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電台廣播課程

CBMP1008CR/
2008CR

健康飲食 

CBMP1072CR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CBMP1077CR 理財之道(進階)

CBMP1078CR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面授課程

CBMP1001CT/ 
2001CT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CBMP1002CT 兒童成長與護理 

CBMP1003CT 流行文化與潮流

CBMP1005CT 學習有方

CBMP1006CT 性與人生

CBMP1007CT 基本社交禮儀

CBMP1009CT 理財之道

CBMP1010CT 長者健康與護理

CBMP1011CT 旅遊百事通

CBMP1013CT 法律與日常生活

CBMP1014CT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CBMP1015CT 解開心結

CBMP1016CT Keep Fit 之道

CBMP1017CT 投資一點通 

CBMP1018CT 家庭之樂

CBMP1019CT 社區衛生安全常識

CBMP1020CT 優質個人生活管理

CBMP1021CT 婦女與健康

CBMP1022CT 婦女與社會

CBMP1023CT 藝術文化的培養

CBMP1027CT 中醫藥常識入門

CBMP1028CT 領導與合作技巧

CBMP1029CT 語言表達技巧

CBMP1030CT 認識家居電器與數碼產品

CBMP1031CT/ 
2031CT

輕鬆學電腦

CBMP1032CT 儀容之道 +

合 辦 團 體 :

CBMP1033CT 如何美化家居

CBMP1036CT/ 
2036CT

求職技巧入門 

CBMP1037CT 子女教育

CBMP1038CT 網上世界漫遊

CBMP1039CT 防治家庭暴力

CBMP1040CT 家居意外急救法

CBMP1041CT 單身也自在

CBMP1042CT 認識傳染病

CBMP1043CT 精明消費有辦法

CBMP1044CT 中西音樂欣賞

CBMP1046CT 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

CBMP1047CT 實踐退休之樂

CBMP1048CT 認識地產物業投資

CBMP1049CT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CBMP1050CT 中醫養生食療

CBMP1051CT 宗教哲學人生

CBMP1052CT 向傑出女性借鏡

CBMP1054CT 食物安全及衛生

CBMP1055CT 駐顏保養有妙法

CBMP1056CT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

CBMP1057CT 逆境當自強

CBMP1058CT 粵劇戲曲共賞

CBMP1059CT 西方醫學藥物認識

CBMP1060CT 網頁設計不求人

CBMP1061CT 解構金融機構服務業

CBMP1062CT 投資風險知多少

CBMP1063CT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CBMP1064CT 認識基礎數碼攝影及多媒體製作

CBMP1065CT/ 
2065CT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

CBMP1066CT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CBMP1067CT 兒童心理學初探

CBMP1068CT 生命教育

CBMP1069CT 中國古典文學賞析

CBMP1070CT 如何美化家居 (進階)

CBMP1071CT 認識另類投資

CBMP1073CT/ 
2073CT

輕鬆學電腦 (進階)

CBMP1074CT 認識食物成份 / 添加劑

CBMP1075CT 個人電子歷程檔案(e-portfolio) 製作

CBMP1076CT 青少年心理學初探

CBMP1079CT 幽默文學賞析

CBMP1080CT 幼兒閱讀

CBMP1081CT 趣談中國歷史

CBMP1083CT 親子理財

CBMP1084CT/ 
2084CT

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

CBMP1085CT 演講與主持技巧

CBMP1086CT/ 
2086CT

營養餐單

CBMP1088CT 香港電影欣賞

CBMP1089CT 調解方法與技巧

CBMP1090CT 中醫如何預防亞健康及都市病

CBMP1095CT 香港生態遊

CBMP1097CT 環球美食探秘 #

網上課程

CBMP1029CW 語言表達技巧

CBMP1030CW 認識家居電器與數碼產品

CBMP1045CW 認識股票投資

CBMP1053CW 職場上的女性

視像課程

CBMP1082CV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進階) 

CBMP1091CV 旅遊攝影

CBMP1092CV 寵物美容與護理 

CBMP1093CV 認識自然與種植 

CBMP1094CV 中國文化與傳統宗教

CBMP1096CV 肌肉骨骼保養與護理

2021年4月26日開始接受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21年6月23日(三)

2021年7月學期課程時間表
課程一覽表

註： # 新推出課程
      + 新修訂課程
      時間表上有;的班別，設網上報名服務。
      請登入www.ouhk.edu.hk/CBMP報名，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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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程序

