我们都

在经营着家庭的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孩子的难带。因此，ACTI 与

数创中心联合打造幸福家庭密码系列关系学堂，帮助伙伴和身边的家庭都能够

更好地成长，遇到更好的自己，经营更好的家庭。 

本次我们推出的系列是高品质对话篇，该篇章针对 3 个阶段的孩子成长特

点，设计相关话题。项目中每个学习都采用了当下人们最喜欢的短视频方式，

通过场景化、人物化的教学，帮助观众利用碎片化时间快速掌握一个关键词，

提升亲子关系。 

高品质对话系列篇设置共计设计 3 套内容，以“觉察新”、“好开心”、“同真

心”为主题，针对学龄前幼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三个成长阶段的亲子教育设

置。社群学习以 9 天打卡为主（注：也可以扩展成更长时间，比如 21 天），帮

助所有学习者沉醉在一个轻松、自在、开放的环境中，以社群互助的方式群体

学习，助力父母帮可以更好地成长。 

期待您和同伴在训练营中都会遇到更好的自己，成为不断成长的父母，培

养出天赋绽放的孩子。 

 

 



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主要内容 

1. 训练营项目概述 

2. 项目设计理念 

3. 活动导览图 

4. 参与办法详述 

5. 邀约话术范例 

 

  



1. 训练营项目概述 

 

《幸福家庭密码——Alice 姐姐与您聊亲子》“幸福家庭密码——Alice 姐姐与您聊

亲子”训练营，由安利（中国）培训中心和数字化创新中心合作打造，邀请安利

（中国）培训中心培训副总监、ICF 国际认证教练、MBTI 认证施测师及培训师、

DISC 行为风格和激励因子分析师，国际情商分析师 Alice 姐姐主讲。 

以“觉察新”、“好开心”、“同真心”为主题，针对学龄前幼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三

个成长阶段的亲子教育设置。 

整体内容包括： 

⚫ 先导故事影片（学习内容导引，可一键转发目标学员，邀请其参加学习） 

⚫ “i 挑战星球”课程讲解视频（亲子训练营主体学习内容，由 Alice 姐姐亲自讲

授） 

⚫ “i 挑战星球”课程精要回顾（亲子训练营学习内容精要回顾，帮助学员课后巩

固） 

⚫ “i 挑战星球”课后打卡任务（亲子训练营配套课后任务，帮助学员学以致用，

成为育儿“达人”） 

 

其设计思路旨在借助影片讲父母帮痛点，再用理论+实用方法+行动操练阐述学

习内容，帮助营销人员、安利顾客及安利之友在育儿路上运用科学的方法营建亲

子关系，让孩子建立自信，培养良好行为习惯，踏上丰盛人生！ 

 

训练营总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每期采用“2+9”方



式运营，即：2 天的预热/组队/开营期+9 天的学习打卡期（包括视频影片+课程

讲解视频+课程精要回顾+打卡任务），共计 11 天。 

当期训练营结束后可重新组队，再次以“2+9”方式开展活动。 

 

 

2. 项目设计理念 

 

⚫ 先导故事影片《社恐篇》匹配课程影片“觉”，“察”，“新”及打卡任务 

- 成长阶段：处于对世界好奇阶段的孩子 

- 课程目的：在觉察新之下，帮助家长建构培养孩子的自爱，自我欣赏，看

到孩子在过程中能够欣赏自己的小本领，又懂得关爱他人。 

- 家长学习目标：忌过度敏感，觉知孩子每天变化与成长（主动性） 

 

⚫ 先导故事影片《乐高篇》匹配课程影片“好”，“开”，“心”及打卡任务 

- 成长阶段：处于发展兴趣阶段的孩子 

- 课程目的：帮助家长建构培养孩子的自我接纳，看到孩子在过程中享受，

接受小挑战，独立操作与成长。让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尽情绽放。 

- 家长学习目标：忌干预，给予孩子空间放下评判，真正与孩子在一起成长 

 

⚫ 先导故事影片《补习篇》匹配课程影片“同”，“真”，“心”及打卡任务 

- 成长阶段：处于求知/独立关键阶段的孩子 

- 课程目的：进入青春期，这个时候孩子的心智在发生变化，父母要读懂孩



子，才能避免叛逆。此部分旨在帮助家长建构培养孩子的自尊与被尊重，

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活动导览图 

 

