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學課程列表 (最新更新 30.06.2022) 

 

主題︰自我管理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應變管理 101 

一生都會經歷幾段不同的內在及外在轉變，有時候是出

於自己的主動，有時候是出於無奈的被動。外在的轉

變，往往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而內在心境的轉變，只

要稍加注意，通常有蛛絲馬跡可尋。 面對這些轉變時，

我們不免因未來的不確定而感到憂慮。我們如何改變管

理正面和負面的情緒反應、修正自己的行為及以積極正

面的態度。 

3小時 
課程

連結 

日常飲食攻略︰食出

健康好心情 

不良飲食習慣不僅會誘發諸多慢性疾病，甚至會給人們

帶來不少的情緒與精神問題；而正確的均衡飲食有助於

個人精神健康，包括改善你的心情、為你帶來更多活力

以及令你思路更清晰。 

飲食是持久之戰，過度抑制飲食反而弄巧成拙，我們如

何透過輕鬆、愉快的手法去實踐？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中醫與精神健康 

情緒病有焦慮症、驚恐症、抑鬱症等，中醫學中無類似

學名，卻提及肝臟的疏洩功能容易受到「七情」影響。

哪種情緒最「傷肝」？ 本課程的中醫師會談到中醫理論

入門、如何看待精神健康、食療及穴位按摩，以至現代

中醫治療情緒病的大方向。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壓力管理 101 

當我們在生活遇上一些轉變、困難或挑戰時，便會感到

受壓。縱使我們未必能完全掌握人生的際遇，只要我們

能夠好好學習一些放鬆自己的方法，以正面的思想和態

度去面對人生上的種種困難和轉變，壓力的感覺自然會

減少。 

1.5小時內 
課程

連結 

建立個人運動大計 
課程旨在為參加者建立個人運動大計，包括重拾運動習

慣、介紹慢運動及建議立有效的運動計劃。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 

「情緒」，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反應，無論是驚慌、恐懼

或憤怒，都是保護自己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透過生活

觀察和人際互動，讓我們覺察每種感受的功用，好好管

理情緒。要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先要明白： (1）

人總會經歷正、負面情緒；(2）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和

3小時內 
課程

連結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ange-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ange-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utrition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utrition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inese-medic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inese-medic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stress-manag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stress-manag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xercise-plan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xercise-plan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motion-manag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motion-manage


改變情緒；(3）良好情緒管理方法和正面的情緒是可以

學習的。 

睡眠改善工作坊 - 安

心當下 善待失眠 

工作坊旨在改善參加者的睡眠質素，並提供建議予參加

者如何睡得好。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非暴力溝通 x正念 初

體驗 （上集） 

「非暴力溝通」就是去除溝通裡會造成傷害的成份，同

時達到有效的溝通目的，讓雙方的真實心意相通。如何

做到呢？就要實踐以下的四個溝通模式︰觀察、感受、

需要、請求… 

2小時 
課程

連結 

非暴力溝通 x正念 初

體驗 （下集） 

此課程結合了正念和非暴力溝通的精華撮要，以課堂講

解、親身練習及反思，介紹非暴力溝通的核心理念和實

踐方式，讓學員深化聆聽和表達的意識和能力，嘗試深

入看見彼此情緒和需要，轉化憤怒和焦慮等負面情緒和

引發爭吵的思維方式，在生活中實踐愛。 

2小時 
課程

連結 

反轉你的壞習慣 

養成良好習慣，有助維持良好的精神健康，實現長遠的

目標。 課程通過導師講解、示範和指導練習，從心理學

角度剖釋如何建立習慣，讓學員嘗試逐步養成自己理想

的習慣，成為更好的自己。 

3小時內 
課程

連結 

身心健康行動計劃 

WRAP®網上體驗版 

身心健康行動計劃Wellness Recovery Action Plan 

(WRAP® )是一套簡易的方法去管理情緒，保持及改善身

心狀況。它是由美國精神健康運動倡導者 Dr. Mary Ellen 

Copeland所發展的一套維持身心健康的系統化工具。這

個計劃透過替自己在情緒轉壞前預先計劃和準備，以保

持身心健康生活。WRAP®適合所有希望積極改善自己

的情緒，或希望更能享受生活的人。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自助心靈貼士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治癒疫下創傷︰ 