於本時間表
選擇課程

使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網上平台報讀

完成
報名手續

使用網上平台以
信用卡或網上繳費靈

繳交學費

致電協辦機構
查詢學額情況

填寫
報名表

前往全港任何一間
7-11便利店或

中國銀行（香港）
繳交學費

前往協辦機構
遞交報名表及
便利店收據/

銀行櫃位入數紙正本

下列各時間表只供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最終時間表以協辦機構公佈為準。
;表示此班別提供部分名額供學員網上自費報名，學員可使用網上系統www.ouhk.edu.hk/CBMP直接註冊。網上報名時請選擇正
確課程及中心編號。

例如: YR2021/JUL/CLASSB054/19-7-2021

學員在網上報名未確認時，應核實所選擇之協辦機構、班別、開課日期及報讀科目是否正確。 如報名後發現報讀資料不正確，學員
必須在開課兩星期前填妥「課程事項申請表」，連同行政費(每科港幣$100)交予本院作出更改申請。 無論成功與否，該費用概不發還。

如遇上網上學額滿額，請聯絡上課中心查詢是否還接受親身報名，再遞交報名表及有關資料。

學費
電台廣播課程：每科港幣$250（包括教材、講座及輔助學習活動）
面授課程：每科港幣$350（包括教材及授課）
網上/視像課程：每科港幣$300（包括網上/視像教材及講座）

2021年  7月19日上課協辦機構54（B班）7月學期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本院將舉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為公眾人士介紹課程特色、學習模式、積分計劃、報名及助學金申請方法，並即場
解答任何有關計劃的查詢。 屆時本計劃學員更會暢談如何踏上終身學習之路，展開豐盛人生。電台節目主持更將親臨介紹電台廣
播課程特色。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
第一場
日期 : 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時間 : 上午9:30 至 上午11:00
地點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報名方法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 (按1-0聯絡本院)報名，或電郵個人資料(出席人士姓名及聯絡電話)至cbmp@ouhk.edu.hk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 - 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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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
日期 : 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 
時間 : 晚上7:00 至 晚上8:30
地點 : 青年會專業書院(油麻地)  - 九龍窩打老道23號
報名方法        
請致電 2783 3500報名

第四場
日期 : 2021年6月4日(星期五)
時間 : 上午11:30 至 中午12:30 
地點 : 九龍城基督徒會 基石進修中心 - 九龍城龍崗道40號
報名方法
請致電 2382 1202 / 2382 3154報名

第二場
日期 :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時間 : 晚上6:30 至 晚上8:00
地點 :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 視乎疫情發展，簡介會或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計劃網頁或Facebook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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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

課程編號及名稱 節目主持 主講嘉賓*
首播 重播

新城知訊台
(FM99.7-102.1MHz)

新城知訊台
(FM99.7-102.1MHz)

CBMP1008 /
2008CR
健康飲食

葉文輝先生
盧綺欣女士、黃雅婷女士及

鄧穎妍女士
註冊營養師

2021年7月22日至
2021年10月14日

逢星期四
早上10時至11時

2021年7月25日起 
逢星期日

晚上1時至2時

CBMP1072CR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陳美思小姐

盧傑雄博士
香港實踐哲學學會會長

及
張銘豪先生

香港實踐哲學學會董事

2021年7月20日至
2021年10月12日

逢星期二
晚上9時至10時

2021年7月24日起 
逢星期六

早上8時至9時

CBMP1077CR
理財之道(進階) 葉文輝先生 林昶恆先生

家庭理財教育學會會長 

2021年7月21日至
2021年10月13日

逢星期三
早上10時至11時

2021年7月25日起 
逢星期日

晚上12時至1時

CBMP1078CR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陳美思小姐 李鈞杰博士

香港珠海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2021年7月19日至
2021年10月11日

逢星期一
晚上9時至10時

2021年7月24日起 
逢星期六

早上7時至8時

* 資料以網頁公佈為準。
學員可於節目播放後一星期起，隨時登入新城知訊台資訊網www.metroradio.com.hk/997，點擊「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免費重溫以
上節目內容。

電台廣播課程專題及總結講座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08CR/
2008CR 健康飲食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及
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

上午9時至11時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或荔景校園
(課室待定)

CBMP1072CR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CBMP1077CR 理財之道(進階) 下午2時至4時

CBMP1078CR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下午4時至6時

電台廣播課程輔助學習活動時間表（資料截至2021年3月23日為止）

地區 機構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08CR/

2008CR*
健康飲食

CBMP1072CR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CBMP1077CR
理財之道(進階)

CBMP1078CR
認識世界文化遺產

南區 41 A0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 

持續及成人進修 
社區學院

; 9月8日(三)
(晚)6:30-9:30 及 

9月29日 
(三)(晚)6:30-9:30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8月18日(三)
(晚)6:30-9:30 及 

