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健學院報名須知

1. 我承諾每次上課時都會簽到。我也明白課堂出席率達75%，方能獲得該課程之學分。

2. 我清楚學院有權要求我出席課堂時，出示收據及有效學生證，以確認我的身份。

3. 我承諾會準時出席課堂。我明白如果我遲到、早退或在課堂中途離開的時間達

  30 分鐘或以上，則會當我缺席整節課堂。

4. 如果我未能出席課堂，我會提早向學院職員請假。

5. 我會記錄已報讀課程之時間及地點，並依時出席。

6.6. 進入學院參加任何課堂或活動時，我會保持衣履整潔及端莊。我也明白學院有權

  拒絕穿汗衫或/及拖鞋者進入。

7. 我會保持地方清潔及注重個人衛生。如我患上傳染病，我會避免到訪學院或參加

  課程，以減低傳染病擴散的風險。

8. 我清楚知道在學院範圍內嚴禁進行下列行為：吸煙、賭博、飲酒、打架、淫褻、

  猥瑣、粗言穢語、及任何滋擾或影響他人安全的行為。如遇其他學生/到訪者有

  糾紛、衝突或違規行為，我會立即通知學院職員。我也明白如涉及任何懷疑違法

   行為，學院有權報警處理。

9. 我承諾會愛護公物，並不會擅自取用學院物品及設施。

10. 除指定課程外，我不會攜帶動物（導盲犬除外）到訪/參加課程。

11. 我明白自己有責任小心保管個人物件，如有損失，學院概不負責。

12. 我明白學院不鼓勵導師與學生之間交換個人資料，或有任何金錢或利益的關係。

  我亦會避免與其他學生/到訪者涉及金錢借貸或交易行為。

13. 我清楚知道學院課程的收據及筆記，只會在課程結束後保留兩星期。我明白學院

   不會補發收據及筆記予逾期索取及從未出席課程的學生。

14. 我清楚未經學院職員或/及在場人士同意，不可於學院範圍內或上課期間拍攝或

  進行錄影等活動。

15. 我清楚如果我的個人資料有所更新，我須以書面通知學院，以作記錄。

16. 我承諾會遵守本「學生約章」。我明白如有違反約章，

  經導師及/或職員勸告無效，學院有權要求我立刻離開

  學院，並保留終止我學生資格的權利。

17.17. 我明白學院對於取錄學生，及課程之安排與

  執行，均保留最終決定權。

誰可以成為思健學院的學生呢？
 ◎ 學院歡迎任何年滿15歲、不論任何學歷、關注精神健康
  及有志持續學習的朋友，申請註冊成 為學生。
我可以怎樣申請入學呢？
？◎ 您可以親臨開辦該課程的學院辦事處、郵寄或網上遞交入學申請表。如有需要，學院或需要 
  核對學生的身份，職員或會聯絡你以便核實。
？？◎ 由學院職員協助註冊成為學生後，您將獲發學生證乙張，請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或損毀，需 
  補領新學生證，並需繳付行政費用港幣二十元正。而請留意學生證不得轉讓給他人使用！
我可以怎樣報讀課程呢？
？◎ 如想報讀課程，您可以親臨開辦該課程的學院辦事處、郵寄報名或於網上遞交課程報名表 。
  學院暫時不接受電話或他人代為報名。
？◎ 當您到學院報名時，請出示所屬學院的有效學生證，填妥「課程報名表」，並以現金或支票 
  繳交學費。如未能出示有效學生證，學院可能無法為您辦理報讀課程申請了。
？？◎ 您亦可於思健學院的網頁上遞交課程報名表，並親臨開辦該課程的學院辦事處或郵寄支票  
  繳費，以完成整個報名程序。繳費前，請先致電學院辦事處了解是否尚有名額。課程名額  
  以收到款項的時間作準。
？◎ 如果您未能親臨學院辦事處報名，您可將填妥的「課程報名表」，連同抬頭寫上「香港心  
  理衞生會」之劃線支票（恕不接受期票、匯票及郵寄現金），一併寄回學院辦事處。
？◎ 請記得在支票背面寫上您的姓名、學生編號、聯絡電話、報讀的課程名稱及編號。
郵寄/寄票小提示：
？？◎ 郵寄報名會以郵戳為準，由於郵遞需時，所以記得盡早辦理郵寄手續！若因滿額或郵遞錯誤 
  ，我們就不能處理您的報名了。
？◎ 如課程經已滿額，您須自行到學院取回您的支票。
？◎ 請記得遞交完整的資料，如果資料不齊全或錯誤、付款不足或不符合入學資格，學院就無法 
  處理您的報名，也需要退回原件或支票了。
？◎ 請留意，每張支票只限繳付「一個課程」及「一名學生的費用」，如支票金額多於或少於一 
  個課程或一名學生的費用的收費，學院就無法處理您該項報名申請了。
學院會如何處理報名呢？學院會如何處理報名呢？
？◎ 我們採用「先到先得」方式處理報讀申請，惟部份課程可能須經導師面試、甄選或推薦。
？◎ 所有透過「郵寄支票」的報名申請，將於收件當天學院開放時間完結後，根據送達學院先後 
  次序進行處理。
？◎ 記得報讀申請一經接納，就不能取消、轉班、更改課程或退款；學生之間亦不得將學位轉讓 
  、對調或替代其他學生出席課程。所以報讀課程前，記得要看清楚課程的詳情！
？◎ 課程開課前兩個工作天，課程就會截止報名，如您對課程有興趣就及早報讀了！
如果我報讀的課程有改動，學院會怎樣安排呢？如果我報讀的課程有改動，學院會怎樣安排呢？
？◎ 如報名人數不足或在特別情況下，學院有權取消課程。我們將於原定開課日期前一星期內通 
  知您，並安排退還已繳交的學費。
？◎ 如要退款，您須與職員相約時間，並於您報名的辦事處辦退款手續。退款時記得帶回收據。 
  除因報名人數不足、課程取消、延期或滿額外，學院恕不能安排退還學生所繳交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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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健學院的每個課程都設有學分，學院按修讀學分的數目
設有三種文憑證書。