重拾自我 

我們經歷了很多強烈的情緒，身心靈也承受著不同程度

的傷痛，社交距離措施下可能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能

變得疏遠，再加上疫情了了無期所帶來的焦慮和恐慌，

讓我們對未來失去焦點和希望。 課程幫助我們了解創傷

以及如何正確面對創傷。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一起Wellcation吧 

無論外面環境有幾壞，我們都需要內在的自己可以平穩

和強壯起來，才有力量去面對未知的前路。Wellcation

的出現就是讓我們手牽自己，走進內心的一趟特別旅

程。 

1.5小時內 
課程

連結 

靜觀與藝術「自」療 

藝術治療是透過藝術參與及創作達至身、心、靈治療效

果。藝術治療是一種心理治療方式，提供了非語言的表

達及溝通機會，並為參與者提供安全的空間與媒介抒發

情緒及想法。 

6小時內 
課程

連結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sleeping-well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sleeping-well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vc-part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vc-part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vc-part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nvc-part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good-habits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good-habits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wrap-onlin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wrap-onlin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trauma-covid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trauma-covid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wellcation-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wellcation-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art-therapy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art-therapy


淺談抗逆力 

其實抗逆力是人類天生及後天培養而成的一種潛能，能

使人於危機後仍順利地反彈復原的能力。擁有抗逆力的

人能轉化逆境令生命更強，即使面對困難、失敗和挫折

都能正面積極地回應和面對。 既然我們可以後天的培養

抗逆力，到底如何確切提升自己的抗逆力？本課程將提

及抗逆力的理論及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理解傷感入門課 

（上集） 

成長、生活中難免會遇到挫折、氣餒、痛楚。課程利用

新的角度、新的鏡頭去理解發生在人們身上的大大小小

的主觀傷感事件或經歷，而「理解」代表看到並接納因

傷感而產生的情緒、感受和行為模式。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理解傷感入門課  

（下集） 

成長、生活中難免會遇到挫折、氣餒、痛楚。課程利用

新的角度、新的鏡頭去理解發生在人們身上的大大小小

的主觀傷感事件或經歷，而「理解」代表看到並接納因

傷感而產生的情緒、感受和行為模式。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生命自覺 · 初探 

（上集） 

生命自覺（Focusing）引領人在面對一個問題或情況

時，覺察身體所出現的感受——「意感」（felt 

sense），通過這種與內在身體意識相聯繫的過程，往往

能助人突破原來的困局，釋放壓力和創傷，開啟人生新

的一頁。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生命自覺·初探 

（下集） 

課程介紹生命自覺，並通過導師講解、示範和親身體

驗，讓參加者淺嘗生命自覺技巧。完成後，知道如何可

以跟自己做好朋友，幫助自己穩定情緒、紓緩壓力、提

升自信。如果經常練習，也能慢慢開始留意到身體發出

的訊號，更加能瞭解自己，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需要，

幫助我們活得更健康愉快。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重新出發︰一切從自

己開始 

受全球新冠疫情影響，許多人的日常社交和生活規律都

被嚴重打亂。各人都承受不同程度的壓力，甚或危害到

身心健康。隨著疫情逐漸緩和，社交距離措施有望逐步

放寬，人們都開始討論措施放寬後的生活狀態。有些人

希望可以出國旅行，亦有些人希望工作可以重回正軌。 

可是，疫情過去後，一切真的會回復正常？還是又要適

應另一個「新常態」呢？面對疫情後期帶來的變化和挑

戰，我們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身心狀態來應對呢？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支援者專區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長者快樂心理學 

研究顯示，香港約有十分一的長者出現情緒問題。長者

面對生活壓力、機能轉變、社交活動減少情況，容易影

響精神健康，增加患上抑鬱症或更嚴重疾病的機會。 其

實人生在不同階段，都有屬於自己要完成的「成長工

序」。作為長者，也有其需要完成的任務，要成為快樂

老人，其實不難！ 

3小時內 
課程

連結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resilience-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resilience-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ve-with-pain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ve-with-pain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ve-with-pain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ve-with-pain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focusing-part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focusing-part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focusing-part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focusing-part2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restart-yourself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restart-yourself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lder-psychology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elder-psychology