9月29日 
(三)(晚)6:30-9:30  

(以Zoom授課)

; 8月19日(四)(下) 
2:00-5:00 及 

9月30日 
(四)(下)2:00-5:00 

(以Zoom授課)

; 8月24日(二)
(上)9:00-12:00 及

9月21日 
(二)(上)9:00-12:00

(以Zoom授課)

; 8月9日(一)
(上)9:00-12:00 及 

9月20日
(一)(上)9:00-12:00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10月5日(二)(下) 
2:00-5:00 及 
10月12日 

(二)(下)2:00-5:00

; 10月8日(五)(上)
9:30-12:30 及 

10月15日 
(五)(上)9:30-12:30

* 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以網頁公佈為準。
* 視乎疫情發展，電台廣播課程專題及總結講座或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計劃網頁或Facebook的最新資訊。

＊學員如報讀「健康飲食」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08CR。 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 
請查閱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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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 視像課程導修課堂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形式

CBMP1029CW 語言表達技巧 2021年8月23日(星期一)及
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晚上7時至8時

以Zoom 授課
(會議ID及密碼會以短訊發放)

CBMP1030CW 認識家居電器與數碼產品 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及
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45CW 認識股票投資 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及
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53CW 職場上的女性 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及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82CV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進階) 2021年8月23日(星期一)及
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91CV 旅遊攝影 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及
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92CV 寵物美容與護理 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及
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93CV 認識自然與種植 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及
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94CV 中國文化與傳統宗教 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及
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 晚上7時至8時

CBMP1096CV 肌肉骨骼保養與護理 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及
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 晚上7時至8時

網上 / 視像課程 ：由2021年7月19日至2021年10月15日

* 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以網頁公佈為準。

* 視乎疫情發展，網上 / 視像課程專題及總結講座或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計劃網頁或Facebook的最新資訊。

網上 / 視像課程專題及總結講座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29CW 語言表達技巧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及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晚上7時至9時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或荔景校園 
(課室待定)

CBMP1030CW 認識家居電器與數碼產品 2021年8月3日(星期二)及
2021年10月5日(星期二)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45CW 認識股票投資 2021年8月4日(星期三)及
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53CW 職場上的女性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及
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82CV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進階) 2021年8月6日(星期五)及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91CV 旅遊攝影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及
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92CV 寵物美容與護理 2021年8月3日(星期二)及
2021年10月5日(星期二)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93CV 認識自然與種植 2021年8月4日(星期三)及
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94CV 中國文化與傳統宗教 2021年8月5日(星期四)及
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 晚上7時至9時

CBMP1096CV 肌肉骨骼保養與護理 2021年8月6日(星期五)及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晚上7時至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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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授課程時間表（資料截至2021年3月23日為止）
（視乎疫情發展，面授課堂或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網頁或Facebook的最新資訊。）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01CT / 
CBMP2001CT*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CBMP1003CT
流行文化與潮流 

CBMP1005CT
學習有方

東區 05 A005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A)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00-9:30 (9月21日

暫停) (以Zoom授課)

; 7月26日至9月27日
(逢一)(晚)7:00-9:30 

(以Zoom授課)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下)2:00-4:30

(9月21日暫停) 

B054
; (B)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10:00-12:30 

167 A167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晚)7:00-9:30

深水埗 162 A162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職業訓練中心 
; 7月19日至8月19日
(逢一、四)(晚)7:00-9: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07CT
基本社交禮儀 

CBMP1009CT
理財之道 

CBMP1011CT
旅遊百事通 

中西區 94 A094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10:15-12:45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晚)7:00-9:30

(9月22日暫停)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9:30-12: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13CT
法律與日常生活

CBMP1014CT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CBMP1015CT
解開心結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上)9:30-12:00 

九龍城 153 A153 竹園區神召會榮恩堂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學員如報讀「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01CT。 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
請查閱 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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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16CT
Keep Fit 之道

CBMP1017CT
投資一點通

CBMP1018CT
家庭之樂

中西區 94 A094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15-12:45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A)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下)2:30-5:00

(9月21日暫停)

; (A)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晚)7:00-9:30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2:30-5:00

B054
; (B)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00-9:30
(9月21日暫停)

; (B)7月21日至9月8日
(逢三)(上)10:00-1:08

(以Zoom授課)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19CT

社區衛生安全常識
CBMP1020CT

優質個人生活管理
CBMP1021CT

婦女與健康

東區 05 A005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中西區 94 A094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3:00-5:30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2:00-4:30

