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2021年3月份學期：報名日期為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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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文學賞析 藝術文化的培養 宗教哲學人生 論盡男女 中醫藥常識入門
一.  幽默與幽默文學探析 一.  藝術面面觀 一.  性、性別與性別定型

二.  詩經之幽默傳統 二.  書法 二.  兩性差異的先天因素

三.  先秦諸子之幽默（上） 三.  繪畫 三.  兩性差異的後天因素

四.  先秦諸子之幽默（下） 四.  茶藝 四.  心事有誰知？

五.  漢魏、唐宋之幽默 五.  手工藝 五.  語言解碼

六.  現當代之幽默（上） 1. 世相篇 六.  音樂 六.  談情說愛

七.  現當代之幽默（上） 2. 感悟篇 七.  電影 七.  傳統男女

八.  現當代之幽默（上） 3. 隨想篇 八.  舞蹈 八.  家庭崗位

九.  現當代之幽默（上） 4. 雜談篇 九.  寫作 九.  校園兩性間

十.  現當代之幽默（下） 十.  文學欣賞 十.  傳媒標籤
十一.現當代之幽默（下） 十一.攝影 十一.免費家庭傭工

十二.外國文學之幽默 十二.話劇 十二.女性社會領袖

十三.台灣作家幽默散文選讀 十三.插花 十三.兩性平等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長者健康與護理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

營養餐單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香港生態遊 投資一點通 調解方法與技巧

十三.關注降血脂飲食餐單 十三.可持續發展文化遺產旅遊的重要性

   b. 學員亦可到中國銀行存入學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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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一.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二.  認識文化遺產與歷史建築

三.  澳門歷史城區

四.  中國古代建築(一)

五.  中國古代建築(二)

六.  日本文化與建築

七.  古今東南亞

八.  歐洲歷史建築

九.  歐洲城堡古鎮

十.  南美古城遺址

十一.現代建築與文化遺產

十二.文化遺產與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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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歷史文化遺產的分類和保育情況

二.  開埠前的歷史文物和建築

三.  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建築

四.  宗教性質的歷史建築

五.  由民用至公用的歷史建築

六.  如何平衡城市發展和歷史文化保育

七.  口頭傳說和表現形式

八.  表演藝術

九.  社會實踐、儀式及節慶活動

十.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十一.傳統手工藝

十二.香港的文化保育政策

十三.保育香港歷史文化由我做起

一.  老化過程

二.  心理健康

三.  長者飲食及營養

四.  家居安全與健康

五.  運動安全與健康

六.  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心臟血管疾病

七.  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神經系統疾病

八.  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內分泌疾病

九.  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眼疾

十.  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呼吸道疾病

十一.老年期疾病和護理技巧應用：老年癡呆症

十二.香港安老服務概況

十三.護老者的壓力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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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至上：家居維修與安全

二.  燈火通明：家居用電的維修常識

三.  家“塗”四壁：牆壁的美化與保養

四.  滴水不漏：樓宇防水常識

五.  一塵不染：家居清潔保養

六.  水到渠成:家居供水小常識

七.  腳踏實地：各式地板的選用與保養

八.  小心門戶：門鎖、門鉸和窗戶保養

九.  親力親為:自助家居維修

十.  大興土木：家居設計、裝修與維修

十一.物盡其用：裝修物料的選用

十二.人盡其才：聘用裝修工程人員須知

十三.有備無患：家居裝修工程注意事項

一.  香港自然環境與生態旅遊

二.  乍醒的花卉地圖

三.  菇菌之間

四.  古樹之旅

五.  初夏之蟲蝶

六.  石行大地

七.  河溪與紅樹林生態

八.  近岸海洋生態

九.  本地製造：香港農莊及果園

十.  金黃色的大地

十一.香港郊野野生動物探秘

十二.翱翔萬里飛行之旅

十三.香港風水林與客家村落

一.  投資基本法

二.  利率與回報

三.  存款與外幣投資

四.  債券與債務工具

五.  香港股票市場與買賣操作

六.  股票投資與分析

七.  基金投資

八.  衍生工具

九.  房地產投資

十.  強積金

十一.另類投資

十二.制訂我的投資組合

十三.投資資訊與保障

一.  遇上衝突，怎處理？

二.  調解的基本概念與應用

三.  如果我是一名調解員

四.  調解程序一點通

五.  調解必備錦囊

六.  正向溝通及氣氛緩和策略

七.  會議主持與談判技巧

八.  尋找爭議解決方案

九.  調解應用(1)—鄰舍糾紛

十.  調解應用(2)—僱傭糾紛

十一.調解應用(3)—商業糾紛

十二.處理離婚後續事宜—家事調解

十三.調解模擬練習與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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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一家餐單

七.  有營素食餐單

八.  養顏飲食餐單

九.  防癌飲食餐單

十.  關注痛風飲食餐單

十一.關注降血糖飲食餐單

十二.關注降血壓飲食餐單

一.  信不信由你(一)

二.  信不信由你(二)

三.  哲學淺說

四.  真真假假

五.  世界從哪裏來？

六.  生與死

七.  苦與樂

八.  愛與恨

九.  窮爸爸與富爸爸

十.  道德不道德？

十一.人定勝天？

十二.宗教與社會

十三.藝術與我何干

一.  什麼是人際關係？

二.  了解自我與了解他人

三.  情緒與人際溝通

四.  不同類別的人際關係

五.  人際互動的模式

六.  九型人格與人際關係

七.  我們需要溝通嗎？

八.  做個善聽的人

九.  做個善言的人

十.  非語言溝通

十一.自我肯定的表達

十二.說服及談判技巧

十三.衝突管理

新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