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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開 始 日 期

�港都�⼤學⻑者學�

「長青活學計劃」

網上報名：2021年11月5日(下午2:00)
親身報名：2021年11月6日(上午9:30)

(*網上/親身報名學額平均分配，詳情請參考內頁)

課程簡介會
歡迎有興趣報讀人士出席課程簡介會，了解計劃詳情

第一場
日期：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3:30-4 :30
地點：葵興校園8樓K824室/網上ZOOM*
報名辦法：致電2915 2380(按2-0)登記

第二場
日期：2021年11月2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30-12:30
地點：九龍城龍崗道40號
協辦機構：基石進修中心(A003)
報名辦法：致電2382 1202/2382 3154登記

*視乎疫情發展， 簡介會或以網上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苑通知

2915 2380(按2-0)

2242 0890

elderacademy@hkmu.edu.hk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查詢

荔景校園 -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201-203 號（荔景港鐵站A1 出口對面)
葵興校園 -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 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 座11 樓（葵興港鐵站E 出口）
各協辦機構

索取課程資料

「hkmueamu」 長者學苑網頁



關於我們
由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負責營運的「長者學苑」於
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的支持下於2009 年成立，以響
應香港特區政府提升長者生活質素的政策方向，為長者提供持續
進修的機會、發揚積極樂頤年的精神和老有所為的理念。
「長者學苑」課程每年將開辦3個學期，分別於1月、5月及9月開
課。

為鼓勵有經濟需要的長者邁出終身學習的第一步，「長青活學計
劃」課程特設助學金資助。此外，「長青活學計劃」課程學員累
積指定積分，將獲頒發證書，以茲表揚其積極參與及持續進修。

香 港 都 會 大 學
長 者 學 苑

凡年滿55 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不論性
別、學歷及背景，均可報讀。

課程對象

「 長 青 活 學 計 劃 」 課 程 簡 介 報 名 程 序

助學金資助

全額學費報讀 : 每科港幣 $450
獲助學金資助學費: 每科港幣 $200

學費

為期約３個月，每堂為 2 小時 15 分鐘，
共10 堂 ( 除特別註明)

課堂安排

承蒙BCT 銀聯集團的「BCT 跨躍學院」
支持，每位符合資格的「長青活學計
劃」課程學員，即其個人流動資產總值
不高於港幣$500,000，可於每一學期申
請一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獲最多十科
資助( 即合共港幣$2,500)。成功獲資助後
的學費將為每科港幣$200。資助名額有
限，如申請人數過多，或將以電腦抽籤
決定。香港公開大學有權作出最終審批
及分配助學金的決定。

致電所屬課程之協辦機構查詢學額情況
繳交學費
將填妥之報名表、繳交學費證明正本、
身份證副本及證件相片# 交往所屬課程
之協辦機構。

親臨本院葵興校園遞交報名表、身份
證副本、證件相片# 及繳交學費證明
正或以現金繳付學費；或
將填妥之報名表身份證副本、證件相
片# 及繳交學費證明正本以掛號形式
郵寄至本院荔景校園「長者學苑辦事
處」，信封面請註明「報讀長者學苑
課程」。( 新課程恕不接受掛號形式

如網上報讀課程，可於本苑網頁進行
網上報名，並以信用卡或網上繳費靈
繳交學費 ( 不適用於助學金申請)。

致電本苑查詢學額情況

 報讀)

繳費辦法
前往「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於櫃位存入足額學費予「香港都會大學」
戶口( 賬號012-811-0-000009-5)，並索取
「入數紙」正本；
或前往7-11便利店使用二維碼以現金繳費，
並索取「繳費收據」正本。

# 只適用於新生／未持有有效學生證之學員

全費報讀學費
港幣450元

獲資助後學費
港幣200元

報讀於協辦機構上課之科目

報讀本苑校園上課之科目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長者學苑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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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活學計劃」學員須知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由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負責營運，並提供三類課程，分別是「長青活學

計劃」、旁聽面授及旁聽遙距學分課程。學員於報讀「長青活學計劃」課程前，敬請細閱以下事項: 

學費及學員資料處理 

1. 所有費用一經繳交，除因本院／協辦機構取消課程外，否則恕不退還。倘若學員以個別理由(包

括:  家事、返新工、轉工、公幹或其他公務、旅遊、與其他科目／班別之上課時間出現重疊、

上課地點／導師安排未如理想等)而要求退款，一般情況下將不予以考慮。本院／協辦機構保留

更改課程／科目安排(包括但不限於上課日期、時間、地點、任教導師、細則及內容等)的權利，

而無需事前或另行通知，已報讀之課程學費及學位亦不可轉讓他人。

2. 學員如因個別理由或於網上報名時所作出的選項有誤而要求轉班／轉科／轉課程／轉上課地點

或退款，必須於在開課前 1 星期將填妥之「課程事項申請表」(可於本院「長者學苑」網頁下載)

連同行政費用港幣$100 交回本院葵興或荔景校園辦事處，逾期申請概不受理。惟學員因健康問

題，如須進行手術／住院等申請退款，必須於申請時一併遞交醫生證明書，並於手術／出院後

遞交手術完成或相關之證明文件。不論申請批核與否，所有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3. 由於新課程名額有限，每位遞交報名表之人士每次只可遞交一份報名表；如欲遞交多於一份報

名表，必須再次重新排隊輪候，以示公允。新課程恕不接受郵寄掛號形式報名。

4. 所有報讀課程呈交的文件／資料／相片不論是否成功開辦，將不獲發還，本院將根據學院相關

指引予以保密處理。

惡劣天氣安排、課堂守則及秩序 

5. 除收到個別通知外，學員必須按照所報讀課程的上課時間表準時出席。有關惡劣天氣安排、課

堂守則及秩序、課室／座位編排等事宜，將由協辦機構按其專業守則處理。如有疑問，請自行

向相關協辦機構查詢。

6. 學員如有特別學習需要(如視力／聽力不佳需較前座位)，請於第一節課堂前自行向相關協辦機

構查詢可否作出特別安排。

成績評核／繳交作業安排 

7. 學員須於修讀學期內完成指定的作業，評分將以 100 分為滿分，達 50 分或以上，可獲 3 個積

分。學員必須按照協辦機構／導師指示，於限期前繳交作業(一般為最後第二節課堂或之前繳交

作業，以便導師於學期完結前退還)。倘若需要延期繳交作業，請自行預先向有關協辦機構／導

師提出申請，經雙方協議方可作出特別安排；逾期繳交作業之安排，將由協辦機構自行處理。

8. 凡學員符合指定出席率(面授課程為 70%；網上學習課程之專題及總結講座為 100%)，可多獲

2 個積分，即共獲 5 個積分。

9. 學員重複修讀同一課程，本院將以該課程之第一次合格積分(3 分或以上)為成績評核標準；如對

成績之評審結果有任何異議，可於成績公佈(以學業成績表發出日期計算)後 30 日內，以書面形

式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向本院提出覆核。逾時申請，恕不受理。

課程意見 

10. 「長青活學計劃」重視學員的寶貴意見。如對本計劃／課程／協辦機構有任何建議，請直接與

本院職員聯絡。

11. 根據本院處理投訴指引，無論電話、書面或親身投訴，投訴人必須提供真實姓名、確實身份(學

生證編號)及明確的聯絡方法。如投訴人未能或拒絕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以致本院無法查證投訴