(9月22日暫停) 

; 7月19日至9月6日
(逢一)(上)10:00-1:08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22CT
婦女與社會

CBMP1023CT
藝術文化的培養

CBMP1027CT
中醫藥常識入門

中西區 94 A094
樂群社會服務處

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15-12:45

(9月22日暫停)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00-9:30 

(9月21日暫停)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晚)7:00-9:30

(9月22日暫停) 

九龍城

153 A153 竹園區神召會榮恩堂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10:00-12:30  

163 A163
九龍城基督徒會
基石進修中心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10: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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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28CT
領導與合作技巧

CBMP1029CT
語言表達技巧

CBMP1030CT
認識家居電器
與數碼產品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上)10:00-12:30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9:30-12:00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30-12: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31CT / 
CBMP2031CT*

輕鬆學電腦

CBMP1032CT
儀容之道

CBMP1033CT
如何美化家居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2:00-4:30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2:00-4:30 

; (A)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30-1:00 

(9月22日暫停)
(以Zoom授課)

B054
; (B)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晚)7:30-10:00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2:00-4:30 

九龍城 163 A163
九龍城基督徒會
基石進修中心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10:00-12:30 

荃灣 65 A0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2:30-5:00 
(上課地點：豪輝商業中心)

＊學員如報讀「輕鬆學電腦」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31CT。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請查閱
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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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41CT

單身也自在
CBMP1042CT

認識傳染病
CBMP1043CT
精明消費有辦法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00-12:30

; 7月24日至9月11日
(逢六)(下)2:30-5:38 

(以Zoom授課) 

156 A156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上)10:00-12:30 

(9月21日暫停)

九龍城 153 A153 竹園區神召會榮恩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00-12: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36CT / 
CBMP2036CT#

求職技巧入門  

CBMP1037CT
子女教育

CBMP1040CT
家居意外急救法

南區

41 A0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

持續及成人進修
社區學院

; 8月30日至10月4日
(逢一、五)(晚)7:15-9:45 

(10月1日暫停) 

174 A174
基督教宣道會

華基堂服務中心

; 7月27日至9月28日
(逢二)(上)10:00-12:30

(以Zoom授課)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晚)7:00-9:30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2:00-4:30

九龍城 163 A163
九龍城基督徒會
基石進修中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沙田 179 A179 香港教育協會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00-12:30 

# 學員如報讀「求職技巧入門」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36CT。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請查閱
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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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44CT
中西音樂欣賞

CBMP1046CT
特殊及多元學習需要

CBMP1047CT
實踐退休之樂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3:00-5:30 

(9月22日暫停)
(以Zoom授課)

; 7月22日至9月9日
(逢四)(晚)6:45-9:53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9:30-12: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48CT
認識地產物業投資

CBMP1049CT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CBMP1050CT
中醫養生食療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晚)7:00-9:30 

(以Zoom授課)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9:30-12:00

(9月22日暫停)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147 A147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太子)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15-9:45 
(9月21日暫停) 

156 A156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荃灣 65 A0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 7月20日至9月7日
(逢二)(下)2:00-5:08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51CT
宗教哲學人生 

CBMP1052CT
向傑出女性借鏡

CBMP1054CT
食物安全及衛生 

油尖旺 167 A167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2:00-4:30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10:00-12:30 

北區 170 A170
蓬瀛仙館祥龍圍 
綜合服務中心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2:00-4:30

; 8月4日至10月13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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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55CT
駐顏保養有妙法

CBMP1056CT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

CBMP1057CT
逆境當自強

東區 05 A005
香港家庭福利會

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10:00-12:30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10:00-12:30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8月6日至10月15日
(逢五)(下)2:30-5:00 

(10月1日暫停)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9:30-12:00 

北區 170 A170
蓬瀛仙館祥龍圍
綜合服務中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晚)7:00-9: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58CT
粵劇戲曲共賞

CBMP1059CT
西方醫學藥物認識

CBMP1060CT
網頁設計不求人

南區 174 A174
基督教宣道會

華基堂服務中心

; 7月23日至9月24日(逢
五)(晚)7:00-9:30 
(以Zoom授課)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19日至9月6日
(逢一)(晚)6:50-10:00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2:30-5:00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2:00-4: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62CT
投資風險知多少

CBMP1063CT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CBMP1064CT
認識基礎數碼攝影

及多媒體製作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2:00-4:30

;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上)10:00-12:30 

(9月22日暫停) 

元朗 166 A166
宣道會錦繡堂加恩樓 

(加州花園)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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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65CT / 
CBMP2065CT*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