 

 

 

  

1.  活动预热 

4. 学习/打卡 

3. 学员加入 

2. 组长组队 



4. 参加办法详述 

 

⚫ 参与人群 

- 组长：营销助理及以上 

- 组员：营销人员、优惠顾客、安利之友及普通顾客等在亲子关系方面具有

相应需求的人群 

 

 

 

- 时间：组队开始前，共 2 天 

- 形式：营销助理及以上人员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及其他渠道对活动进行

宣传预热 

- 材料：活动海报 

 

 

 

- 时间：课程正式开始前，共 2 天 

- 形式：营销助理及以上人员进入“i 挑战星球”小程序组队，成为组长；保

存组队邀请卡 

1. 活动预热 

 

5 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 组长组队 

 

5 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 材料：“i 挑战星球”小程序，活动海报（jpg），先导故事影片（h5），一图

推文（安利云购公众号，安利头条 APP，安利业务信息速递公众号） 

 

 

 

- 时间：课程正式开始前，共 2 天 

- 组长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向目标群体进行邀请（组员上限 1000 人） 

1. 向目标群体推送先导故事影片：目标群体可点击先导故事影片进行观

看，并在完成其中的测试后，获得“i 挑战星球”组队太阳码；目标群体

扫描太阳码并寻找该组长队伍进入 

2. 向目标群体发送“i 挑战星球”小程序的组队邀请卡：目标群体扫描邀请

卡上的太阳码直接进入该组长队伍 

- 材料：“i 挑战星球”小程序，活动海报（jpg），先导故事影片（h5），一图

推文（安利云购公众号，安利头条 APP，安利业务信息速递公众号） 

 

 

 

- 时间：课程正式开始，共 9 天 

- 形式：“i 挑战星球”小程序将会从队伍组建第三天开始，每日解锁一部分

3. 学员加入 

 

5 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4. 学习打卡 

 

5 月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课程内容，并配套课后打卡作业；组长组织组员进入“i 挑战星球”小程序

进行学习，打卡 

- 材料：“i 挑战星球”小程序 

建议：自行组建设计开营仪式和结营典礼（尤其是在自己微信父母帮/亲

子社群里） 

通过有仪式感的开营学习和结营典礼，让父母帮的参与者更重视和能够

践行。 

 

 

注：在课程开始期间，新学员可随时加入，并可立即学习在同一期活动中已

解锁的课程内容 

 

  



5. 邀约话术范例 

 

组队邀约话术参考： 

 

2020 年的开局，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家里的“神兽”天天上蹿下跳，小猫小狗在沙发下瑟瑟发抖。慈祥的老父亲老母亲

再也装不起来了……咆哮怒吼齐上，生生让亲子关系降到史上最低点！ 

育儿路上，如何做到不焦虑，不彷徨？安利（中国）培训中心培训副总监，国际

情商分析师 Alice 姐姐现身说法。不生硬，不教条， 9 天教你打造完美亲子关系！

位置有限，快来参加！ 

 

小王说她家的 5 岁宝，不再一天到晚“妈妈妈妈”黏着她；小张说她家的小学娃，

今天学这个，明天爱那个，365 天不带重样儿；老刘说他家的初中崽，一天天的

在叛逆边缘跃跃欲试……生生把风流倜傥貌美如花的小伙子大姑娘折腾出了老父

老母的白头发。 

怎么破？ 安利（中国）培训中心培训副总监，国际情商分析师 Alice 姐姐现身说

法。不生硬，不教条，9 天教你打造完美亲子关系！位置有限，快来参加！ 

 

  



养群话术及每天完成打卡任务参考： 

 

 群运营话术 每日打卡任务参考 

预热第 1-2 天 孩子沉溺于游戏，学习怎么

办？孩子有点小反常，家长

应该怎么做？自己家的孩

子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么？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欢迎您走入

