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三期
發展計劃前瞻

2010年7月1日起，「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將正式
踏入第三期的發展。本計劃自開展以來，屢獲多方肯定
，為社會廣大婦女與及各階層、性別、學歷的人士提供
了學習機會。計劃已獲政府撥款資助未來兩年（2010
年7月至2012年6月）的發展，可繼續為廣大婦女提供
更多學習機會，提高參加者的學習能力、發揮個人潛
能、肯定自我，以正面態度面對不同挑戰，開創更精彩
的人生。

全新網上學習模式

為提高學員對電腦科技的熟習程度，緊貼時代發
展脈搏；以及為滿足在職婦女的學習需要，計劃將於
2010年7月學期，在原有的電台及面授課程基礎上，推
出全新的網上學習模式，讓學員更靈活地學習課程。學
員可透過互聯網，無論身處何方，都能輕鬆地使用學院
發展的網上學習平台，瀏覽內容豐富生動的多媒體教學
資源，向導師提問，率先領略科技帶來的新學習體驗。
第三期發展計劃將推出「職場上的女性」、「中醫養生
食療」、「法律與日常生活」、「婦女與健康」、「兒
童成長與護理」及「如何美化家居」六科網上學習課
程。

放寬助學金資助範圍

為協助經濟有困難、有意報讀計劃的人士邁出「自
學自助」第一步，本院在婦女事務委員會協助下，設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助學金，進一步讓更多有經濟困
難的人士受惠，在未來兩年，助學金資助範圍將獲進一
步放寬，詳情如下：

 第一級資助：

申請資格：現正領取香港特區政府的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或；

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低於港幣$20,882

資助內容：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最多可申請3科 
 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申請9科資助。

 第二級資助：

申請資格：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介乎港幣  
 $20,883-$55,767

資助內容：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最多可申請3科 
 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申請4科資助。

精彩新課程

計劃發展至今，已開設53個課程供學員修讀，
內容涵蓋健康、理財、人際及生活四大範疇。未來
兩年，計劃將繼續發展更多貼近婦女學習需求的科
目，合共推出6科電台課程及4科面授課程。新課程
包括「投資風險知多少」、「駐顏保養有妙法」、
「逆境當自強」、「食物安全與衛生」、「網頁設
計不求人」、「西方醫學藥物認識」、「粵劇戲曲
共賞」、「歷史文化保育」、「解構金融機構服務
業」及「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另外，計劃會定時修訂教材內容，以確保內容
具時效性及更臻完善。本期將會修訂課程包括「輕
鬆學電腦」、「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小本創
業經營」、「流行文化與潮流」、「與青少年溝通
技巧」及「兒童成長與護理」。

增設網上報名

回應學員需求，計劃將於2010年11月學期，開
始增設網上報名方式。屆時學員將可以使用便捷方
式，報讀心儀課程。

免費體驗課程

學院將於2010年7月學期起，推出免費體驗課
程。所有現有學員均可享受免費報讀一科網上學習
課程，體驗嶄新學習模式。另外，為吸引更多新學
員踏出持續進修的第一步，所有2010年7月學期新
報名學員可免費報讀一科電台廣播、面授或網上課
程，學多一點，活出精彩人生。免費體驗課程每學
期名額有限，請各位從速報名，勿失良機。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後（請在學費一欄圈上
免費體驗課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遞交至協辦機
構。如報名人數超過免費體驗限額，學院將以抽籤
形式決定名額發放，抽籤結果將於開課前一星期於
本計劃網站www.ouhk.edu.hk/CBMP公佈，抽中學
員將另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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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學員活動預告    
日期 活動 地點

6月19日
「留住風華  健康樂逍遙」講座
主講嘉賓：余楚雲女士

香港公開大學港島教學中心 T21及T22室

6月23日 齊當快樂城市農夫，參觀有機農場 新界元朗逢吉鄉

有意參加活動者，請填妥隨本通訊附上的學員通告，並在指定日期前回覆本計劃辦事處。

智趣共融活動 
學員方劉杏潔及蕭婉文

小時候對唐氏綜合症人士懷有一份莫名其妙的
恐懼感，身邊人亦多數對他們避而遠之，所以我至
小就對他們有避之則吉的想法。長大後，我對他們
仍是瞭解甚少，但開始懷著憐憫之心去對待他們。
直至今年1月收到「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通訊，
得悉學院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及商業電台共同籌辦的
「智趣共融活動」，心想應該給自己一個機會增進
對智障人士的認識及了解，打破這份隔膜。