CBMP1066CT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CBMP1067CT
兒童心理學初探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2:00-4:30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晚)7:00-9:30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9:30-12:00 

沙田 140 A140
沙田婦女會

(瀝源服務中心)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30-12:00 

元朗 169 A169 宣道會洪恩堂洪恩社區中心
; 8月6日至10月15日

(逢五)(下)2:30-5:00 
(10月1日暫停)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68CT

生命教育
CBMP1069CT

中國古典文學賞析
CBMP1070CT

如何美化家居 (進階)

南區 41 A0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

持續及成人進修
社區學院

; 8月3日至10月12日
(逢二)(晚)7:15-9:45 

(9月21日暫停)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10:00-12:30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30-1:00

(以Zoom授課)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2:00-4:30

荃灣 65 A0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00-9:30 
(9月21日暫停)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2:00-4:30

北區 170 A170
蓬瀛仙館祥龍圍
綜合服務中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2:00-4: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73CT / 
CBMP2073CT#

輕鬆學電腦 (進階)

CBMP1074CT
認識食物成份 / 

添加劑

CBMP1076CT
青少年心理學初探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上)10:00-12:30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00-12:30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下)2:00-4:30

＊學員如報讀「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65CT。有關此課程詳細
資料，請查閱www.ouhk.edu.hk/cbmp 網頁。

# 學員如報讀「輕鬆學電腦（進階）」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73CT。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
請查閱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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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79CT
幽默文學賞析

CBMP1081CT
趣談中國歷史

CBMP1084CT /
2084CT*

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A)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上)10:00-12:30 

(9月21日暫停)
〔考試日期：10月8日（五）

（晚）7:00-7:30〕

B054

; (B)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晚)6:30-9:00

(9月22日暫停)
(以Zoom授課)

〔考試日期：10月8日（五）
（晚）7:00-7:30〕

深水埗

111 A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45-12:15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9:30-12:00

〔考試日期：10月8日（五）
（晚）7:00-7:30〕 

荃灣 65 A0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85CT
演講與主持技巧

CBMP1086CT /
 2086CT＃

營養餐單

CBMP1088CT
香港電影欣賞

油尖旺 54 A0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晚)7:00-9:30

(9月21日暫停)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下)2:00-4:30 

荃灣 65 A0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晚)7:00-9:30

＊學員如報讀「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84CT。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
請查閱www.ouhk.edu.hk/cbmp 網頁。

# 學員如報讀「營養餐單」資歷架構第二級課程，請於報名表課程編號處填寫CBMP2086CT。有關此課程詳細資料， 
請查閱www.ouhk.edu.hk/cbm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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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89CT
調解方法與技巧

CBMP1090CT
中醫如何預防亞健康及都市病

灣仔 03 A003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10:00-12:30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晚)7:00-9:30 

沙田 19 A019
沙田婦女會

(馬鞍山服務中心)
;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9:30-12: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95CT
香港生態遊

CBMP1097CT
環球美食探秘

灣仔 03 A003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10:00-12:30

南區 41 A0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

持續及成人進修
社區學院

; 8月5日至10月7日
(逢四)(晚)7:15-9:45

油尖旺 167 A167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堂
;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9:30-12:00

深水埗 128 A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30-12:00

沙田 19 A019
沙田婦女會

(馬鞍山服務中心)
;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30-12:00 

元朗 166 A166
宣道會錦繡堂加恩樓

(加州花園)
;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上)1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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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學期課程 (葵興校園／荔景校園)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02CT
兒童成長與護理 

CBMP1006CT
性與人生

CBMP1010CT
長者健康與護理

CBMP1038CT
網上世界漫遊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上)9:30-12:00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下)1:00-3:30

(9月21日暫停)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上)9:30-12:00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1:00-3:3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39CT
防治家庭暴力

CBMP1061CT
解構金融機構

服務業

CBMP1071CT
認識另類投資

CBMP1075CT
個人電子歷程檔案
(e-portfolio) 製作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19日至9月20日
(逢一)(下)3:30-6:00 

;7月20日至9月21日
(逢二)(上)9:30-12:00 

;7月20日至9月28日
(逢二)(下)3:30-6:00

 (9月21日暫停)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上)9:30-12: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80CT 
幼兒閱讀

CBMP1083CT
親子理財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上)9:30-12:00 

;7月21日至9月29日(逢三)
(上)9:30-12:00
(9月22日暫停) 

普通話授課課程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301CT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普通話)

CBMP1302CT
兒童成長與護理

(普通話)

CBMP1309CT
理財之道
(普通話)