事項，均會視作匿名投訴，本院將不會就匿名投訴作出正式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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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2022年 1月學期

《長青活學計劃》課程一覽表
(課程如有任何更新，則以網上更新版本為準: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相關機構亦會通知有關學員 ) 

(甲) 各區協辦機構中心上課時間表 

~~面授課程~~ 

◆香港島區

1 協辦機構 :   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班別：A002)

報名地點 : 香港銅鑼灣耀華街21號華耀商業大廈1字樓_

上課地點 : 香港銅鑼灣耀華街21號華耀商業大廈1字樓_

查詢電話:    2574 8896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22EP 基本英語運用(一)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上午10:45-下午1:00_ 

AELP1029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產品

應用(一)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上午9:15-上午11:30_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22/01－26/03 (逢星期六) 

(停課：沒有) 

上午10:00-中午12:15_ 

AELP1043CP 行書課程《蘭亭序》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中午12:00-下午2:15_ 

AELP1047CP 實踐退休之樂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上午9:30-上午11:45_ 

AELP1054CP 歐陽詢書法臨習 17/01－28/03 (逢星期一) 

(停課：31/01) 

下午2:45-下午5:00_ 

AELP1062CP 繪本欣賞與創作 18/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01/02) 

下午2:15-下午4:30 

AELP1067CP 中國水墨畫初階：小寫意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下午2:30-下午4:45 

溫馨提示: 部份機構加設

網上報名，請致電機構查

詢

http://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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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辦機構 :   黃李碧恥長者I.T中心 (班別：A007)

報名地點 : 香港灣仔駱克道68-70號偉信商業大廈3樓_

上課地點 : 香港灣仔駱克道68-70號偉信商業大廈3樓_

查詢電話:    31732525 / 31732526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18CP 基本普通話(一)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上午9:00 – 

上午11:15_ 

AELP1029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產

品應用(一)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下午1:30 – 

下午3:45_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17/01－21/03 (逢星期一) 

(停課：31/1, 1/2, 8/2) (9堂,

每節2.5小時) 

上午9:30 – 

中午12:00_ 

AELP1065CP 行書課程《千字文》 17/01－21/03 (逢星期一) 

(停課：31/1, 1/2, 8/2) 

(9堂, 每節2.5小時) 

下午2:15 – 

下午4:45 

3 協辦機構 :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班別：A028)

報名地點 :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36號三樓_

上課地點 :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36號三樓_

查詢電話:    25661448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65CP 行書課程《千字文》 18/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01/02) 

上午9:30-

上午11:45 

_ 

4  協辦機構 :   救世軍華富長者中心    (班別：A033)

報名地點 : 華富邨華建樓地下301-310室_

上課地點 : 華富邨華建樓地下301-310室_

查詢電話:    25509971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14/01－25/03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上午10:00-

中午12:15 

_ 

5   協辦機構 :   香港西區浸信會長者鄰里中心    (班別：A035)

報名地點 :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206號毓明閣第一座地下高層_

上課地點 : 香港干諾道西188號香港商業中心39樓3906 室_

查詢電話:    28572405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01CP 長者健康飲食 17/01－ 28/3/2022 (逢星期一) 

(停課：31/01) 

下午2:00-下午4:15 



第 5 頁 

_  6  協辦機構 :   香港仔坊會 教育服務 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班別：A041)

   報名地點 : 香港仔舊大街 64-70 號海洋大廈地下/香港仔大道 180B_

   上課地點 : 香港仔舊大街 64-70 號海洋大廈地下/香港仔大道 180B_

   查詢電話:    25180978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22EP 基本英語運用(一) 20/01－24/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9堂,每節2.5小時) 

上午9:30-中午

12:00_

AELP1063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

產品應用(二) 

17/01－23/02 (逢星期一及三)  

(停課：07/02) (9堂,每節2.5小時) 

下午1:30-下午

4:00_

AELP1068CP 方劑學認識 (三) 25/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沒有)(9堂, 每節2.5小時) 

上午09:30-中午

12:00_

◆九龍西區

8   協辦機構 :   基石進修中心    (班別：A003)

報名地點 : 九龍城 龍崗道40號_

上課地點 : 九龍城 龍崗道40號_

查詢電話:    2382 1202 / 2382 3154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06CP 投資有道 12/01－23/03 (逢星期三)

(停課：2/2) 

上午10:30-中午12:45_ 

AELP1025EP 中級英語運用

(二)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上午10:30-中午12:45_ 

AELP1035CP 楷書課程《勤禮

碑》 

17/01－04/04 (逢星期一) 

(停課：31/1, 7/2) 

下午2:00-下午4:15_ 

AELP1065CP 行書課程《千字

文》 

19/01－06/04 (逢星期三) 

(停課：2/2, 9/2) 

下午2:00-下午4:15_ 

AELP1066CP 方劑學認識(二)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上午10:30-中午12:45 

I◆離島區

7 協辦機構 :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温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班別：A042)

報名地點 : 長洲北社新村138號_

上課地點 : 長洲北社新村138號_

查詢電話:  29818555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60CP 常用中藥認識 (一) 17/01－28/03 (逢星期一) 

(停課：07/02) 

上午9:30-上午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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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新界東區

9  協辦機構 :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班別：A015)

報名地點 : 大埔鄉事會街2號大埔社區中心2樓_

上課地點 : 大埔鄉事會街2號大埔社區中心3樓才藝工房_

查詢電話:    26536811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66CP 方劑學認識 (二)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上午10:45-下午1:00 

10 協辦機構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善學慈善基金關宣卿愉翠長者鄰舍中心  (班別：A027)

   報名地點 : 沙田第一城42座地下_

   上課地點 : 沙田第一城42座地下_

    查詢電話:   36925078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18/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01/02) 

上午10:15-中午12:30 

_

◆新界西區

11   協辦機構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班別：A037)

