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2021年11月份學期：報名日期為2021年9月6日至2021年11月3日(額滿即止)。

2. 面授課程：每科港幣$350(包括由香港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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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mu.edu.hk/lip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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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 如何美化家居(進階)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解開心結 營養餐單
一.  家居空間與整體規劃 一.  邏輯，你好嗎？ 一.  人之常情

二.  家具應用與配置 二.  跟批判思考打招呼 二.  壓力與減壓

三.  美化客飯廳 三.  演繹邏輯 三.  助人模式

四.  美化寢室 四.  歸納邏輯 四.  精神健康知多少

五.  美化廚房 五.  語理分析 五.  抗逆急救站

六.  美化浴室 六.  語言陷阱 六.  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

七.  美化工作室與書房 七.  剖析常見邏輯謬誤 七.  生活管理

八.  視覺效果與燈光運用 八.  別給詭辯術騙倒 八.  身心改變

九.  環保家居與綠色生活 九.  拆解邏輯難題 九.  內外溝通

十.  物料建材與環境科學 十.  信？不信？理性與信仰 十.  情緒管理
十一.智能家居 十一.風水算命，能人所不能？ 十一.心靈商數與全人關顧

十二.制定美化家居方案 十二.潮流文化與消費文化 十二.生命藍圖

十三.美化家居方案示例淺析 十三.批判思考與人際溝通 十三.生死教育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中醫如何預防亞健康及都市病 儀容之道 認識傳染病
一.  家居電器安全使用原則 一.  認識個人儀容

二.  節約能源 二.  擁有健康的皮膚

三.  認識數碼電視機、機頂盒及數碼錄影 三.  美容護膚之道

四.  認識家庭影音系統 四.  選擇合適的化妝品

五.  認識洗衣機、乾衣機、浴室寶和抽濕機 五.  化妝技巧入門

六.  認識製冷的電器裝置 六.  我適合甚麼髮型？

六.  認識發熱的電器裝置 七.  健康美的身形

八.  認識廚房電器 八.  管理你的衣櫃

九.  認識數碼相機與數碼攝錄機 九.  衣服與配件的穿搭

十.  智能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一) 十.  衣物保養有竅門

十.  智能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二) 十一.鞋子的選擇與保養

十二.認識數碼影音檔案的處理 十二.日常生活的禮儀

十三.選購家電小貼士 十三.樂觀自信的人生

婦女與健康 日常書信不求人 生命教育 認識股票投資 精明消費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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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家居電器與數碼產品
一.  甚麼是亞健康狀態及都市病？

二.  身體結構與亞健康狀態、常見都市病的關係

三.  中醫的醫理探源

四.  營養素攝取原則

五.  中醫養生學

六.  如何預防高血壓

七.  如何預防糖尿病

八.  如何預防冠心病

九.  如何預防肥胖、高膽固醇及高三酸甘油脂

十.  如何預防抑鬱症

十一.如何預防痛經、更年期綜合症

十二.如何預防中風

十三.如何預防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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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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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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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的基本知識

二.  股票市場

三.  股票投資實務

四.  基本分析(一)：行業分析與公司分析

五.  基本分析(二)：公司動態分析

六.  財務分析

七.  股票的技術分析

八.  經濟分析與股票投資

九.  新股市場

十.  認識股票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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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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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關注降血脂飲食餐單

一.  社會及家庭對人的塑造

二.  溝通基本法

三.  與青少年溝通的態度與技巧

四.  了解青少年的流行文化

五.  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消費主義

六.  如何促進青少年健康的社交生活

七.  如何與青少年談情說性

八.  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虛擬世界的挑戰

九.  如何協助青少年面對學業前途問題

十.  如何教導青少年遠離罪惡

十一.如何親近反叛的青少年

十二.如何鼓勵失落的青少年

十三.如何幫助問題家庭中的青少年

一.  香港傳染病大事回顧

二.  與微生物共舞

三.  傳染病的傳播及一般預防

四.  細菌傳染病(一)：肺炎及結核

五.  細菌傳染病(二)：霍亂及細菌性食物中毒

六.  病毒傳染病(一)：肝炎及狂犬病

七.  病毒傳染病(二)：水痘、痳疹、

     德國痳疹及手足口病

八.  病毒傳染病(三)：流行性感冒及腸胃性病毒

九.  真菌傳染病：足癬、甲癬及頭癬

十.  寄生蟲傳染病：蚊叮傳染病及中華肝吸蟲

十一.常見的婦女傳染病：陰道疹及念珠菌

十二.其他傳染病：愛滋病、淋病及梅毒

十三.傳染病的社區防護

一.  做個精明消費者

二.  精明消費者第一步

三.  日常飲食

四.  藥物、健康產品及應節食品

五.  方履、首飾及鐘錶

六.  家具、電器及家居用品

七.  嬰兒用品、玩具及教育

八.  電腦、電訊及影音產品

九.  美容、減肥及健身

十.  外出消費娛樂

十一.物業、汽車及保險

十二.交通、搬運及旅遊

十三.外地消費須知

一.  書信在今日社會的應用

二.  書信的種類與格式

三.  書信的寫作原則

四.  便條與SMS

五.  電郵與傳真

六.  親友之間的聯誼(一)

七.  親友之間的聯誼(二)

八.  家長與學校通信(一)

九.  家長與學校通信(二)

十.  處理生活事務

十一.投訴與建議

十二.答謝與表揚

十三.求職與辭職

一.  了解生命

二.  身心靈健康成長

三.  規劃人生下半場

四.  疾病與痛苦

五.  面對親友離世

六.  遠離自殺

七.  提升抗逆力

八.  處理負面情緒

九.  生死觀

十.  臨終前的準備

十一.善終與臨終的安排

十二.告別親友

十三.珍惜眼前

新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