CBMP1322CT
婦女與社會
(普通話）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1:00-3:30 

(9月22日暫停)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3:30-6:00

(9月22日暫停)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1:00-3:30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3:30-6: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331CT
輕鬆學電腦 
(普通話)

CBMP1337CT
子女教育
(普通話)

CBMP1338CT
網上世界漫遊

(普通話)

CBMP1354CT
食物安全及衛生

(普通話)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1:00-3:30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3:30-6:00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1:00-3:30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3:30-6:00

英文授課課程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01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CBMP1002ET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CBMP1009ET
Home Financial 
Management

CBMP1022ET
Women and 

Society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1:00-3:30 

(9月22日暫停)

;7月21日至9月29日
(逢三)(下)3:30-6:00 

(9月22日暫停)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1:00-3:30

;7月22日至9月23日
(逢四)(下)3:30-6:00

地區
機構
編號

;網上報名
機構編號

（如適用）
機構名稱

CBMP1031ET
Computer Literacy 

Made Easy

CBMP1037ET
Children's 
Education

CBMP1038ET
Internet Surfing

CBMP1054ET
Food Safety and 

Food Hygiene

葵青 A A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校園 / 茘景校園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1:00-3:30  

;7月23日至9月24日
(逢五)(下)3:30-6:00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1:00-3:30  

;7月24日至9月25日
(逢六)(下)3: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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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體驗課堂

CBMP1032CT 儀容之道 – 初夏眼妝髮型Tips
本課程會幫助學員了解自己的儀容，找出有待改善的地方，並會從護膚、化妝、美髮、身形塑造、穿衣配搭等方面討
論如何改善儀容。儀容之道包含了外在美和內在美，亦會介紹社交禮儀的基本知識和建立自信心的方法，務求讓學員
內外美兼備，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到大方得體，恰如其分。
日期：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30分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11樓)
講者：楊慧君女士 - Make Up For Ever Academy (香港) 創辦人及校長/
 美容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

CBMP1097CT 環球美食探秘 – 細看各地如何煮飯
本課程從不同範疇及角度介紹世界各地特色美食的特點、介紹運用美食資訊的方法，以便學員往後可輕鬆地開展美食
之旅，品嘗環球美食。亦會從歷史、人文生活面貌、地理環境、漁農生產條件和各地習俗對各地菜系和菜式之影響，
深入淺出地介紹世界各地的美食特色、飲食習慣、用餐禮儀及宜忌等。
日期：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8時至9時30分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11樓)
講者：陳嘉適博士 - 飲食文化研究者/ 前澳門旅遊學院特邀副教授

報名方法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 (按1-0聯絡本院)報名

*視乎疫情發展，免費體驗課堂或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敬請留意本計劃網頁或Facebook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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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報讀「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時，敬請留意下列事項：
 

學費及學員資料處理

1. 學員已繳交之費用，除因本院/ 協辦機構取消課程/ 班別外，概不退還。學員如以個人理由（包括：家事、公幹或其他

 公務、上課時間相撞、課室/ 導師安排未如理想、懷孕等）要求退款，通常不予考慮。已報讀之課程學費及學位亦不可

 轉讓他人。

2. 學員如因個人理由或網上報名選項有錯而要求轉班 / 轉科 / 轉課程 / 轉上課地點，必須於開課兩星期前填寫

 「課程事項申請表」（請自行於本計劃網頁下載）及繳交行政費$100；因健康問題(如做手術/入院等)申請退款，須在

 申請時附上醫生證明書，並於手術後遞交手術完成或相關之證明。不論申請批核成功與否，已繳交之行政費，概不退還。

3. 所有報讀課程呈交的文件/ 資料/ 相片將不獲發還，並會根據本院相關指引予以保密處理。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

4.

惡劣天氣安排、課堂守則及秩序

5. 除收到個別通知外，學員請按所報讀課程的時間表準時上課。惡劣天氣安排、課堂守則及秩序、課室/ 座位編排等，

 將由協辦機構按其專業守則處理，請自行向相關協辦機構查詢。本院 / 協辦機構保留更改課程安排 ( 包括但不限於

 上課日期、時間、地點、任教導師等) 的權利。

6. 學員如有特別學習需要（如視/ 聽力不佳需坐較前座位），請於報名前自行向相關協辦機構查詢是否可作相應安排。

成績評核/ 繳交作業安排

7. 學員須於修讀學期內完成指定作業，評分以100分為滿分，達50分或以上者，可獲4個積分。請按協辦機構/ 導師所

      定之日期繳交作業（通常安排於最後第二節課或之前）。所有作業正本將由協辦機構交回本院作紀錄。

8. 學員符合指定出席率（面授課程：70%；電台廣播課程的輔助學習活動：100%；網上或視像課程的專題及總結講

座：（100%）可多獲 1 分，即共獲 5 個積分。

9. 學員重複修讀同一個課程，本院只會計算該課程第一次合格的積分（４分或以上）；如對成績的評審結果有任何異

 議，可於成績公佈後３０日內，以書面申請覆核，並連同有關證明文件交回本院處理。逾時申請，恕不受理。

課程意見

10.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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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直接聯絡本院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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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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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免發生不必要的爭議，敬希垂注本學員須知，並期盼學員在新學期學習愉快，謝謝。