2010年1月30日， 我與五十四位同學會會員
一同參加了「智趣共融工作坊」，學習與智障人士

一對一合製「手掌拼貼畫」

的相處技巧。工作坊的講座由聖雅各福群會的導師擔任
主講嘉賓，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對智障人士有全面的認識
，明白到原來他們雖然腦部發展有缺陷，但亦有自我價
值觀、感受、思想及獨特的性格。他們需要的不是別人
的憐憫，而是一份尊重。我們不應用歧視的目光對待這
班人士，反而要用愛與尊重去關懷他們。

講座過後，我們終於與一班智障朋友見面，大家
一同合製「手掌拼貼畫」，建立互信，互相接納。他們
的無限創意及當完成一幅色彩繽紛的拼貼畫時所流露出
的天真笑容，真令人難忘。交談間，我們無不感慨他們
的友善與純真，比起商業社會的爾虞我詐，真心得多!

2010年2月3日，我們與這班朋友再聚首一同參加
「智趣共融歷奇之旅」。活動在元朗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舉行，歷奇之旅當日，乃是我一生之中與智障人士作最
近距離接觸的一次。透過活動營內的多項活動，加深了
我們彼此的了解，亦增添了默契，大家發揮團隊精神，
全情投入比賽。過程中的互相幫助及關懷，令有著不同
生活習慣的我們連成一線，合力完成多項任務。

參與活動的同學會會員都表示這次活動除加深他
們對智障人士的認識外，還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這群需
要關愛的弱勢團體，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出一分力，
覺得活動很有意義!

創意十足的佳作

合力製作報紙塔，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本中心自2004年10月由昔日的「家庭服務中心」
，轉型為提供一站式服務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開始
，一直響應婦女事務委員會及香港公開大學的邀請，
協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提供不同類別的面授課
程予學員參加。我們曾開辦的課程計有：「認識家居
電器與數碼產品」、「家居維修保養常識」、「輕鬆學
電腦」、「網上世界漫遊」、「儀容之道」、「理財之
道」以及「投資一點通」。因設備所限，我們著重選取

自強不息 終生學習 社工 王志平

實幹型的課程，希望可以滿足學員的需要，並讓她
們掌握實質的知識，提升她們對追求知識的興趣。

我們看到有學員不斷報讀新課程，持續進修；
亦有學員雖家住葵涌，卻慕名良師，不惜長途跋涉
到位於觀塘順利邨的中心上課。這種對知識渴求的
認真態度，觸動著中心職員的心。因此，雖然在聯
絡導師方面偶遇困難、有時因中心設備有限而不能
多收學員以致入不敷支、為安排課程而導致中心可
供活動的房間非常緊張，大家仍樂意為這些好學的
學生繼續開辦課程。因為我們認同「終生學習」的
信念，是讓人可以持續進步的動力。我們也希望她
們可以秉承自強不息的精神，為下一代做個好榜樣
，以身教勉勵子女努力學習，不斷為自己增值，也
不斷為社會增值。

此外，我們也喜見參加的學員由最初清一色的
婦女，轉變為逐漸有男學員加入。一方面反映部份
男士也能放下心理包袱，持續進修；另一方面也見
証著計劃的宣傳成效及口碑。但願有更多朋友能夠
成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學員，一起享受學習
的樂趣！

香港家庭福利會
順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博愛醫院吳馬賽嬌紀念
家庭多元智能中心

位於沙田大圍的博愛醫院吳馬賽嬌紀念家庭多元智
能中心，一直以促進「快樂家庭，和諧社區」的信念為
己任，並運用多元智能的概念為區內各家庭提供不同類
型的多元化服務，包括課餘託管、學童興趣班組、親子
活動，成人課程，婦女服務，社區教育及家長講座等。
例如深受家長歡迎的課餘託管服務，一直為不少在職父
母解決了照顧子女的煩惱。除兒童課程外，本中心亦致
力發展成人教育課程，為不少區內成年人提供持續進修
及自我增值的機會。此外，中心定期為各位父母提供家
長講座，分享管教子女的心得。