報名地點 : 新界葵涌石蔭商場平台A單位_

上課地點 : 新界葵涌石蔭商場平台A單位_

查詢電話:    24201906_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23EP 基本英語運用(二)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上午9:45-中午12:00_ 

AELP1066CP 方劑學認識 (二)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下午2:00-下午4:15 

_



第 7 頁 

(乙) 香港都會大學葵興校園上課時間表 

~~面授課程~~ 

 葵興校園(班別:  B) 
 報名地點 :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 2座 11樓 

 上課地點 :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 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 2座 8樓 K824室 

 電話     : 2915 2380 (接通後按 2、再按 0)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網上報名參考

用) 班別編號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AELP1070CP 楷書課程 《膽巴碑》
*新

----- 
17/01－28/03 (逢星期一) 

(停課：31/01) 

上午 9:15－

上午 11:30 

AELP1063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產

品應用(二) 

YR2022/ JAN / 

CLASS B 

17/01－28/03 (逢星期一) 

(停課：31/01) 

上午 11:45－

下午 2:00 

AELP1028CP 粵劇欣賞 
YR2022/ JAN / 

CLASS B 

17/01－11/04 (逢星期一) 

(停課：31/1, 7/2, 7/3) 

下午 2:00－

下午 4:15 

AELP1060CP 常用中藥認識 (一) 
YR2022/ JAN / 

CLASS B 

18/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01/02) 

上午 9:00－

上午 11:15 

AELP1066CP 方劑學認識（二） 
YR2022/ JAN / 

CLASS B 

18/01－29/03 (逢星期二) 

(停課：01/02) 

上午 11:15－

下午 1:30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B 班) 

YR2022/ JAN / 

CLASS B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上午 9:30－

上午 11:45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B02 班) 

YR2022/ JAN / 

CLASS B02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上午 11:45－

下午 2:00 

AELP1001CP 長者健康飲食 
YR2022/ JAN / 

CLASS B 

19/01－30/03 (逢星期三) 

(停課：02/02) 

下午 2:15－

下午 4:30 

AELP1043CP 行書課程《蘭亭序》 
YR2022/ JAN / 

CLASS B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上午 9:00－

上午 11:15 

AELP1022EP 基本英語運用(一) 
YR2022/ JAN / 

CLASS B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上午 11:15 

－下午 1:30 

AELP1067CP 
中國水墨畫初階: 小寫意  

(B 班) 

YR2022/ JAN / 

CLASS B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下午 1:30 －

下午 3:45 

AELP1067CP 
中國水墨畫初階: 小寫意 

(B02 班) 

YR2022/ JAN / 

CLASS B02 

20/01－31/03 (逢星期四) 

(停課：03/02) 

下午 3:45 －

下午 6:00 

AELP1041CP 
行書課程《集字聖教

序》 (B 班) 

YR2022/ JAN / 

CLASS B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上午 9:15－

上午 11:30 

AELP1041CP 
行書課程《集字聖教

序》 (B02 班) 

YR2022/ JAN / 

CLASS B02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中午 12:00 

－下午 2:15 

網上及親身報名學額均分 

各科目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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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LP1008CP 人際溝通技巧 
YR2022/ JAN / 

CLASS B 

21/01－01/04 (逢星期五) 

(停課：04/02) 

下午 2:30 －

下午 4:45 

AELP1067CP 
中國水墨畫初階: 小寫意  

(B03 班) 

YR2022/ JAN / 

CLASS B03 

22/01－02/04 (逢星期六) 

(停課：05/02) 

上午 10:00－

中午 12:15 

AELP1069CP 
中國剪紙藝術及設計入

門 

YR2022/ JAN / 

CLASS B 

22/01－02/04 (逢星期六) 

(停課：05/02) 

上午 10:15－

中午 12:30 

AELP1018CP 基本普通話(一) 
YR2022/ JAN / 

CLASS B 

22/01－02/04 (逢星期六) 

(停課：05/02) 

上午 10:30－

中午 12:45 

* 本學期之新課程科目以「*」標示

◆ 視乎疫情發展及相關之防疫指引，面授課堂可能會延期或以網上 ZOOM 教學或其它形式進

行，敬請留意學苑之最新通知。 

◆ 部分週六課堂可能改為至葵興校園 8樓的其它課室進行，敬請留意學苑之 SMS 通知。 

~~網上學習課程 (網上自主學習模式)~~ 

成功報讀「長青活學計劃課程」網上學習課程的學員需要自行登入香港都會大學發展的網上學習平台進行

網上自主學習，並出席 4 小時面授講座(2 小時專題講座及 2 小時總結講座)。詳情如下:   

網上學習/ 反思/ 評核 學習時數 

自行登入網上學習系統進行 21 小時 

參加專題講座 (暫定舉行日期:  2022 年 1 月上旬，時間及地點稍後公

佈) 
2 小時 

參加總結講座 (暫定舉行日期:  2022 年 3 月下旬，時間及地點稍後公

佈) 
2 小時 

合共 25 小時 

 報名日期:  (與面授課程一樣，請參考面授課程報名日期)

 學員可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一)後自行登入網上學習平台，有關帳戶登入名稱等資料將

於獲取錄後發放。

 此「網上學習課程」並非以 ZOOM 教學方法進行之課堂。詳情可瀏覽本苑網站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參考「長青活學計劃 –網上學習課程試用版」。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2022年 1月學期長青活學計劃課程大綱(網上學習課程) 

AELP1007CW 香港文化欣賞 

 香港文化遺產：從消失到保存

 香港文化與城市建築：從殖民古典到現代實驗

 香港文化與交通運輸：從橫渡維港到區域快線

 香港文化與經濟商貿：從漁農工商到品牌創意

 廣播媒介 :從單張報到數碼頻道

 消閒生活 :  從閒逛公園到購物消費

 語言符號 : 從攣毛勾鼻到 O 嘴

 教育制度 : 從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

 表演藝術 : 從神功戲棚到迷你戲院

 拚搏精神 : 從董浩雲到李麗珊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AELP1007CW 香港文化欣賞 

http://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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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會大學旁聽遙距 / 旁聽面授學分課程~~ 
 香港都會大學旁聽課程於每年 1 月及 9 月學期提供

 有關課程資料將於報名日前網上公佈，詳情請瀏覽本苑網站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備註:  助學金資助不適用於旁聽學分課程

(丙) 報名注意事項 

各科目報名注意事項 : 

請注意時間表上標記之科目： 

* 本學期之新課程科目以「*」標示    (新課程恕不接受郵寄掛號或網上形式報名) 
+「方劑學認識（一）/（二）/（三）」乃進階課程，建議學員先修讀「常用中藥認識(一)及(二)」

