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2020年3月份學期：報名日期為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2月12日(額滿即止)。

2. 面授課程：每科港幣$350(包括由香港公開大學編撰的教材及授課)。

3. 付款方法︰

   a. 學員可憑二維碼到7-11便利店繳交學費，每科請用獨立繳費收據。

   c. 請於「繳費收據」或「存款收據」正面寫上報讀人姓名、身份證號碼、報讀課程名稱及編號。

4. 請連同已填妥之報名表格、「繳費收據」或「存款收據」正本或申請助學金的證明文件交回深愛堂辦理手續。

5.首次報讀之新生需繳交彩色相片乙張及身份證副本。(彩色相片1吋X1.5吋，背面寫上姓名、身份證號碼，以便印製學生證之用)

6. 網上報名網址: www.ouhk.edu.hk/CBMP，本堂提供部份學額在網上報名，如課程在網上已經額滿，並不代表該課程真正額滿，請向本堂負責職員查詢。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粵劇戲曲共賞 藝術文化的培養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健康飲食
一.  邏輯，你好嗎？ 一.  認識粵劇粵曲 一.  藝術面面觀 一.  提升語言表達技巧概說 一.  營養素知多少

二.  跟批判思考打招呼 二.  粵劇的傳統行當 二.  書法 二.  優質與差劣的語言表達 二.  都市人的飲食與健康

三.  演繹邏輯 三.  粵劇的當代行當 三.  繪畫 三.  言之有物(一)：記述、描述 三.  活用食物營養標籤

四.  歸納邏輯 四.  傳統各大名派 四.  茶藝 四.  言之有物(二)：談情、說理 四.  婦女健康飲食

五.  語理分析 五.  當代名腔名曲 五.  手工藝 五.  說話得體(一)：坦白、暗示、客套語 五.  兒童健康飲食

六.  語言陷阱 六.  粵劇身段基本功 六.  音樂 六.  說話得體(二)：關心、安慰、試探 六.  長者健康飲食

七.  剖析常見邏輯謬誤 七.  粵劇文戲的特色 七.  電影 七.  說話得體(三)：說服、勸諫 七.  不良飲食與都市病(一)：肥胖

八.  別給詭辯術騙倒 八.  粵劇武戲的精髓 八.  舞蹈 八.  說話得體(四)：談判 八.  不良飲食與都市病(二)：便秘與癌症

九.  拆解邏輯難題 九.  粵劇的說唱藝術 九.  寫作 九.  說話得體(五)：憂慮、懷疑、異議 九.  不良飲食與都市病(三)：三高及其併發症

十.  信？不信？理性與信仰 十.  粵劇劇本的欣賞元素 十.  文學欣賞 十.  說話得體(六)：請求、建議、拒絕 十.  外出用膳也健康

十一.風水算命，能人所不能？ 十一.粵劇的舞台與道具 十一.攝影 十一.說話得體(七)：道歉、申辯、投訴 十一.健康素食面面觀

十二.潮流文化與消費文化 十二.如何欣賞粵曲演唱會 十二.話劇 十二.女性議題：語言暴力 十二.營養補充品的迷思

十三.批判思考與人際溝通 十三.如何成為一個粵劇演員 十三.插花 十三.做個語言表達的高手 十三.健康飲食從廚房開始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產前產後營養與護理 婦女與健康 中醫藥常識入門

十一.青少年家庭教育(二)

十二.新來港青少年社會心理適應
十三.次文化及網絡媒體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營養餐單 學習有方 認識股票投資 親子理財 演講與主持技巧

一.  懷孕過程知多點

二.  懷孕期的身體變化

三.  產前檢查及懷孕期的注意事項

四.  懷孕期的健康飲食

五.  懷孕期間的身體不適及處理方法

六.  產前情緒管理與產前運動

七.  懷孕期的異常情況

八.  產後的身體變化與產後護理

九.  產後的身體不適

十.  產後營養需要

十一.餵哺母乳知多點

十二.認識產後情緒健康

十三.產後運動及產後檢查

   b. 學員亦可到中國銀行(櫃枱處)直接存入學費，存款的帳戶名稱是「香港公開大學」，帳號是 012-811-0-000007-9，每科請用獨立存款收據。        (學費：$350)