照顧者的自我照顧︰

留一天與自己喘息 

照顧者在提供照顧的同時，亦應好好照顧自己，精神負

擔不輕。特別是最近受疫情影響，照顧者長期承受壓

力，衍生出自身的情緒問題，值得社會關注和給予更多

支援。 課程以「讓照顧者留一天與自己喘息」為主題，

提供建議讓照顧者能好好休息，自我關懷一下。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照顧者並不孤單 

照顧者其中一個壓力來源很多時侯是「找不到幫手」，

找不到幫忙照顧長者的幫手，更找不到幫助自己抒援壓

力的幫手！ 其實在不同階段，社區有不同的資源能夠幫

助長者及照顧者，只要了解到社區資源的角色，壓力也

許能夠得到舒援。課程旨讓你了解照顧者的角色、照顧

者歷程及一些須知，以及提供整全的社區資源講解（護

老者）。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輔導學入門 

約見輔導員就等於遇到很大的精神危機？可否想過，我

們可以透過輔導認識自己，改進自己，多看一點自己不

認識自己的地方，讓自己成長，也讓身邊的人成長。課

程讓你初步認識輔導基礎，並應用技巧助人自助。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生死教育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當死亡發生時，家人都會在心

理、身體、精神及社交上受到影響。然而，我們甚少談

論死亡，亦從不為死亡而作預備。不論是面對自己的死

亡，又或摯愛的離世時，往往會帶來不曾想像的壓力和

痛苦。 我們期望大眾更有能力面對死亡。死亡變得不再

令人害怕，反而成為生命完滿的句號，讓我們能更正面

和感恩地面對生命的每一天。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家長教師專區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靜觀教養爸媽入門班 

在持續兩年多的疫情下，不同階層的市民都面對不同的

壓力，無論是要兼顧工作的雙職父母或全職家長，面對

工作和照顧在家學習的子女更是壓力不少。 本課程將與

各位家長分享如何在疫情壓力下和照顧子女取得身心平

衡，並透過學習一些減壓方法和靜觀親職概念，提昇家

長們的身心健康。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父母也能快樂–在管教

中應用「選擇理論」 

透過課程參加者能初步掌握「選擇理論」並願意嘗試應

用在生活中；實體課程將以短講、討論、體驗式活動進

行。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中學生成長守護者培

訓課（上） 

課程旨讓家長、社工、教師及所有青年工作者認識中學

生的精神健康、心理、社交及成長需要、如何協助中學

生的培養精神健康及早識別精神困擾及作出初期支援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arer-pressur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arer-pressure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arer-capital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arer-capital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ounselling-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ounselling-101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fe-and-death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life-and-death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mindfulparenting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mindfulparenting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oice-theory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lks-choice-theory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youth-carer
https://www.mhlearninghub.hk/course/self-learning-course/detail/youth-carer


中學生成長守護者培

訓課（下） 

課程旨讓家長、社工、教師及所有青年工作者認識中學

生的精神健康、心理、社交及成長需要、如何協助中學

生的培養精神健康及早識別精神困擾及作出初期支援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中學生成長守護者培

訓課（抗逆力育成

篇） 

香港的中學生在成長的階段，除了要面對自我的生理和

心理的改變外，還要在家庭、學校、社會和朋輩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這都為他們帶來一連串的壓力。作為身邊

的支援者，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透過培養抗逆力，面對成

長挑戰呢？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精神健康疾病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從電影看精神健康 - 

一念無明 

課程以多個角度剖釋電影《一念無明》中與精神健康相

關的資訊，包括常見的迷思、電影與現實的差別等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認知障礙症及物質誤

用講解入門 

此課程助你認識認知障礙症及由物質誤用引起的精神病

的症狀、成因、評估及治療。（此課程設有聲音導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焦慮症講解入門 
此課程認識焦慮症的症狀、成因、評估及治療。（此課