及再選修此科目。 
#各類書法班、畫班、中國剪紙藝術及繪本班 :   學員須另行自備課堂用品，詳情請參考最後一 

頁之「自備課堂用品清單」備註欄。成功報讀之學員將於開課前兩星期收到有關提示通知。 

◆ 視乎疫情發展，面授課堂可能會延期或以網上 ZOOM 教學或其它網上形式進行，敬請留意學

苑或協辦機構之最新通知。 

「葵興校園課程」學員注意事項： 

◆ 成功報讀之學員將於開課前約兩星期以電話短訊(SMS)收到通知。為確保能收到有關資訊，請

務必於報名表填上正確的手提電話號碼。 如課程有任何調動，學苑亦會以電話短訊 (SMS)及

whatsapp 通知學員。 

◆ 葵興校園課程報名名額：是次學期之「網上報名」及「親身報名」之各班名額均分（即一半為

「網上報名」、一半為「親身報名」）。新課程恕不接受網上形式報名。 

◆ 有關葵興校園課程—親身報名方法: 

 由於新課程名額有限，每位親身遞交表格報名「新課程」之人士每次只可遞交一份報
名表；如欲遞交多於一份報名表，必須再次重新排隊輪候，以示公允。

 至於其它原有課程(未有標示「*」為「新課程」之科目)，則每位每次可遞交最多兩份
報名表，如欲遞交多於兩份報名表，必須再次重新排隊輪候。

◆ 已報讀葵興校園課程(葵興班)的學員可選擇透過加入 WhatsApp 群組收取學苑最新消息，詳

情請見最尾頁單張及登記表格。 

 新設「網上報名」方法: [  請注意: 網上報名只接受信用卡付款&無法申請助學金]

A: 協辦機構課程:  請先向所報名之機構查詢網上學額，再進行網上報名。 

報名詳情請瀏覽: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http://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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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葵興校園課程:  於報名日起，學員除了親身到校園報名或以郵寄掛號形式報名，亦

可選擇以網上方法報名(新課程除外)。詳情請瀏覽: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如遇上網上學額滿額，請聯絡學苑查詢是否仍接受親身報名，再遞交報名表及有關資料。) 

如何使用「網上報名」方法? 

 請參閱此小冊子內附錄之「網上報名指引」

 另外，本苑將提供「網上報名—使用方法工作坊」，由本苑職員教授如何使用學苑網上

報名系統。以下為工作坊舉辦日期及詳情：

 第一場：２／１１（二）下午２：３０—３：３０ （網上ＺＯＯＭ教授）

 第二場：３／１１（三）下午２：３０—３：３０ （荔景校園１樓電腦室）

如有興趣參加工作坊，請致電本苑留位（2915 2380 (接通後按 2、0)）或網上留位

（https://bit.ly/2WGayfa）參加「網上報名—使用方法工作坊」。 

(丁) 各科目課程大綱(學習單元)一覽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2022年 1月學期長青活學計劃課程大綱(面授)

AELP1001CP_長者健康飲食 

健康飲食概念  

營養素（一）─主要營養素  

營養素（二）─微量營養素  

長者常見飲食問題  

飲食謬誤及陷阱  

不良飲食習慣與都市病的關係（一）  

不良飲食習慣與都市病的關係（二） 

認識保健食品  

食物衞生  

日常健康飲食之實踐 

AELP1006CP 投資有道 

投資與投機 

投資工具認識 

進行投資的步驟 

交易須知 

風險與回報 

買賣策略 

投資者保障 

AELP1008CP 人際溝通技巧 

良好的人際關係由溝通開始 

知己才能知彼 

你也可以說話像孩童–溝通分析 

五成聽；五成講–聆聽及語言表達 

無聲勝有聲–非語言溝通 

由兒女到父母，再到祖父母 - 代際關係的演變 
他/她是我的半個兒子/女兒嗎？ - 與媳婦/女婿
的關係
真的有代溝嗎？ - 祖孫關係 

陪著你走 - 老年夫妻關係的維繫 

長者還可交朋友嗎？ 

AELP1018CP 基本普通話(一) 

認識新朋友 

問候 

打電話 

問路 

約見 

http://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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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 

談天氣 

上飯館 

香港的交通 

百貨公司 

AELP1022EP 基本英語運用(一) 

Greetings 問候語 

Numbers 數字 

Time 時間 

Asking & Answering Questions 發問與回答 

I like ice-cream 我喜愛雪糕 

A Red Car 一架紅色的汽車 

What are you doing? 你正在做什麼? 

AELP1023EP 基本英語運用 (二) 

Are you a teacher? 你是否一個老師？ 

Once a week 每週一次 

By bus or on foot? 乘坐巴士或步行？ 

Where shall we meet? 我們在哪裏見？ 

When will he come? 他何時到達？ 

I have been there 我曾到過那裏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你發生了甚麼事？ 

AELP1035CP 楷書課程《勤禮碑》 

中國書法藝術簡介 

顏真卿《勤禮碑》楷書臨習 

楷書基本筆劃 

楷書字型結構 

楷書作品章法 

顏真卿書法賞析 

AELP1041CP 行書課程《集字聖教序》 

中國書法藝術簡介 

行書的認識《集字聖教序》 

行書的基礎筆劃和運筆法 

行書部首和偏旁的寫法 

行書的結構運用 

行書的傳承與創新 

行書《集字聖教序》的賞析 

AELP1042CP 西洋畫初階：素描 

西洋畫淺說 

黑白素描的畫法 

光與暗的認識 

由平面到立體的畫法 

靜物的畫法 

風景的畫法 

黑白素描創作和賞析 

AELP1043CP 行書課程《蘭亭序》 

臨習中國第一行書《蘭亭序》 

結構與運筆法 

《蘭亭序》書寫的章法 

集字、集句 

行書的賞析 

AELP1047CP 實踐退休之樂 

退休七十二變 

財來自有方 

退隱江湖樂趣不減 

保健知識保平安 

飲食得宜添滋味 

寶刀未老靠運動 

樂活連年「心」不老 

AELP1054CP 歐陽詢書法臨習 

中國書法藝術簡介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楷書臨習 

楷書基本筆劃 

楷書字型結構 

楷書作品章法 

歐陽詢書法賞析 

AELP1060CP 常用中藥認識 (一) 