學生若完成所修選之課程，且出席率達75%或以上 (朋輩
導師和朋輩支援工作員課程出席率須達85%或以上及完成
實習要求)，便可獲得該課程的學分，累積足夠學分，
可於畢業典禮中獲頒有關文憑證書。

歡迎你加入思健學院！你將會踏上一段豐盛的復元學習
旅程。我們會為你提供多元化的復元和身心靈課程，

你更可以從中認識到不同的復元伙伴和同路人。

你的學習旅程 思健學院 學分制度

畢業禮及學分統計

學院鼓勵同學積極學習，也鼓勵
畢業同學參與學院，成為朋輩
導師，分享親歷經驗，推廣
精神健康和復元的智慧。

第一屆畢業禮 已於2018年底進行，學分統計已計算學生
在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修畢之課程，歷時一年半。
 
第二屆畢業禮 將於2020年底進行，學分統計將累計學生
在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修畢之課程，歷時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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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我們的課程小冊子，亦可瀏覽思健
學院網頁http://mindsetcollege.org.hk/。

報名的程序如何?

可以，但每個課程或有習作，如同時報讀
多個課程，學員需注意時間分配。

能否同一時間報讀幾個課程？

不需要，學生會籍為永久學籍。

是否需要每年續證?

本學院重視學生的需要，建議學生定期與本學
院的朋輩支援工作員鳳儀聯絡，以建立及檢視
學習計劃，達到全人發展及鞏固精神健康。

我的學歷較低，是否仍可以報讀?

學院將於每季以郵寄形式向公眾發放香港心理衞生會思
健學院課程小冊子及於香港心理衞生會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通訊內介紹不同的課程。詳情亦可瀏覽思健學院
網頁http://mindsetcollege.org.hk/ 。

我可如何查詢課程時間表?

學院的課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人數上限將因應
課程的性質而有所不同。個別課程按需要而設面試。

課程人數有上限嗎? 學院會篩選學生嗎?

除了一些課程有特別的要求(例如需完成核心
課程才可修讀進階課程)，你可因應自己的
興趣及需要去選擇不同的課程。

我應如何得知哪些課程合適自己?

當然可以。我們歡迎不同背景的學生報讀。我們的
課程內容及模式會因應大家不同的需要而作出調整。

學院會否關注學生的學習需要?

香港心理衞生會   思健學院

入學申請表



請參考我們的課程小冊子，亦可瀏覽思健
學院網頁http://mindsetcollege.org.hk/。

報名的程序如何?

可以，但每個課程或有習作，如同時報讀
多個課程，學員需注意時間分配。

能否同一時間報讀幾個課程？

不需要，學生會籍為永久學籍。

是否需要每年續證?

本學院重視學生的需要，建議學生定期與本學
院的朋輩支援工作員鳳儀聯絡，以建立及檢視
學習計劃，達到全人發展及鞏固精神健康。

我的學歷較低，是否仍可以報讀?

學院將於每季以郵寄形式向公眾發放香港心理衞生會思
健學院課程小冊子及於香港心理衞生會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通訊內介紹不同的課程。詳情亦可瀏覽思健學院
網頁http://mindsetcollege.org.hk/ 。

我可如何查詢課程時間表?

學院的課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人數上限將因應
課程的性質而有所不同。個別課程按需要而設面試。

課程人數有上限嗎? 學院會篩選學生嗎?

除了一些課程有特別的要求(例如需完成核心
課程才可修讀進階課程)，你可因應自己的
興趣及需要去選擇不同的課程。

我應如何得知哪些課程合適自己?