陳才駿先生

有見社區內婦女服務需求的日益增加，本中心
致力為她們開拓更多元化的服務。我們很榮幸能參
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至今已開辦了三期的課
程。自開辦以來，反應熱烈，報讀的學生人數與日
俱增，可見社區內對計劃課程的殷切需求。所以，
我們亦因應需求開設計劃內更多不同類型的優質課
程以供學員報讀。

例如計劃內的「輕鬆學電腦」及「網上世界
漫遊」等電腦相關課程，安排在本中心內由微軟
(Microsoft)贊助成立的社區技術及學習中心(CTLC)
進行。中心內置二十一台電腦，並擁有完善的上網
裝置及不同的設施，讓學員能在舒適的環境中一人
一機輕輕鬆鬆學習電腦。

另外，一直深受學員歡迎的健康類課程，如
「中醫養生食療」，「中醫藥常識入門」等，均由
我們博愛醫院中醫部的註冊中醫師任教，以專業的
知識配合輕鬆的講解，為一眾學員深入淺出地分享
中醫學的世界。

未來我們希望能繼續為更多「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的學員提供更優質、方便及理想的學習課程及
環境，讓學員體驗學習與生活的樂趣，開創更精彩
的人生，發揮無限潛能。

中心導師為學員細心講解電器常識

教學設備充足的學習環境



這幾年間我深受「活到老，學到老」、「終身學
習，持續進修」這些口號的鼓勵。讀書不多的我喜愛
看書、聽講座及欣賞話劇。自己也已持續多年的函授
學習及短期課程，實踐終身學習的理念。

2007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的海報，於是便嘗試報讀當中課程。由起初的

豐盛自己 充實人生
江笑芳

每學期報讀兩三科，到現在每學期至少報讀五至六科，豐
富的科目及課程內容深深地吸引住我，我的生活也因此變
得更充實。每一門科目都帶給我很多不同啓發，透過課堂
前後的反思，我不僅學習到新知識，還接納了不同的新見
解。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使我學懂得怎樣與別人相處
，幫助我認識到很多新朋友；「與青少年溝通技巧」令我
和兒女相處更加融洽；「家庭之樂」增進我和丈夫的溝通
及互相體諒。不同的課程使我人生各方面都得以充實，幫
到自己之餘更可以幫助身邊家人及朋友。

高漲的學習熱情促使我在短短的一年期間已修畢第四
級證書。在今年的畢業典禮上，很高興可以與其他畢業生
一同歡度開心時光。更開心的是我獲頒「卓越學員（最高
積分）」獎項，這份榮譽令我得到更多鼓勵及認同。本著
平常心的我，當天除得到同學的祝賀外，更有機會與商業
電台訪問及主禮嘉賓的見面。雖然當時緊張到手心冒汗，
但回想起與曾俊華司長、張建宗局長、高靜芝主席及呂汝
漢院長等主禮嘉賓親切的對話及他們衷心的祝賀，我心中
至今依然充滿無限喜悅。

畢業典禮當日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儀容之道」所學
習過的內容。我時刻提醒自己要淡定，保持笑容及優雅舉
止。家人們都替我感到驕傲，我亦下定決心在來年要繼續
帶給他們更大的驚喜。持續學習，豐盛自己，充實人生。

雙「誠」記
鄺艷兒

自己本身是一名首飾店東主，幾年前幸遇香港仔
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的李鳳春姑娘，並接受其邀
請擔任「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儀容之道」及「小本
創業經營」兩科的課程導師。當初執教「儀容之道」
時，就已對同學們積極的求學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師
生之間相處氣氛融洽。當時我的一位學生夏鳳英同學
主動邀請我一同修讀「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其他課
程。還記得她帶同新一季的課程簡介來找我分享學習
樂趣時的真摯模樣。受她的感染，後來我們便一起報
讀「語言表達技巧」，學習溝通技巧。

嘗試過以學生身份報讀課程後，我的學習熱情高
漲，至今已累積修讀了十八個課程。當中「語言表達

技巧」、「Keep Fit之道」、「健康飲食」、「休閒生活
小百科」、「小本創業經營」、「理財之道」、「婦女與
健康」這幾個課程還獲協辦機構頒發「積極參與獎」，讓
我產生更大動力去繼續學習。

此計劃的每個課程都有其獨特之處和值得學習的地方
：「休閒生活小百科」幫助我們在生活中發掘不同興趣，
尋找自己的喜好；「家居意外急救法」教導我們面對突發
意外的處理方法；「婦女與健康」讓我們可以及早認識婦
女常見的疾病，教導我們如何預防及面對。修讀這些課程
除了幫助我擴闊視野，更使我認識了很多導師和同學，彼
此間建立了互助互信的關係。