中藥的起源與發展 

中藥的來源 

中藥的性能 

中藥的應用 

各論 

1) 解表藥

2) 清熱藥

3) 瀉下藥

4) 祛風濕藥

5) 芳香化濕藥

6) 利水滲濕藥

7) 溫裡藥

AELP1065CP_行書課程《千字文》 

行書《千字文》的認識 

行書《千字文》的賞析 

行書的基礎筆劃和運筆法 

行書部首和偏旁的寫法 

行書的結構運用 

行書的傳承與創新 

AELP1067CP 中國水墨畫初階：小寫意 

介紹文房工具及水墨畫的發展 

寫意畫的介紹和設色的掌握 

寫意水墨花卉 

基礎寫意水墨花鳥蟲魚 

寫意山水畫介紹及基礎 

山水畫設包及渲染 

中國水墨畫的落款、印章與裝裱 

AELP1062CP  繪本欣賞與創作 

故事書/繪本的魅力 

認識故事書/繪本中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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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取於生活，將靈感化成故事書/繪本   

認識媒介和故事書/繪本的不同風格 

如何以圖畫說故事 

其他媒介: 撕畫及拼貼 

學員作品分享 

學員作品分享 

故事書/繪本的設計與製作 

AELP1066CP 方劑學認識(二) 

清熱劑 

溫裡劑 

補益劑 

固澀劑 

安神劑 

開竅劑 

AELP1068CP 方劑學認識(三) 

理氣劑 

理血劑 

治風劑 

治燥劑 

祛暑劑 

祛痰劑 

消導化積劑 

消食劑 

AELP1063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產品應用(二) 

保護您的手機 

運用 Google 助理 

分享圖片及動態 

用手機支付和繳費 

網上購物樂 

關注家人的動向 

保持身心健康 

享受智能家居 

購買手機和服務計畫 

AELP1029CP 智能手機及流動通訊產品應用(一) 

認識您的智能手機 

設定您的智能手機 

進入互聯網世界 

與好友保持聯絡 

讓生活井井有條 

捕捉美好情景 

為您的智能手機添加應用程式 

維護您的智能手機 

備份您的手機數據 

AELP1069CP 中國剪紙藝術及設計入門 
中國剪紙藝術簡介及基礎剪紙技法 

基本剪紙技巧及實習：左右對稱、二方連續、四
方連續 
基本剪紙技巧及實習：不同文字花款 

基本剪紙技巧及實習：動物圖案 

基本剪紙技巧及實習：花朵圖案 

剪紙技巧運用變化及實習：文字、動物及圖形 

剪紙技巧運用變化及實習：文字、花卉及混合圖
案 
紙樣基本設計：簡單文字或圖案 

紙樣基本設計：連續圖案 

AELP1070CP 楷書課程《膽巴碑》 

書法執筆和姿勢 

書法運腕和用筆 

膽巴碑背景 

膽巴碑原文及簡介 
《膽巴碑》楷書臨習 

AELP1025EP 中級英語運用(二)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預訂酒店房間 

On the plane 在飛機上 

Immigration 入境 

Asking directions 問路 

Checking in at the hotel 辦理酒店住宿手續 

Breakfast buffet 自助式早餐 

Buying souvenirs 購買紀念品 

Visiting a museum 參觀博物館 

AELP1028CP 粵劇欣賞 

粵劇概覽 

粵劇的舞台藝術 

粵劇的行當與代表藝人 

粵劇的音樂和樂器 

粵劇的做功和武打 

粵劇劇目 

香港粵劇粵曲資源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長青活學計劃(AELP)」葵興校園及協辦機構課程 

網上報名指引 

請注意: 網上形式報名只接受信用卡付款 & 網上報讀無法申請ＢＣＴ助學金 

使用瀏覽器登入本苑網址：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並選取        「網上報讀

長者學苑」。 

  [電腦版本之顯示畫面] (參考用) 

小提示: 電腦上網常用的各款瀏覽器，於桌面上顯示的圖示例子如下：

下： 

(updated: 2021/09/09) 

步驟 (1) 

上網 

按此 

(戊) 網上報名使用指引 

第 13 頁 



  [手機版本之顯示畫面] (參考用) 

使用瀏覽器登入本苑網址：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之後於畫面上選取圖示    「網上報

讀長者學苑」（圖中紅圈位置）。 

   小提示:  上網用的各款常用瀏覽

器，於手機桌面上顯示的圖示例子如

下：

  溫馨提示 :  如按鍵後出現以下「技術故障」畫面，請嘗試關

閉瀏覽器，再重新開啟瀏覽器 或 使用另一瀏覽器登入頁面。 

按此 

http://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於顯示  2.科目／班別 之頁面中，在課程表格部份選取 : 

 先揀選第一行「科目名稱」: 選取欲報讀之科目。

  [電腦版本之顯示畫面] (參考用) 

 之後揀選「學期／班別／開課時間」: 選取欲報讀科目之學

期班別及開課時間。 

 完成揀選後按「下一個標籤」。



溫馨提示 :  

有關課程時間表之詳情，

請參照「課程一覽表」 

(本苑網站可供下載) 

溫馨提示 :  
欄位中顯示「CLASS 編號」

即舉辦課程之機構及上課地

點。「CLASS編號」所對應

之機構請見附件 1。 

步驟 (2) 

先選科 

步驟 (2) 

後選班別、時間 



 [手機版本之顯示畫面] (參考用) 

     (注意: 手機型號不同，彈出

的框框樣式也可能不同) 

先選科 

 先揀選第一行「科目名稱」:

選取欲報讀之科目。 

 畫面會彈出科目框框，此時可

上下拉動選單，去揀選想報讀之科

目，      按一下該科目之名稱 

後選班別、時間 

 揀選「學期／班別／開課時

間」: 選取欲報讀科目之學期班別

及開課時間。 

 畫面會彈出框框，此時可上下

拉動選單，去揀選想報讀之班別及

開課時間，      按一下該班別 

 完成揀選後按頁底的「下一個

標籤」 

  溫馨提示 : 

 如頁面無法顯示有關科目之「學期／班別／開課時間」內容，代表該

科目之網上學額已滿額，學員可先電話聯絡學苑或機構查詢是否仍接

受親身報名

YR 2022/JAN/CLASS B/ 
13-01-2022 



於顯示 3.個人資料 之頁面中，輸入申請人之

個人資料。 

     完成輸入後，按頁底的「下一個標籤」。 (列出「*」之項目為

必須填寫資料)  

步驟 (3) 

輸入個人資料 



完成 4.消息渠道 頁面之資料輸入，之後按頁底的「下一個標

籤」。 

於顯示  5.證明文件 頁面上載相關證明文件(如適用)。完成後按

「下一個標籤」。 

*首次報讀本苑課程之新生，可選擇 1)即時上載其香港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 ; 或 2)於第一堂或之前 親身交回香港身份證明文件
副本到報名處。 

