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及付款方法︰
1. 2017年11月份學期：報名日期為2017年9月11日至2017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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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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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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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學電腦 宗教哲學人生 中醫養生食療 單身也自在
一.  電腦的基本常識 一.  信不信由你 (一) 一.  認識自己的儀容投資的基本知識

二.  視窗基本操作 二.  信不信由你 (二) 二.  擁有健康的皮膚時間就是金錢

三.  中文輸入法 三.  哲學淺說 三.  美容護膚之道我究竟是哪一個投資門派？

四.  互聯網基本功（一） 四.  真真假假 四.  選擇合適的化妝品利率與貨幣

五.  互聯網基本功（二） 五.  世界從哪裡來 ? 五.  化妝技巧入門提供穩定回報的定息工具

六.  常用軟件小百科 六.  生與死 六.  我適合什麼髮型？股票市場（一）

七.  文書處理Microsoft Word（一） 七.  苦與樂 七.  我的S形身段股票市場（二）

八.  文書處理Microsoft Word（二） 八.  愛與恨 八.  我的360度穿衣鏡四兩撥千斤—衍生工具

九.  文書處理Microsoft Word（三） 九.  窮爸爸與富爸爸 九.  飾物的配搭買樓投資是否化算？

十.  簡報工具Microsoft PowerPoint 十.  道德不道德 ? 十.  衣物保養有竅門基金投資可靠嗎？

十一.試算表Microsoft Excel（一） 十一.藝術與我何干 十一.選鞋方程式投資資訊的掌握

十二.試算表Microsoft Excel（二） 十二.宗教與社會 十二.日常生活的禮儀投資者可得到保障嗎？

十三.做個醒目電腦人 十三.人定勝天 十三.婦女如何識食識補 十三.建立個人自信心度身定造的投資組合

健康飲食 藝術文化的培養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
一.  飲食與健康 一.  藝術面面觀 一.  香港的歷史建築篇 一.  香港法制面面觀香港法制面面觀

二.  營養素知多少 二.  書法 二.  開埠前的歷史建築 二.  常見的刑事罪行常見的刑事罪行

三.  兒童健康飲食 三.  繪畫 三.  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建築 三.  資訊科技罪行資訊科技罪行

四.  婦女健康飲食 四.  茶藝 四.  宗教性質的歷史建築 四.  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權益

五.  上班族健康飲食 五.  手工藝 五.  由民用至公用的集體回憶 五.  家居責任家居責任

六.  長者健康飲食 六.  音樂 六.  如何平衡城市發展和歷史文化保育 六.  勞工保障勞工保障

七.  飲食與疾病治療（一） 七.  電影 七.  香港非物質化遺產篇：口頭傳說和表現形式 七.  勞資糾紛勞資糾紛

八.  飲食與疾病治療（二） 八.  舞蹈 八.  表演藝術 八.  婚姻締結與解除婚姻締結與解除

九.  減肥與KEEP FIT 九.  寫作 九.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九.  贍養費、財產分配與子女撫養權贍養費、財產分配與子女撫養權

十.  素食與健康 十.  文學欣賞 十.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 十.  疏忽導致人身傷亡責任疏忽導致人身傷亡責任

十一.營養補充品 十一.攝影 十一.傳統手工藝 十一.私隱權的保障私隱權的保障

十二.健康入廚指南 十二.話劇 十二.社會與保育篇：香港歷史文化保育之政策平議 十二.反歧視法例反歧視法例

十三.健康美麗人生 十三.插花 十三.保育香港歷史文化由我做起 十三.遺產繼承遺產繼承

一.  中醫養生及食療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六.  中醫養生與美容(二)

五.  中醫養生與美容(一)

四.  導引按摩養生學

三.  氣功吐納養生學

二.  自然養生學

十一.食療藥膳的製作(一)

十.  食療的應用

九.  食物的性味

八.  飲食新理念

七.  食療養生學

八.  中毒及蟲獸叮咬處理

七.  日常家居意外處理（二）

一.  急救學的原則與應用

家居意外急救法

十三.常見中老年病患處理

十二.休克與人事不省

十一.軟組織受損及骨骼創傷

十.  腹痛及腹瀉處理

九.  異物與呼吸氣道意外處理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投資一點通

法律與日常生活

一.  甚麼是單身？

二.  傳媒和社會對單身的誤解

三.  孤身走我路

四.  "沒人被我管？"

五.  走出婚姻的框框

六.  單身媽媽的自強

七.  "丈夫走了…只剩下我和孩子。"

八.  我的子女是單身的

九.  塑造自我的價值

十.  婦女情誼的可貴

十一.單身的自在 : 社交篇

十二.單身的自在 : 心靈篇

十三.單身的自在 : 總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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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底與火掌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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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及家庭如何塑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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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家庭暴力
一.  齊抗家暴

二.  家庭暴力多面睇

三.  配偶虐待(一)

四.  配偶虐待(二)

五.  子女虐待

六.  兄弟姊妹的欺凌行為

七.  父母虐待

八.  家庭性暴力

九.  防治家暴的措施

十.  家庭暴力與社區關係

十一.家暴事件的司法介入

十二.救救施虐者

十三.健康家庭關係

二.  急診需知與安全就醫

三.  家居安全法

四.  急救箱設備

五.  身體狀況檢查與心肺復甦法

六.  日常家居意外處理（一）

十二.食療藥膳的製作(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