在2008年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五屆畢業典禮
上，我獲頒發「卓越學員獎（學習表現）」獎項，為我的
成績表畫上精彩一頁。我深深感受到「要活得精彩，就要
學多一點」的道理！感謝主，賜給我豐盛喜樂的生命；感
謝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商業電台及協辦機構合辦這個很有意義的「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讓學員們有學習機會，重新投入社會，為自己的
人生加添色彩。

在此我還要感謝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心的
李鳳春姑娘，讓我得悉「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感謝夏鳳
英同學的積極推介；感謝與我一同報讀課程的大家姐鄺詩
珞和三家姐鄺艷冰；感謝與我一同學習的所有同學；更重
要的是要感謝我的丈夫張宗麟在我學習期間給予的無限支
持、鼓勵與包容！

這些年來，無論是對待導師或是學生的角色，我都抱
著一份熱誠與執著。希望往後還可以與各位繼續一同攜手
邁向人生旅途，展開人生精彩的一頁。

鄺豔兒獲梁智仁校長頒發卓越學員獎（學習表現）

江笑芳女士獲嘉獎「卓越學員（最高積分）」



活出我的精彩
霍麗霞

屈指一算，我參加「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三年多了

，期間報讀二十多個課程，修畢一百一十個積分，教我

始料不及。之前的我一直全心照顧家庭，相夫教女，剛

開始決定投入到計劃的學習時，也曾擔心過自己是否可

以重新拾起放下多年的書包。所幸丈夫與女兒都很支持

我這決定，並不時予以鼓勵。於我而言，重返校園既使

我增廣見聞，又擴闊了社交圈子，生活亦因此而變得更

加充實及有意義。

計劃的課程豐富多元化，遍及個人健康、人際關

係、理財及生活各個領域。教授課程的導師每一堂

都用心做足準備，在原已製作精美的教材基礎上，

還會悉心設計質量兼備的補充資料。課堂上同學分

組討論，讓學員有充分的時間發表意見，增進自

信。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灣仔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的