步驟 (4) 

(選填)消息渠道 

步驟 (5) 

(只適用於新生) 

上載照片或證明

文件 



揀選 6.聲明  頁面上有關「同意」之選項，完成後再按下面的

「提交」鍵  

步驟 (6) 

選取「聲明」 



進入付款程序前，先核對所報讀之科目名稱及學期／班別／

開課時間、課程費用，然後按「確定」。  

（請注意：網上報讀形式無法申請ＢＣＴ助學金，如需申請 
ＢＣＴ助學金請親臨報名處或以掛號郵寄方式遞交） 

8. 確認後，系統將進入「網上支付頁面」。請以 VISA 或 Master(萬事達)信用卡進行

支付。如無法於 10 分鐘內完成支付，該報名可能將於系統中自動取消。 

9. 完成報名程序，建議列印頁面作存檔之用。

步驟 (7) 

核對報讀科目資料

後再付款 



查詢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電話：2915 2380 (按 2-0)

 網址：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電郵：elderacademy@hkmu.edu.hk

備註 : 

 新課程恕不接受網上形式報名 (有關課程之詳情請參照刊登於本苑網站之

「課程一覽表」)

 網上報名與親身報名學額均分，額滿即止。

 如遇上網上學額滿額，可先電話聯絡學苑或機構查詢是否仍接受親身報名，

才遞交報名表及有關資料。

 申請人須於報名前細閱學員須知。

 網上形式報名只接受信用卡付款。

 報名完成確認後，如需更改或修正，須遞表申請更改及繳付$100 行政費

葵興校園報名 

報名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 9:00 am - 7:00 pm / 

星期六 : 9:30am – 2:00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地址：新界葵涌葵昌路 51-53 號九龍貿易中心第 2 座 8-11 樓 

(葵興港鐵站往中環方向月台 E 出口，經空調行人天橋步行 2 分鐘直達) 

[如因疫情而服務時間有所變動，恕不另行通知。建議先致電學苑確認報名處開放

時間再前往親身報名 ] 

協辦機構報名 

報名服務時間、地址及聯絡電話：請參照刊登於本苑網站之「課程一覽表」(報名

小冊子) 



附件一:  網上報名系統中使用之「CLASS 編號」所對應之機構名稱 

溫馨提示: 使用網上報名系統報讀科目及選取「CLASS 編號」時，請注意所揀選機構所對應之「CLASS 編

號」，以免報錯上課機構及地點。(報名完成確認後，如需更改或修正，須遞表申請及繳付$100 行政費) 

CLASS 編號 舉辦課程之機構名稱 

A002 佛教何潘月屏長者文化服務中心 

A003 九龍城基督徒會基石進修中心 

A006 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A007 香港耆英協進會黃李碧恥長者 I.T. 中心 

A009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土瓜灣) 

A010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觀塘) 

A011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大圍) 

A012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元朗) 

A013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西灣河) 

A015 救世軍大埔長者社區服務中心 

A016 光愛中心耆菁天地 

A019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長者學苑 

A023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 

A024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附屬中心) 

A025 明愛東頭長者中心 

A02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善學慈善基金關宣卿愉翠長者鄰舍中心 

A028 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莊重文敬老中心 

A029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A031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 

A033 救世軍華富長者中心 

A034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耆年中心 

A035 香港西區浸信會長者鄰里中心 

A03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何李寬德耆英康樂中心 

A03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長者鄰舍中心 

A038 工聯會職業再訓導中心(油麻地 3) 

A039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年會專業書院 

A0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A042 鍾錫熙長洲安老院有限公司溫浩根長者鄰舍中心 

A043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服務中心 

B 或 B02 或 B03 葵興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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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附錄： 
備註欄 有關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長青活學計劃」各種書法班及畫班所需之自備課堂用品 

成功報讀各種書法、繪本、設計及畫班的學員須另行自備課堂用品在上課時使用，學員可到各大

文儀用品店自行購買或向所報讀之機構查詢後再購買。成功報讀有關課程的學員亦會於開課前兩

星期收到有關所需自備課堂用品之通告與用品清單。有關自備課堂用品詳情可參考以下 :   

「西洋畫初階:  素描 (AELP1042CP)」自備課堂用品: 

項目 詳情 數量 

紙 A3 圖畫簿 1 本 

鉛筆 HB，2B，4B，6B 各 1 枝 

擦膠 素描擦膠 1 塊 

筆刨 兩孔筆刨 1 個 

各類中國書法班課程 – 自備課堂用品: 

項目 詳情 數量 

紙 (一般尺寸) 
紅綫米字格 (練習紙) ／ 九宮格紙 

(學員可於課堂上詢問導師使用哪款紙作練習為佳) 
1 份 

毛筆 狼毛筆(中)(如有筆架更佳) 1 枝 

墨汁 普通墨汁(如:  一得閣) 1 樽 

細碟 白色(約 4 吋) 1 隻 

墊枱紙／布 任何規格 1 張 

保鮮紙 任何規格 1 小塊 

「中國水墨畫初階:   小寫意 (AELP1067CP)」自備課堂用品 : 

項目 詳情(如工具的規格不清楚，可上堂時詢問導師後再購買) 數量 

生宣紙 A3 呎寸 或 冊頁呎寸(35cm x 47cm) 1 刀(100 張) 

毛筆 狼毫、小狼毫及大狼圭 各 1 支 

墨汁 普通墨汁(如:  一得閣) 250 毫升或 100 毫升 1 樽 

調色碟 白色塑膠多格(如:  梅花碟) 1 隻 

墊枱布 50cm x 50cm 呎寸白色不織布或羊毛枱毯 1 張 1 張 

錫紙 約 A4 呎寸 1 小塊 

顏料 國畫用顏料 1 盒 

盛水器 盛載少量清水約 150 毫升的“有蓋膠盒” 1 個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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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欣賞與創作 AELP1062CP」自備課堂用品 : 

項目 詳情(如工具的規格不清楚，可上堂時詢問導師後再購買) 數量 

鉛筆 HB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1 枝 

橡皮擦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1 塊 

透明塑膠尺 普通文具尺寸即可 1 把 

剪刀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1 把 

膠水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1 樽 

彩色紙 
(導師會上堂再通知) 不同顏色、厚薄及有紋理的紙 (適用

於撕畫及拼貼) 
1 小塊 

A3 畫紙 白色 12 張 

顏料 
(導師會上堂再通知) 任何顏料:   例如木顏色、粉彩、蠟筆、

水彩、塑膠彩等等 
–– 

小畫簿 隨身攜帶的小畫簿(用作視覺日記簿) 1 本 

「中國剪紙藝術及設計入門課程」自備課堂用品 : 