【幸福家庭密码】关系学

堂。接下来几天，让我们用

轻松愉快的视频观看及趣

味打卡方式，通过不断学

习，努力成为孩子眼中最好

的父母，打造最完美的的亲

子关系！ 

从 X 月 X 日开始，我们将

在 i 挑战星球小程序中，每

天解锁学习 1 个视频，1 个

课程，完成 1 个打卡任务。

持续 9 天，轻松学习，逐渐

/ 



蜕变。 

开营倒计时开始，敬请期

待！ 

开营仪式式 

打卡第 1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欢迎您走入

【幸福家庭密码】关系学

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 i 挑

战星球小程序中，每天解锁

学习 1 个视频，1 个课程，

完成 1 个打卡任务。用 9 天

时间观看学习视频以及精

华总结，轻松掌握如何打造

完美亲子关系！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请回忆一下，近期您的孩子是否

曾对您或家人表达过关爱的行

为。请就事情向孩子表达谢意，

并予以鼓励。 

打卡第 2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学习，时

刻在进步。我们在对他们耳

提面命“好好学习天天向

请在今天与孩子共读一本从未

阅读过的绘本，或请孩子分享一

本近来新读的书，甚至是一个故

事。从中观察孩子在阅读结束

后，认知和表达方面的成长与变



上”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

也有在持续学习，提升自

我？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化，适当予以鼓励。 

打卡第 3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您对孩子的爱，毋庸置疑。

相信您也曾经因为爱与期

望，为孩子订立过不少的计

划和目标。这些个目标的订

立，是否有孩子自己的参与

与思考呢？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为您自己订立一个提升与孩子

对话品质的小目标，用线上工具

（如朋友圈），或笔记本记录，

并截图或拍照上传。记录完别忘

了采取行动，看看您在实践后会

有哪些新收获。 

打卡第 4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在学习以外的日常生活中，

孩子在您眼里是否有些“不

务正业”？我们是否曾经试

请与孩子一起玩一个 TA 最爱的

游乐项目（可以是户外项目，可

以是看一出动画片，也可以是打

游戏）。您需要以游戏伙伴的身

份全身心投入。结束以后，请与



过放下批判的眼光，耐下性

子，去了解孩子的爱好，以

及孩子在其中的收获？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孩子一起聊聊其中的乐趣和收

获。 

打卡第 5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孩子慢慢长大，不再一天到

晚嘴里“爸爸妈妈”不断地

黏着我们，您会否感到些许

失落？您和孩子上一次“聊

枕头天”是什么时候？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请在睡前与孩子一起分享在这

一天里各自的心情。先由您分

享，再请孩子分享。如果可以，

再与孩子一同探讨心情背后的

原因，讨论解决方法。最后要感

谢孩子的分享，或与孩子约好下

次分享时间。 

打卡第 6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您是否会有这样的想法：我

们社会经验丰富，比孩子懂

得多多了。您是否知道，在

您不觉察的时候，孩子已经

请您在今天给孩子一个机会，让

TA 独立安排周末的日程。您作

为孩子的顾问，向 TA 提供必要

的信息和其他支持，不左右孩子

的计划。用线上工具（如朋友圈）

或线下工具（笔记本）记录，并



成长到了出乎您的意料之

外？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截一图/拍照上传。 

打卡第 7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我们总把“别人家的孩子”

挂在嘴边，是否又想过，您

的孩子，也有机会是旁人眼

中“别人家的孩子”。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过人

之处。请您尝试列出自己孩子的

三个优势或是性格上的优点，并

告诉孩子，自己为 TA 的这些优

势/优点非常骄傲，鼓励 TA 一直

保持下去。 

打卡第 8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我们常常让孩子“听话”，可

是对于孩子说的“话”，您又

听进去了多少？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回顾课程中关于“聆听的 5 个层

次”的内容，回忆一下自己日常

与孩子相处时，思考一下，自己

通常处于聆听的哪一个层次，都

有哪些提升空间。 



打卡第 9 天 亲爱的老父亲老母亲，小爸

爸小妈妈们。大家好。 

经过了这 9 天的学习和偷

偷“改造”，您的孩子是否感

受到了爸爸妈妈为了拉近

跟他们之间的距离，所表现

出的“诚意”？ 

今天的课程及打卡任务已

解锁，赶紧登陆 i 挑战星球

观看吧！ 

 

回顾课程中关于“1 个小发现，1

个小收获，1 个小突破”的内容。

在睡前请孩子总结一下当天的

“3 个 1”。用线上工具（如朋友

圈）或线下工具（笔记本）记录，

并截一图/拍照上传。 

结营典礼 经过 9 天的学习和写作，我

们一起来复盘下学习和收

获。这周的学习，你有哪三

点收获呀？接下来你有哪

些行动和计划？来立下你

的 Flag 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