學員必須提供入學申請表所需的資料，否則學院可能無法處理閣下的申請。 學院會將該等資料保密，但在需要時，學院會

將資料交協助學院處理入學申請的人士、學生組織或機構。 假如成功申請入學，你的個人資料將成為你在學院的學生紀

錄。 在需要時，學院會將資料交予香港公開大學及其他協辦機構，學院及該等機構可使用該紀錄作一切學業及行政用途。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閱學院網頁http://www.ouhk.edu.hk/LiPACE。 學員有權確定學院是否有保存閣下的個人資

料、索取該等資料的副本，以及更改任何不正確的個人資料。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向香港公開大學的保障資料主任

提出書面申請。保障資料主任的電郵地址： dpo@o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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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年 月學期）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合辦機構：婦女事務委員會及新城知訊台

甲部　個人資料　（必須填寫，請按香港身份證所示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姓氏先行）： 性別：男╱女（請圈）

學生編號（如適用）： 香港身份証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電子郵箱：

英文地址：

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 □初中（S.1-S.3） □高中（S.4-S.6） □大專或以上 □專業資格 

職業： □全職主婦 □全職工作 □兼職工作 □其他

#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請參閱「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須知

同意使用個人資料

大學擬使用你的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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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如此使用那
些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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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方格內加上「✔」號，以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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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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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郵至dpo2@ouhk.edu.hk與香港公
開大學保障資料主任聯絡。

乙部　報讀課程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學費（請圈） 選擇作為上課地點的協辦機構名稱* 機構編號*
電台廣播課程
1 $250 /助學金
2 $250 /助學金
面授課程
1 $350 /助學金
2 $350 /助學金
3 $350 /助學金
網上／視像學習課程
1 $300 /助學金

香港公開大學
2 $300 /助學金

*有關協辦機構名稱及編號，請參照本課程簡介最後一頁之「協辦機構一覽表」。 共選 科　合共 元

閣下是否願意使用以下方法進行網上報名？ 1. 信用卡 □ 願意 □ 不願意，請列明原因

 2. 網上繳費靈 □ 願意 □ 不願意，請列明原因

丙部　你從何途徑得知本計劃（可✔多項）

□ 1. 電視宣傳短片 □ 2. 電台宣傳聲帶 □ 3. 宣傳海報/單張 □ 4. 報紙廣告

□ 5. 社會服務中心通訊 □ 6. 親戚/朋友介紹 □ 7. 本計劃網頁 □ 8. 婦女事務委員會網頁

□ 9. 本計劃學員 □ 10.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通訊 □ 11. 商場路演推廣

□ 12. 巴士車身廣告 □ 13. 郵政通函 □ 14. 地鐵廣告 □ 1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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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丁部　申請助學金（只適用於助學金申請人）

申請人請選擇提交以下其中一項有效證明文件：

□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有效證明文件副本。

□ 由民政事務處發出的宣誓紙正本（聲明模式請參考課程簡介）

 □ 第一級資助（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41,568） □ 第二級資助（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介乎$41,569-$80,378）

戊部　聲明

1. 本人聲明本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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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為香港永久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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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清楚報名表「甲部」所載關於「同意使用
個人資料」。

3. 本人同意註冊入學後，當遵守本校實施的所有規章和規例。

簽署  日期

己部　填寫報名表須知

注意事項：

1. 首次報讀之新生請呈交以下所需文件:

 彩色證件相片（1吋x1.5吋）一張，相片背面必須寫上學員姓名、完整身份證編號，以便印製學生證之用。

 （未持有效學生證之舊生，亦請一併呈交。）

 身份證副本一張。

2. 報名方法：

2.1 繳交學費

電台廣播課程及面授課程

－ 前往7-11便利店使用二維碼（見頁底）以現金繳費；或前往「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在櫃位以現金存入足額學費予「香
港公開大學」戶口（帳號012-811-0-000007-9）。請在「繳費收據」（只接受中文版）或「入數紙」正面填上姓名、身份證號碼、
報讀科目名稱及編號。