項目 詳情 數量 

練習紙 一般普通 A4 白紙或 任何 A4 紙張(環保紙亦可) 10 張 

紙 紅色 或 彩色 A4 紙（如用圖畫紙可上課詢問導師 ) 10 張 

筆具 鉛筆、間尺 及 擦膠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各 1 

尖咀剪刀 一般尺吋 1 把 

釘書機 一般尺吋 (一般普通文具即可) 1 個 

墊枱紙 報紙 1 張 

文件夾 A4 尺吋 (收納作品用) 1 個 

 如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 2915 2380 (按 2–0)與本苑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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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活學計劃」學員須知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由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負責營運，並提供三類課程，分別是「長青活學

計劃」、旁聽面授及旁聽遙距學分課程。學員於報讀「長青活學計劃」課程前，敬請細閱以下事項: 

學費及學員資料處理 

1. 所有費用一經繳交，除因本院／協辦機構取消課程外，否則恕不退還。倘若學員以個別理由(包

括:  家事、返新工、轉工、公幹或其他公務、旅遊、與其他科目／班別之上課時間出現重疊、

上課地點／導師安排未如理想等)而要求退款，一般情況下將不予以考慮。本院／協辦機構保留

更改課程／科目安排(包括但不限於上課日期、時間、地點、任教導師、細則及內容等)的權利，

而無需事前或另行通知，已報讀之課程學費及學位亦不可轉讓他人。

2. 學員如因個別理由或於網上報名時所作出的選項有誤而要求轉班／轉科／轉課程／轉上課地點

或退款，必須於在開課前 1 星期將填妥之「課程事項申請表」(可於本院「長者學苑」網頁下載)

連同行政費用港幣$100 交回本院葵興或荔景校園辦事處，逾期申請概不受理。惟學員因健康問

題，如須進行手術／住院等申請退款，必須於申請時一併遞交醫生證明書，並於手術／出院後

遞交手術完成或相關之證明文件。不論申請批核與否，所有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3. 由於新課程名額有限，每位遞交報名表之人士每次只可遞交一份報名表；如欲遞交多於一份報

名表，必須再次重新排隊輪候，以示公允。新課程恕不接受郵寄掛號形式報名。

4. 所有報讀課程呈交的文件／資料／相片不論是否成功開辦，將不獲發還，本院將根據學院相關

指引予以保密處理。

惡劣天氣安排、課堂守則及秩序 

5. 除收到個別通知外，學員必須按照所報讀課程的上課時間表準時出席。有關惡劣天氣安排、課

堂守則及秩序、課室／座位編排等事宜，將由協辦機構按其專業守則處理。如有疑問，請自行

向相關協辦機構查詢。

6. 學員如有特別學習需要(如視力／聽力不佳需較前座位)，請於第一節課堂前自行向相關協辦機

構查詢可否作出特別安排。

成績評核／繳交作業安排 

7. 學員須於修讀學期內完成指定的作業，評分將以 100 分為滿分，達 50 分或以上，可獲 3 個積

分。學員必須按照協辦機構／導師指示，於限期前繳交作業(一般為最後第二節課堂或之前繳交

作業，以便導師於學期完結前退還)。倘若需要延期繳交作業，請自行預先向有關協辦機構／導

師提出申請，經雙方協議方可作出特別安排；逾期繳交作業之安排，將由協辦機構自行處理。

8. 凡學員符合指定出席率(面授課程為 70%；網上學習課程之專題及總結講座為 100%)，可多獲

2 個積分，即共獲 5 個積分。

9. 學員重複修讀同一課程，本院將以該課程之第一次合格積分(3 分或以上)為成績評核標準；如對

成績之評審結果有任何異議，可於成績公佈(以學業成績表發出日期計算)後 30 日內，以書面形

式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向本院提出覆核。逾時申請，恕不受理。

課程意見 

10. 「長青活學計劃」重視學員的寶貴意見。如對本計劃／課程／協辦機構有任何建議，請直接與

本院職員聯絡。

11. 根據本院處理投訴指引，無論電話、書面或親身投訴，投訴人必須提供真實姓名、確實身份(學

生證編號)及明確的聯絡方法。如投訴人未能或拒絕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以致本院無法查證投訴

事項，均會視作匿名投訴，本院將不會就匿名投訴作出正式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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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報讀本苑「AELP長青活學計劃」葵興校園課程之學員有興趣登記收取本苑

whatsApp 訊息及加入有關科目班別之「whatsApp群組」，請填寫以下登記表格交

到葵興校園報名處或郵寄回新界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4樓長者學苑辦事處。 

如有查詢，請致電2915 2380(按2–0)與本苑職員聯絡。 

* 此服務只供學員接收本苑WhatsApp訊息用，並不包括學苑回覆WhatsApp訊息或任何電話查詢功能。

–––––––––––––––––––––––––––––––––––––––––– 

回條 
登記加入「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WhatsApp 通訊群組」表格 

本人已報讀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AELP長青活學計劃」於「葵興校

園」上課之課程，並同意加入所報讀課程同班別的WhatsApp群組接收上

課通知及課堂消息。 

姓 名: ＿＿＿＿＿＿＿＿＿＿＿ 聯絡電話: ＿＿＿＿＿＿＿＿＿＿ 

簽署: ＿＿＿＿＿＿＿＿＿＿＿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葵興校園」課程 

WhatsApp 通訊服務

只適用於「葵興校園」上課之《長青

活學計劃》學員接收課堂消息用 

緊貼最新學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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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貼上彩色證件相片 

(1 吋 x1.5 吋) 

(只適用於新生／

未持有有效 

學生證之學員) 

(若未有提交相片，恕不 

獲發學生證) 

 

 

          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課程報名表(2022年 1月學期) 

甲） 個人資料(請按香港身份證所示填寫) <首次報讀之新生須提交香港身份證副本乙張> 

英文姓名 ：                              
 

中文姓名 ：     
 

性別 :  男／女* 刪去不適用者                      

出生日期 ：     年   月   日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學生證號碼(舊生適用)：         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初中高中大專或以上專業資格 

必須以英文正楷填寫通訊地址，以確保郵件能順利派遞     曾經／現時為 BCT 銀聯集團的客戶成員 

通訊地址： 室     樓   座                     
 

屋苑／大廈                              
 

街道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住宅電話         
 

流動電話         
 

電子郵箱  

 

 

 

 

 

 

 

 

 