程設有聲音導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精神狀態檢查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SE) 

透過這個課程，同事將可以學習到如何進行簡單的精神

狀態檢查。(此課程設有聲音導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

症講解入門 

此課程助你認識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的症狀、成因、

評估及治療。（此課程設有聲音導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抑鬱症和躁鬱症講解

入門 

此課程助你認識抑鬱症和躁鬱症的症狀、成因、評估及

治療。（此課程設有聲音導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精神科診斷系統

DSMV & ICD-10 

介紹《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及《國際通用的國際

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之統計分類》 (此課程設有聲音導

航)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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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精神健康工作間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精神健康工作間入門 

根據世衛指出，提升職場心理健康有助促進具有正向關

懷的企業形象、提高員工士氣及增加生產力等；對於員

工而言，亦會增加工作投入度、減少壓力及提升工作自

尊、改善健康。此課程協助您的公司或機構推動建立精

神健康友善的工作環境。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正向情緒（職場篇） 

沒有良好的情緒，不論你有多大的能力，你也不能做好

事情。此課程協助您建立正向情緒，從容面對日後的挑

戰。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精神科藥物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精神科藥物基礎入門 

「精神科藥物要食一世？」 「精神科藥物產生好多副作

用？」 「精神科藥物是否能控制我們的頭腦？」 有關

精神科藥物的疑問很常見， 課程為你逐一拆解精神藥物

的迷思。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復元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精神健康條例入門 

主要講解香港精神健康條例ＣＡＰ１３６內與「入

院」、「離院」的各種安排，並以實例配合法例條文講

解何謂「自願留醫申請書」、 「強制入院觀察」、

「 延長觀察」、「已被證實病人」、「有條件出院」等

等。 

2小時內 
課程

連結 

【好書導讀】我和抑

鬱談過戀愛 

此課程為書本「與抑鬱症談戀愛」的導讀。 現為平面設

計師兼家庭主婦的 Lucia，將她這些年來面對抑鬱症的艱

辛歷程，以繪本形式記錄下來：與抑鬱症長達 8年的

「愛情長跑」──從突如其來的邂逅到愛恨纏綿，從漫長

的治療過程到起伏不定的心情， 她以生動有趣的圖文告

訴你：Mr. Depression並不可怕，只要有勇氣跟它講分

手！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主題︰成癮   

自學課程 簡介 預計時間 連結 

色情刊物成癮講解入

門課 

網絡發展愈見發達，手機已成下載不同資訊的平台，方

便市民隨時閱覽新聞、遊戲、財經等，連色情資訊亦變

得隨手可得，容易沉溺在網上的色情世界裡，導致色情

成癮問題。 患者如何自救、身邊人又可如何協助呢？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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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成癮講解入門課 
甚麼是食物成癮？為何我們要關注食物成癮？如何治療

食物成癮？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賭博成癮講解入門課 

賭博成癮或問題賭博（Disordered Gambling）是一種持

續需要賭博的心理，儘管患者明知其負面危害，又或希

望停止。 課程講解賭博成癮的徵狀、賭博的分類及賭徒

類別、治療方法以及身邊的人應如何正確地支援賭博成

癮的人士。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網絡成癮講解入門課 

隨著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普及，網絡成癮實在是不能忽

視，而其上升趨勢更是駭人。本課程盼望大眾對此症增

加了解，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酒精成癮講解入門課 

飲酒對健康會構成即時和長遠的影響。短時間內大量飲

酒會對自身和他人帶來由意外或暴力等的即時危害，亦

會增加酒精中毒甚至死亡的風險。18-19年度健康行為

調查指出，有 8.8%年齡 15歲或以上在社區居住的人士

於被訪前十二個月內有定期飲酒（ 即一星期至少飲酒一

次 ） 。定期飲酒的人士中，男性（15.0%）的比例明

顯較女性（3.2%）為高...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購物成癮講解入門課 

網上購物於近年越趨普及，綠色和平 2017年調查發現，

近 4成港人為潛在購物狂，每周最少買衫一次。25%被

訪者日花逾 3小時網購，67%更會在上班或上課時網

購。 

1小時內 
課程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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