李潔露姑娘，她不僅是一個盡責的導師，還是同學

會的顧問。在她的領導下，同學會所舉辦的活動皆

得以順利完成，會務亦辦得有聲有色。

三年的光陰，我認識一群和藹可親的同學。上

課時大家全情投入學習；下課後，一起談天說地，

分享學習及生活上的經驗與心得。期後我們還一起

籌辦「展勵同學會」，鼓勵大家在學習之餘參加一

些有益身心的活動，藉此維繫彼此間的感情。受到

身邊這群良師益友感染，我亦參加了多項義工活動

，希望可以盡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關心有需要的

人。

在此感謝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公開大學、商

業電台和各協辦機構，給予我們這群婦女重返校園

的機會，讓我們能鳳凰展翅，為生活添色彩，活出

更美的人生。未來的日子裡，我將會繼續報讀更多

課程，充實自己，願與各同學共勉之。

「投資涉及風險，資產價格可升可跌」這句話可謂

耳熟能詳。然而當我們談到投資時，有些朋友只憧憬可

賺取多少回報，對資產價格下跌的可能性視而不見。一

旦市況逆轉，才驚覺自己已身處極大的投資風險之中；

另一些朋友則視投資風險如洪水猛獸，稍有風吹草動，

也會膽戰心驚，不敢染指任何帶風險的投資。誰知通貨

膨脹正不知不覺地慢慢蠶食着本金，還未察覺自己身陷

「通脹風險」。因此，無論你的性格屬於進取還是保守

，都無法避開投資風險。

每個人的風險取態都不一樣，但相信大家最不願看

見的就是投資虧本、甚至血本無歸。我們活在不確定的

世界中，即使頂尖的投資專家也不能百分百準確預測未

來市況。投資風險不可能被完全避開，但我們可以將風

險控制在可承受的範圍內，從而獲取合理的回報。本課

程適合希望做好個人投資風險管理的朋友。學員可以從

饒富趣味的例子、生動活潑的課堂演繹中輕鬆地認識投

資風險，並掌握簡單有效的風險管理的策略。

本課程內容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投資風險

的特性、批判常見的謬誤，並簡介如何衡量投資風險；

第二部分淺釋市場風險、信貸風險和其他主要風險

類別，特別包括結構性產品的風險特點；第三部分

概述分散風險、對沖及成本平均法等策略；第四部

分概述評估風險承受能力、比較投資效益，以及管

理個人投資風險的方法。修畢本科，學員可以全方

位認識投資風險，掌握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了解

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制訂出符合個人需要的投資

風險組合，做好個人投資風險管理。

CBMP1062C 投資風險知多少

筆者(右四)與同學一同展翅翱翔



2010年3月學期
電台廣播總結講座時間表

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講者簡介

CBMP

1006CR

性與人生

2010年

5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

9:15-11:15

香港公開

大學

荔景教學中

心205室

程翠雲

女士

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青少年愛滋
教育中心及家長動力創辦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
作學士、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碩士。大學性教育及
家庭教育課程講師、電台電視台節目主持及顧問、
報刊網誌專欄作家、舞台劇人。1998年獲頒傑出愛
滋病工作者獎，2009年獲頒愛心獎。著作有《乘
性追擊》、《談談情．說說性》、《我的疑惑有誰
知》、《性在有心》等。

CBMP

1012CR

小本創業經營

上午

11:30-1:30

徐永明

先生

自1995年起成為香港公開大學的客席講師至今，並
曾在深圳及澳門講授市場學課程。徐先生乃英國特
許市務學會的特許市務師(Chartered Marketer) ，並
精於建立品牌，同時亦對危機管理、傳銷及特許經
營有獨特的見解。徐先生曾推廣不同類型的產品，
現在更擁有自已的個人配飾品牌『潮流導向』。

CBMP

1019CR

社區衛生安全

常識

下午

2:00-4:00

盧祖健

先生

現職香港註冊護士，於2004年獲取香港公開大學
職安健文憑，並在英國國立格林威治大攻讀職安健
碩士。盧先生曾於瑪麗醫院主理職安健事務，並於
2006年調任瑪嘉烈醫院部門運作經理。期間獲邀為
職安局感染控制課程的客席講者。盧先生於2010年
出任香港職業健康護士會行政小組主席。過往八
年，盧先生於職安健系统的發展、員工康健計劃和
安全巡查均不遺餘力。

CBMP

1051CR

宗教哲學人生

下午

4:15-6:15

梁燕城

教授

在香港出生，1977年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碩士
畢業，1981年至1982年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修讀神
學，然後於美國夏威夷大學以對《易經》與中國儒
學的研究取得哲學博士資格。梁燕城博士是華人
社會的著名中國哲學學者、基督教學術演講者、兼
時事評論家，亦是現時世界各地多所大學的客座教
授。他曾任香港浸會學院高級講師，並出版過多本
哲學及基督教探討的書籍。他的大學講學或基督教
的講座以風趣幽默見稱，而其對世界宗教的廣博知
識，亦使他成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上佳人選。他創
立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並擔任院長。

2010年7月學期電台課程時間表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學員可於節目播放後一星期起，登入商業電台網站www.881903.com，點擊「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免費重溫以上節目錄
音。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星期 播放時間

CBMP1008CR 健康飲食 2010年7月5日起 逢星期一

商業一台節目
「一人一大學」
晚上九時至十時

CBMP1014CR 與青少年溝通技巧 2010年7月6日起 逢星期二

CBMP1018CR 家庭之樂 2010年7月8日起 逢星期四

CBMP1062CR 投資風險知多少 2010年7月9日起 逢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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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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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

1. 日期：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2.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3. 地址：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106室(荔景地鐵站A1出口對面)

4.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課程簡介會報名方法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按0)報名，或；
 請填妥出席回條(本計劃網站供下載)，傳真
(2240 0890)至本院，或；

 請電郵個人資料(出席人士姓名及聯絡電話)至
cbmp@ouhk.edu.hk。

註：

1. 地址：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博業進修學院荔景教學中心(荔景地鐵站A1出口對面)

2. 會場座位有限，講座僅供註冊學員出席。

3. 如獲主講者允許，講座完結後一星期內，有關講義將被上載至本計劃網站。內容僅供參考，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對現代複雜生活處