當然可以。我們歡迎不同背景的學生報讀。我們的
課程內容及模式會因應大家不同的需要而作出調整。

學院會否關注學生的學習需要?

香港心理衞生會   思健學院

入學申請表



香港心理衞生會  思健學院
課程報名表

備註：
(1) 本學院將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並按
  天氣情況而決定相關課程的安排。
(2) 除上述情況之外，如遇天氣惡劣或豪雨，
  如無特別通知，課堂仍會繼續進行。
(3) 當颱風訊號發生時，室內課程則 按個別
   情況及性質，由學院職員及導師協商，
  決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而學院職員
  亦會個別以電話 通知，學生亦可致電分校查詢。
(4)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分校向職員查詢。

思健學院在雷暴警告/熱帶氣旋／暴雨期間的安排如下：

特殊天氣情況下的課程安排
學員資料

學生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報讀課程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費用

1   

22   

3   

4   

5   

                                   合共： 

* 我已閱讀附上的報名須知並同意相關安排。
* 於課程/活動中，思健學院的工作人員或會拍攝照片以作 
  內部紀錄或活動宣傳 (於課程 通訊或網頁上刊登)之用， 
 我       同意  /       不同意 相關安排。
 

學生簽名：              日期：
 

職員簽名：              日期：
 

職員備註：職員備註：

     備註：請小心保留收據，以用作上課的出席證明或辦理手續之用。

* 如對學院課程舉行的情況有任何疑問，請於課程開始前
 2小時內致電本學院辦事處查詢。

照常舉行        取消或延期

照常舉行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香港心理衞生會  思健學院
課程報名表

備註：
(1) 本學院將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並按
  天氣情況而決定相關課程的安排。
(2) 除上述情況之外，如遇天氣惡劣或豪雨，
  如無特別通知，課堂仍會繼續進行。
(3) 當颱風訊號發生時，室內課程則 按個別
   情況及性質，由學院職員及導師協商，
  決定活動是否如常舉行，而學院職員
  亦會個別以電話 通知，學生亦可致電分校查詢。
(4)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分校向職員查詢。

思健學院在雷暴警告/熱帶氣旋／暴雨期間的安排如下：

特殊天氣情況下的課程安排
學員資料

學生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報讀課程
#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費用

1   

22   

3   

4   

5   

                                   合共： 

* 我已閱讀附上的報名須知並同意相關安排。
* 於課程/活動中，思健學院的工作人員或會拍攝照片以作 
  內部紀錄或活動宣傳 (於課程 通訊或網頁上刊登)之用， 
 我       同意  /       不同意 相關安排。
 

學生簽名：              日期：
 

職員簽名：              日期：
 

職員備註：職員備註：

     備註：請小心保留收據，以用作上課的出席證明或辦理手續之用。

* 如對學院課程舉行的情況有任何疑問，請於課程開始前
 2小時內致電本學院辦事處查詢。

照常舉行        取消或延期

照常舉行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取消或延期



職涯規劃
桌遊咭牌生涯規劃工作坊      P.24
課程編號：MC/2021/002    

節數: 4      名額: 12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4、11日、7月2及9日(星期四)
晚上7:00 至 9:0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一呼一吸」靜觀體驗       P.21
課程編號：MC/2021/004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8月12、19、26日及9月2日(星期三)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舒壓隸書班          P.23
課程編號：MC/2021/014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8月15及22日(星期六)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職涯規劃
踏出第一步(II)         P.25
課程編號：MC/2021/015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9月12及19日(星期六)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家屬及照顧者支援
「家」深認識(II)        P.28
課程編號：MC/2021/019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5、12、19及26日(星期五)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畫出好心情(V)         P.20
課程編號：MC/2021/005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8月5、12、19及26日(星期三)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靜觀「舒」法(III)        P.22
課程編號：MC/2021/012

節數: 4      名額: 12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9月4、11、18及25日(星期五)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啡凡生活(III)          P.18
課程編號：MC/2021/017

節數: 4      名額: 20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9月4、11、18及25日(星期五)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梳導情緒(III)          P.19
課程編號：MC/2021/018

節數: 10    名額: 16
收費: $100   學分: 20

2020年8月28日、9月1、4、8、11、15、
18、22、25及29日(星期二及五)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建立生活
<演活真我>音樂劇        P.16
課程編號：MC/2021/016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8月12及19日(星期三)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自我倡導
桌遊樂與怒          P.15
課程編號：MC/2021/013

節數: 4      名額: 20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9、16、23及30日 (星期二)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中)-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泰坊

自我倡導
細說夢境          P.13
課程編號：MC/2021/008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3、10、17及24日(星期三)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大埔-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悅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創意園藝          P.17
課程編號：MC/2021/003

