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2022年3月份學期：報名日期為2021年12月20日至2022年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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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顏保養有妙法 藝術文化培養(前稱：藝術文化的培養) 長者健康與護理 子女教育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解開心結
一.  藝術面面觀 一.  提升語言表達技巧概說 一.  人之常情

二.  書法 二.  優質與差劣的語言表達 二.  壓力與減壓

三.  繪畫 三.  言之有物(一)：記述、描述 三.  助人模式

四.  茶藝 四.  言之有物(二)：談情、說理 四.  精神健康知多少

五.  手工藝 五.  說話得體(一)：坦白、暗示、客套語 五.  抗逆急救站

六.  音樂 六.  說話得體(二)：關心、安慰、試探 六.  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

七.  電影 七.  說話得體(三)：說服、勸諫 七.  生活管理

八.  舞蹈 八.  說話得體(四)：談判 八.  身心改變

九.  寫作 九.  說話得體(五)：憂慮、懷疑、異議 九.  內外溝通

十.  文學欣賞 十.  說話得體(六)：請求、建議、拒絕 十.  情緒管理
十一.攝影 十一.說話得體(七)：道歉、申辯、投訴 十一.心靈商數與全人關顧

十二.話劇 十二.女性議題：語言暴力 十二.生命藍圖

十三.插花 十三.做個語言表達的高手 十三.生死教育

青少年心理學初探 中醫如何預防亞健康及都市病 幽默文學賞析 健身運動入門(前稱：Keep Fit之道)
一.  幽默與幽默文學探析

二.  詩經之幽默傳統

三.  先秦諸子之幽默（上）

四.  先秦諸子之幽默（下）

五.  漢魏、唐宋之幽默

六.  現當代之幽默（上） 1. 世相篇

七.  現當代之幽默（上） 2. 感悟篇

八.  現當代之幽默（上） 3. 隨想篇

九.  現當代之幽默（上） 4. 雜談篇

十.  現當代之幽默（下） 

十一.現當代之幽默（下）

十二.外國文學之幽默

十三.台灣作家幽默散文選讀

香港生態遊 法律與日常生活 投資產品全面睇(前稱：投資一點通) 領導與合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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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你的專屬營養餐單(前稱：營養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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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是孩子的終身教練

二.  教導子女成為好孩子

三.  認識和處理孩子的情緒問題

四.  培養孩子的正面性格

五.  家庭與學校教育

六.  本地課程與學制的轉變

七.  家長在子女學業中的角色

八.  淺談選校策略

九.  升學路路通

十.  職業生涯規劃

十一.與未婚子女的相處：互諒互讓

十二.與已婚子女的相處：以愛包容

十三.為人祖父母之道

一.  唔補好易老？

二.  正確認識美容產品及服務

三.  認識身體

四.  認識皮膚

五.  容光煥發

六.  駐顏保養基本功

七.  中醫食療原理及進補篇

八.  西方食療原理及應用篇

九.  穴位推拿應用

十.  靜功養生

十一.動功養生

十二.相由心生

十三.身心健康美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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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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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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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體概念知多少

二.  領導與領導者

三.  領導風格與授權

四.  用心領導

五.  讚美與指責

六.  有效能的領導者

七.  合作與衝突

八.  雙嬴的合作

九.  人際的關係與發展

十.  人際溝通技巧

十一.共事合作

十二.公眾事務與社區參與

十三.在領導與合作中成長

一. 認識青少年(一)：

    青少年性格特徵及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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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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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何謂Keep Fit？

二.  如何知道你的真的Fit嗎？

三.  坊間常見Keep Fit的方法及迷思

四.  Keep Fit營養學

五.  體重管理計劃的膳食安排

六.  運動Keep Fit好開始

七.  運動安全與創傷須知

八.  增加柔軟度—伸展運動

九.  增強心肺功能—有氧運動

十.  增加活力及體態美—阻力訓練

十一.阻力運動訓練示範(小啞鈴及橡筋帶)

十二.常見的都市Keep Fit運動

十三.撰寫你的Keep Fit計劃

一.  香港法制面面觀

二.  常見的刑事罪行

三.  資訊科技罪行

四.  消費者權益

五.  婚姻締結與解除

六.  贍養費、財產分配與子女撫養權

七.  遺產繼承

八.  反歧視法例

九.  家居責任

十.  疏忽導致人身傷亡責任

十一.私隱權的保障

十二.勞工保障

十三.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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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