青少年心理學初探

一.  經痛與更年期

二.  婦女的年老健康

三.  婦女與職業健康

四.  妊娠與相關疾病

五.  婦女與癌症

六.  婦女與個人儀容

七.  婦女健康生活模式

八.  婦女與抵抗力

九.  婦女與壓力

十.  婦女與精神困擾

十一.婦女的人際關係

十二.婦女的退休生活

十三.婦女與社區參與

一.  演講與主持技巧概論

二.  公眾演說基本功(1)：主題構思

三.  公眾演說基本功(2)：資料搜集

四.  講稿的鋪排(1)：破冰開場

五.  講稿的鋪排(2)：主題內容—演講者篇

六.  講稿的鋪排(3)：主題內容—主持篇

七.  重點歸納及完美結語

八.  基本活動製作的認識

九.  輔助工具的運用

十.  建立個人風格

十一.主持人及演講者的臨場前準備

十二.臨場技巧(1)：帶動氣氛

十三.臨場技巧(2)：應變技巧

一.  父母的角式：理財顧問

二.  父母如何提升理財知識

三.  如何建立正確的金錢概念

四.  如何處理利是及零用錢

五.  如何建立儲蓄習慣

六.  如何記錄收入與支出

七.  如何編製理財預算

八.  如何建立正確的消費觀

九.  青少年理財態度面面觀

十.  如何面對貸款與信用咭的泛濫

十一.如何計劃未來的財務

十二.父母價值觀如何影響子女的理財觀念

十三.親子理財的真意義

一.  股票投資基本知識

二.  股票市場

三.  股票投資實務

四.  基本分析(一)：行業與基本公司分析

五.  基本分析(二)：公司動態分析

六.  財務分析

七.  技術分析

八.  經濟分析

九.  新股市場

十.  股票投資組合

十一.衍生工具

十二.風險管理及股票投資策略

十三.認識投資者心理

一.  活到老，學到老？

二.  為學習做好準備

三.  自我管理

四.  資料搜集竅門

五.  閱讀竅門

六.  解讀圖表與數據

七.  從視聽傳媒獲取知識

八.  過目而不忘

九.  理智思考

十.  小組學習

十一.學以致用：寫作

十二.學以致用：口語表達

十三.自我評估與反思

一.  均衡有營飲食

二.  有營煮食

三.  成人營養餐單

四.  長者營養餐單

五.  兒童營養餐單

六.  經濟一家營養餐單

七.  有營素食餐單

八.  養顏飲食餐單

九.  防癌飲食餐單

十.  痛風飲食餐單

十一.針對關注血糖人士飲食餐單

十二.針對關注血壓人士飲食餐單

十三.針對關注血脂人士飲食餐單

一.  中醫源流

二.  醫理探源

三.  疾病攻防

四.  望聞問切

五.  辨證論治

六.  本草探幽—中藥知識與理論

七.  初識中藥—中藥實例攬勝

八.  方劑入門

九.  良方便覽

十.  養生大觀

十一.食療宜忌

十二.針灸推拿

十三.青春永駐

一.  認識青少年(一):青少年發展理論

     及性格特徵

二.  認識青少年(二):智力發展

三.  認識青少年(三):性心理發展

四.  認識青少年(四):身份認同及個人成長

五.  青少年的情緒

六.  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與防治(一)

七.  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與防治(二)

八.  青少年的人際關係

九.  青少年教育與就業

十.  青少年家庭教育(一)

一.  中醫康復療法概念

二.  正常人體解剖學基礎

三.  經絡及穴位基本概念

四.  針灸治療學

五.  耳穴療法、腳底與手掌按摩

六.  拔罐、刮痧及牽引

七.  氣功療法

八.  藥膳

九.  都市殺手病一：癌症(肺癌、乳腺癌及

     子宮頸癌)及中風

十.  都市殺手病二：高血壓及糖尿病

十一.痛症：頭痛及經痛

十二.骨傷：腰肌勞損、關節退化

十三.其他常見病症：感冒及失眠

新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