節數: 6      名額: 15
收費: $60   學分: 12

2020年8月5、12、19、26、9月2、9日(星期三)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大埔-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悅坊

復元
心靈拼貼          P.12
課程編號：MC/2021/011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50   學分: 10

2020年6月5、12、19及26日(星期五)
下午2:30 至 5: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朋輩發展
《邁步復元路》
單元一《復元ABC…D》      P.26
課程編號：MC/2021/006

節數: 8      名額: 10
收費: $90   學分: 18

2020年6月9、12、16、19、23及26日
(星期二及五)
下午2:30 至 5:30
實習日期：2020年7-8月 (最少4小時)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朋輩發展
朋輩導師培訓課程        P.27
課程編號：MC/2021/009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6、13、20及27日(星期六)
下午2:00 至 4:0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復元
「屋、樹、人」
瞭解自己的內心世界          P.11
課程編號：MC/2021/007

節數: 3      名額: 15
收費: $30   學分: 6

2020年5月28日、6月4及18日(星期四)
晚上7:00 至 9:00
東九龍(觀塘中)-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泰坊

2020年6月 課程

課程一覽表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7月9、16、23及30日(星期四)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自我倡導
和諧粉彩(II)          P.14
課程編號：MC/2021/010

2020年7月 課程

2020年5月 課程
2020年8月 課程

2020年9月 課程



職涯規劃
桌遊咭牌生涯規劃工作坊      P.24
課程編號：MC/2021/002    

節數: 4      名額: 12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4、11日、7月2及9日(星期四)
晚上7:00 至 9:0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一呼一吸」靜觀體驗       P.21
課程編號：MC/2021/004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8月12、19、26日及9月2日(星期三)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舒壓隸書班          P.23
課程編號：MC/2021/014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8月15及22日(星期六)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職涯規劃
踏出第一步(II)         P.25
課程編號：MC/2021/015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9月12及19日(星期六)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家屬及照顧者支援
「家」深認識(II)        P.28
課程編號：MC/2021/019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5、12、19及26日(星期五)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畫出好心情(V)         P.20
課程編號：MC/2021/005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8月5、12、19及26日(星期三)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靜觀「舒」法(III)        P.22
課程編號：MC/2021/012

節數: 4      名額: 12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9月4、11、18及25日(星期五)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啡凡生活(III)          P.18
課程編號：MC/2021/017

節數: 4      名額: 20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9月4、11、18及25日(星期五)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梳導情緒(III)          P.19
課程編號：MC/2021/018

節數: 10    名額: 16
收費: $100   學分: 20

2020年8月28日、9月1、4、8、11、15、
18、22、25及29日(星期二及五)
上午10:30 至 中午12: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建立生活
<演活真我>音樂劇        P.16
課程編號：MC/2021/016

節數: 2      名額: 15
收費: $20   學分: 4

2020年8月12及19日(星期三)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自我倡導
桌遊樂與怒          P.15
課程編號：MC/2021/013

節數: 4      名額: 20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9、16、23及30日 (星期二)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中)-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泰坊

自我倡導
細說夢境          P.13
課程編號：MC/2021/008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3、10、17及24日(星期三)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大埔-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悅坊

保持身心康泰的生活
創意園藝          P.17
課程編號：MC/2021/003

節數: 6      名額: 15
收費: $60   學分: 12

2020年8月5、12、19、26、9月2、9日(星期三)
上午10:00 至 中午12:00
大埔-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悅坊

復元
心靈拼貼          P.12
課程編號：MC/2021/011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50   學分: 10

2020年6月5、12、19及26日(星期五)
下午2:30 至 5:00
東九龍(觀塘南)-香港心理衞生會賽馬會恆健坊

朋輩發展
《邁步復元路》
單元一《復元ABC…D》      P.26
課程編號：MC/2021/006

節數: 8      名額: 10
收費: $90   學分: 18

2020年6月9、12、16、19、23及26日
(星期二及五)
下午2:30 至 5:30
實習日期：2020年7-8月 (最少4小時)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朋輩發展
朋輩導師培訓課程        P.27
課程編號：MC/2021/009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6月6、13、20及27日(星期六)
下午2:00 至 4:0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復元
「屋、樹、人」
瞭解自己的內心世界          P.11
課程編號：MC/2021/007

節數: 3      名額: 15
收費: $30   學分: 6

2020年5月28日、6月4及18日(星期四)
晚上7:00 至 9:00
東九龍(觀塘中)-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泰坊

2020年6月 課程

課程一覽表
節數: 4      名額: 15
收費: $40   學分: 8

2020年7月9、16、23及30日(星期四)
下午2:30 至 4:30
東九龍(觀塘北)-香港心理衞生會恆樂坊

自我倡導
和諧粉彩(II)          P.14
課程編號：MC/2021/010

2020年7月 課程

2020年5月 課程
2020年8月 課程

2020年9月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