境下的都市人而言，恐怕年過四十之後，是更加疑

惑，會開始對自己的過去不斷反思，但又同時面臨

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可能某一天，你會突然發現

必須把眼鏡摘下來，才能閱讀書報、尋找東西。老

花眼搶先向你警示「中年」時刻的來到，宣告著自

己要開始面對身體機能衰退的年歲；也驚覺身邊的

「終生學習 齊創未來」
活出彩虹半邊天公開講座

我和商台有個約會Ⅱ

一些親友突然間因病卒逝，由人生的舞台謝幕，生老病

死的威脅就在眼前。這多少會令人覺得無所適從，有鑑

於此，學院為本計劃學員安排本場「超越危機  演繹人

生下半場」講座，邀請撒瑪利亞會義工作為主講嘉賓，

為各學員講解應該如何紓解中年面臨的各種壓力，幫助

大家轉危為機，欣然接受並快樂面對這個人生新階段。

是次講座錄得超過八十位學員出席參加。來自撒瑪

利亞會的義工沈士基先生與出席學員敞開心窗，暢談人

到中年面臨的難處及壓力來源；用心聆聽並引用自身經

歷幫助學員逐一化解困難。期間穿插富哲理的看圖遊戲

環節，啓發學員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學員亦在講

者帶領下描畫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軌跡圖，回顧過往生活

的高低潮，認知開心的來源。最後國際註冊高級心理輔

導員王珮珊小姐還利用音樂療法將各位學員引領入一片

充滿生機的綠色草地，讓學員放鬆身心，重拾輕鬆快樂

感覺，開啟人生的下一美妙樂章。

參與學員表示講座內容豐富，對身心調整有積極幫

助。本院未來還將舉辦其他不同主題講座，歡迎各位同

學參加。

「超越危機 演繹人生下半場」

繼2008年2月「我和商台有個約會」參觀活動

的熱烈迴響後，事隔兩年，學院再一次安排學員參

觀計劃的電台廣播課程合作夥伴 —— 香港商業電

台，是次參觀活動學員報名相當踴躍。2010年2月

5日，16名獲抽中出席的幸運學員在商台對外事務

部公關人員的帶領下，深入各製作部門和錄音室，

了解電台節目包括娛樂節目「巴巴閉 邊個夠我查篤

撐」及時事廣播劇「十八樓C座」的錄製及運作。

沈士基先生與在座學員親切互動，風趣幽默

主持馮志豐與學員交流心得

參觀期間，本計劃電台廣播課程節目「一人一大學」主

持馮志豐先生更向學員講解廣播劇的錄製流程和錄音室

設備，並示範電腦剪接聲帶及各種不同聲音效果。活動

結束前，馮志豐與參觀學員圍坐交談，分享他的主持心

得。學員對主持工作深感興趣，及時發問，獲益匪淺。

學員在商業電台內合影留念



外國有一諺語 : Time waits for no man。無獨有

偶，我們中國也有一句說話叫「歲月不留人」。所

以，我認為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該視為一個現在

，而人生就是要活得精彩、活得充實、活得有價值

，讓每一個現在都發揮它的功用。

在人生不同階段，我們或多或少會作出反思及

適當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滿足自己、家庭及社

會的需求。在我而言，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我是

一個很獨立和喜歡接受不同挑戰的人，一直很想將

自己在生活及工作上的經驗和知識與他人生享。在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有緣看到香港首個大型以婦

女為對象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介紹，當時已深

深地被這計劃的目的及意義所感動，於是二話不說

就選擇在青年會專業書院擔任義務導師，轉眼間亦

已過了兩個年頭。

教學期間與學員有過很多難忘的片段。還記得

在課程「學習有方」的最後一課，我請學員們分享

未來一年的學習計劃。有位同學說希望可以學會唱

一首完整的英文歌。對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來說，學

會唱整首英文歌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對一些英語不

靈光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告訴

那位同學，她將這個希望告訴我們是一種勇氣及自

信的表現，我非常有信心她能達成願望，並請她學

自去年起，我開始在青年會專業書院擔任「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的義務導師，教授「認識傳