乙） 課程選擇 （課程資料可參考附件－「課程時間一覽表」）請在加上「」以表示報讀課程類別 

「長青活學計劃」(每科港幣$450)# 旁聽遙距學分課程(每科每學期港幣$450) 旁聽面授學分課程(每科每學期港幣$450)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班別 學費# 

1 A E L P          

2 A E L P          

3 A E L P          

  共報讀__________科，合共學費港幣$____________ 

#：承蒙 BCT 銀聯集團的「BCT 跨躍學院」贊助，凡符合資格的「長青活學計劃」學員(見丙部)，可申請助學金資助。 

丙） 助學金申請 (只適用於申請「長青活學計劃」助學金之學員，並請在以下適當位置簽署聲明)        

申請助學金條款如下： 

1. 個人流動資產(如現金、銀行存款、股票等) 總值必須不高於港幣$500,000。 

2. 每位學員每期可申請一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獲最多十科資助。成功獲資助後的學費為每科港幣$200。 

3. 資助名額有限，如申請人數過多，或將以電腦抽籤決定。香港都會大學有權作出最終審批和分配助學金的決定。 

謹以至誠鄭重聲明：本人的個人流動資產總值不高於港幣$500,000。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同意使用個人資料 

大學擬把你的個人資料(即你的姓名、員工／學生／校友聯網卡號碼、聯絡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作為推廣教育及培訓課程、活動以及服

務事宜之用，推廣項目包括(但不限於)獎項、獎學金、助學金、資助金、貸款、銀行／保險／信用卡、折扣、福利、優惠、籌款、慶祝

活動、講座、會議、研討會及刊物。但大學在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不會如此使用該等資料。在任何情況下，大學不會將你的個人資料

交予第三者作為直接促銷之用。 

請在方格內加上「」以表示你同意。 

 我同意大學如此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以發放關於大學推廣教育及培訓課程、活動及服務事宜之用。 

如以後不欲收取本大學的推廣資訊，請以電郵通知我們(郵址：dpo2@hkmu.edu.hk)，請提供你的姓名(全名)、員工／學生／校友聯網卡

號碼及聯絡方法等資料。這項安排不會收取費用。如有查詢，請以電郵 dpo2@hkmu.edu.hk 與香港都會大學保障資料主任聯絡。 
     

申請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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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費報讀學費 

港幣 450 元* 

獲資助後學費 

港幣 200 元* 

丁） 殘疾資料 (本院將使用有關殘疾的資料，以衡量是否有足夠設施協助學生學習。) 

本人如為殘疾人士，請在方格內填上「Y」並註明殘疾的類別、性質及程度，否則填上「N」。 



戊） 請列明您從何處得知本計劃，並請在下列加上「」(可選擇多項) 

1. 宣傳海報／單張 2. 本校長者學苑網頁 3. 報章廣告

4. 安老事務委員會網頁／課程簡介 5. 本校長者學苑學員介紹 6. 親戚／朋友介紹

7. 香港都會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通訊 8. 其他：

己） 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報名表及隨附文件所載一切資料，依本人所知均屬真確，並無遺漏。

2. 本人為香港居民或為合法居港並持有效可在港接受教育培訓證明文件之人士，並清楚「甲部」所載關於「同意使用個人資料」。

3. 本人同意入學後，當遵守本院實施的所有規章和規例。

4.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院使用在本報名表及各附件中所提供之資料評核本人的入學資格及作其他有關用途。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本人有權查詢及更正本申請表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及索取一份有關資料。

5. 本人明白及同意於必要時，本院有權就原定上課日期、時間、地點、課程／科目安排細則及內容作出更改或取消。

6. 本人明白若通訊地址、電話號碼或電郵有所更改，本人有責任主動更新有關資料。本人明白若因未有更新資料而引起的任何延誤

或損失，一概由本人負責。

簽署： 日期： 

庚） 申請指引 

1. 繳費辦法：(1) 請前往7-11便利店使用二維碼(見頁底)以現金繳費；或(2) 前往「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在櫃位

存入足額學費予「香港都會大學」戶口(賬號012-811-0-000009-5)。請於「繳費收據」正本(只接受中文版)正面填上

學生姓名、身份證號碼、報讀科目名稱及編號。

如報讀於本院校園上課之科目，亦可： (3) 直接前往本院葵興校園以現金繳費；或 (4) 於本苑網頁

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 進行網上報名(只適用於以全費報讀「長青活學計劃」課程)，並以信用卡或

網上繳費靈繳費。
備註：請確保「繳費收據」正本編號、金額及日期清晰可辨認。一切因收據未能辨認或遺失而造成的損失，需由學員自行承擔。 中文收

據正本可能因保管不當或保存時間過長而變得難以辨認，請預先影印清晰副本以作記錄(副本及英文收據正本只適用於必要時作參考，不

可作為繳費證明)。

2. 遞交報名表程序：

(A) 如報讀於協辦機構上課之科目：將填妥之課程報名表連同「繳費收據」正本一併交回協辦機構。每張報名表只適

用於報讀同一協辦機構的科目。 

(B) 如報讀於本院校園上課之科目：將填妥之課程報名表連同「繳費收據」正本或學費交回新界葵涌葵昌路 51-53 號

九龍貿易中心第 2 座 11 樓香港都會大學葵興校園(葵興港鐵站 E 出口)；如以掛號形式，請郵寄至新界葵涌荔景

山路 201-203 號香港都會大學荔景校園(切勿郵寄現金)，信封面請註明「報讀長者學苑課程」；如有郵誤，本院

恕不負責(新課程恕不接受掛號形式報讀)。 

3. 「長青活學計劃」助學金申請者，只需先遞交報名表及繳付獲資助後學費$200(即每科學費$450扣減助學金$250)的

「繳費收據」正本或現金，待助學金申請成功後才確認其入學註冊。申請不獲批准者可選擇補交差額學費或退回已繳

學費。

4. 本院有權因人數不足或其他特殊情況而取消課程之開班，受影響的學員將獲通知有關轉科或申請退款事宜。

5. 除報名不獲接納、課程取消或課程滿額的情況外，學員已繳學費，不論上課與否恕不退還。

6. 查詢電話：29152380(按2-0)／網址：www.hkmu.edu.hk/lipace/elderacademy／電郵：elderacademy@hkmu.edu.hk

 

 

FEA005-G20210907 

----------------------------------------------------------------------由學院填寫-------------------------------------------------------------------------- 

申請人已附上  填妥之課程報名表  香港身份證副本  繳費證明  證件相片

 資料輸入  學費收據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費收據列印  學生證印製

mailto:elderacademy@o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