－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繳費收據」或「入數紙」正本親身交回所選擇的協辦機構。每張報名表只適用於報讀同一協辦機構的課程。
每張「繳費收據」或「入數紙」只可用作報讀一個課程；如需報讀超過一個課程，請分別繳費。

－ 請保持「繳費收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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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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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份課程設網上報名，請於本計劃網站www.ouhk.edu.hk/CBMP進行網上報名，並以信用卡或網上繳費靈繳交學費。

網上學習課程

－ 請於本計劃網站www.ouhk.edu.hk/CBMP進行網上報名，並以信用卡或網上繳費靈繳交學費。

2.2 申請助學金

電台廣播課程及面授課程

－ 遞交報名表及證明文件（請參照丁部）予協辦機構。如申請不獲批准，申請者可全數補交學費。

網上學習課程

－ 以掛號形式郵寄或遞交報名表及證明文件（請參照丁部）予本院葵興或荔景校園。如申請不獲批准，申請者可全數補交學費。

3. 如報名人數不足，本院有權取消課程之開班。本院將另行通知受影響的學員，學員可申請退款或轉科。

4. 如學員因錯誤繳費或其他私人理由申請轉科目或退款，必須在開課兩星期前填妥課程事項申請表，連同行政費（每科港幣$100）交予
本院。無論申請成功與否，該費用概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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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頁（共2頁）

面授課程（350元） 電台課程（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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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2021年7月上課地點一覽表（資料截止2021年3月23日月為止）
此名單只供參考，如有更改，請聯絡協辦機構，恕不另行通知。

地區
機構 
編號

機構名稱 查詢電話 上課地址

灣仔 03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2833 6131 灣仔駱克道435號地下

東區 05 香港家庭福利會北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2832 9700 北角英皇道668號健康邨第2期地下高層

中西區 94 樂群社會服務處黃光漢社區服務中心 2855 1611 堅尼地城石山街12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13樓B室

南區
41 香港仔坊會教育服務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2518 0978 香港仔大道180號B 4樓

174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服務中心 2551 3683 田灣石排灣道49號

油尖旺

54 青年會專業書院 (油麻地) 2783 3500 窩打老道23號 (油麻地港鐵站A2出口)

147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太子) 2787 9967
報名地點: 彌敦道771-775號栢宜中心5樓 (太子港鐵站E出口)
上課地點: 旺角上海街446-448號富達商業大廈1字樓
(油麻地港鐵站A出口)

156 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 2381 7857 大角咀洋松街44號i-home一樓

167 香港基督教新生會堂 2392 1517
報名地點: 大角咀洋松街88號科興中心 302A室 
上課地點: 大角咀惠安街21至23號地下

深水埗

111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長沙灣) 2360 0055
長沙灣幸福街1號1樓教育及家庭支援服務中心
(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128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2777 0533 石硤尾窩仔街80號 (石硤尾港鐵站A出口)

162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職業訓練中心 2370 3387
長沙灣長沙灣道681號貿易廣場地下5-7號舖及7樓708-9室
(長沙灣港鐵站B出口)

九龍城
153 竹園區神召會榮恩堂 2351 9636 土瓜灣譚公道115號運通大廈1樓A室

163 九龍城基督徒會 基石進修中心 2382 1202 九龍城龍崗道40號

葵青 A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2915 2380 

(按1)

葵興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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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茘景校園 ：葵涌茘景山路201-203號
(荔景港鐵站A1出口對面）

荃灣 65 街坊工友服務處 2413 8787
報名及上課地點: 荃灣青山公路135-143號遠東中心5樓 (近千色滙) 
電腦班上課地點: 荃灣西樓角道218號豪輝商業中心第二期1樓
104-105室 

沙田

19 沙田婦女會 (馬鞍山服務中心) 2631 5188 馬鞍山耀安邨耀和樓203-206室

140 沙田婦女會 (瀝源服務中心) 2605 3733 沙田瀝源邨瀝源商場地下38A

179 香港教育協會 2116 0556 大圍顯田村97號地下

元朗
166 宣道會錦繡堂加恩樓 (加州花園) 2482 0773 

元朗和生圍加州花園商場1/F 101至120店舖 
(宣道會錦繡堂加恩樓暨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169 宣道會洪恩堂洪恩社區中心 2617 5881 元朗洪水橋德慶樓地下至3樓

北區 170 蓬瀛仙館祥龍圍綜合服務中心 2929 0222 上水清曉路21號祥龍圍邨服務設施大樓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