染病」科目。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希望

可以貢獻自己的綿薄力量，透過這計劃，將教育普

及到社會各階層人士。

教學期間，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學員認真執著的

求學態度。他們上課時專心聆聽，每當遇到問題便

最美妙的歌聲
導師林婉儀

積極發問，求知慾極強。與學員交談後，我發現他們大

多也修讀了計劃的其他科目，並對計劃的課程設計、教

學安排等讚賞有加。學員表示，導師會分享他們的經驗

和知識，當中有很多並不能從書本上學習得到的。而於

我而言，與學員的分享，增加了我們作為導師的使命感

和承擔；學員積極地參與討論和分享心得，亦使教學得

以相長。

自擔任導師後，我每堂上課前都會做足準備，希望

將自己所認知的都全教給這班好學的學生。我會對學員

可能提出的問題事先做好資料搜集，務求可以將新切的

資訊帶給他們。因此，自己也在備課的過程中獲益良

多。

回想起最初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結緣，只源自

計劃的一張宣傳單張。計劃可供報讀的科目範圍廣泛，

包括健康、理財、人際和生活，對婦女解決日常生活中

常遇的實際的問題有一定幫助，學費相宜，於是我二話

不說就答應了導師工作的邀請，加入到計劃的大家庭。

我期望計劃在將來能夠不斷發展，開設更多新科目，讓

更多有志之士，達致終生學習的目的。

導師葉榮燊的精彩課堂

互學互勉，繼續向前
導師葉榮燊

成歌曲後，在電話中給我唱出。其後我亦沒怎麼把這番

鼓勵的說話放在心上。怎料幾個月後，我在英國的旅途

中接到一個留言，原來就是那位學員的歌聲，當時我真

的非常感動，並把歌曲與背後的故事跟家人分享。後來

，在其他課程中與那位學員再遇，感覺份外開心及親

切。

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總有高低起伏的時候。我覺

得無論是導師或學員，在參加「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

過程中都有很多得著。我自信我們已在某程度上達到計

劃的目的 —— 提升婦女的學習興趣和能力，讓女性發

揮潛能，建立自信，以面對各種挑戰，從而開創更精彩

的人生。

導師林婉儀（右五）與學員開係亦師亦友



持續進修，退而不休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課程發展回顧及展望

終身學習是現今社會提倡的風氣，長者學

苑的學生亦引來社會關注。開辦短短一年期間

，學苑已分別接受明報、香港電台及香港城市

大學學生訪問，給社會帶來積極樂頤年的正面

訊息。在安老事務委員會學費資助的基礎上，

銀聯信託第三齡學院亦為本校長者學苑「長青

活學計劃」課程學生提供助學金資助，鼓勵他

們實踐終身學習理念，活出精彩第三齡。如學

員個人流動資產總值不高於港幣500,000，即

可以優惠學費每科$100修讀，踏出進修第一

步。至2010年1月學期，已有超過290人次享

受了此項資助。

展望將來，學苑將開辦更多新課程予學員

修讀。「長青活學計劃」設有證書頒發，長者

學苑將迎來首批第一級證書畢業生。期望學苑

可繼續為更多有志之長者提供更適合的課程及

學習設施，為社會帶來更大福祉。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提供內容豐富的課程

予年滿60歲的長者修讀，包括專為長者而設的

「長青活學計劃」及旁聽遙距/面授大學學分課程

的機會。「長青活學計劃」課程涵蓋健康護理、

個人理財、藝術與文化、人際關係、個人生活管

理、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學與科技和語文應用等

範疇。課程貼近長者日常生活，生動有趣，深受

長者歡迎；而旁聽大學學分課程則提供機會予長

者與年輕學員一同學習融滙、交流，促進跨代共

融，一完長者讀大學的願望。

轉眼間，長者學苑已經成立超過一年，學苑

亦已成功開辦了三期課程。每學期的報名人數節

節攀升。由2009年6月學期的50多名報讀人次，

快速增長至2010年1月學期的270多報讀人次，

可見長者對學習的渴求。學員表示報讀長者學苑

課程不但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更擴闊社交圈子

，促進他們與朋輩及年輕一代之間的交流。他們

希望能在長者學苑持續進修，豐盛自己，回饋社

會。



全方位升學階梯
助學生邁進大學之門

一直以來，本院致力開辦不同範疇的全日制課

程，包括毅進、副學士先修、文憑、高級及專業文

憑，以至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為中五至中七畢業

生提供全方位的升學階梯，為他們銜接大學作好準

備。

毅進課程

有志者事竟成。本院開辦多個不同範疇的毅進

課程，目的就是為有志繼續升學的中五離校生或年

滿21歲之人士，提供銜接副學士先修或文憑課程的

機會。本院毅進課程之目標，在於增強學員的語言

能力，促進他們對人生的積極態度及對社會的投入

感與思考，以及啟發其自學能力及對終身學習的興

趣。

副學士先修課程

此系列課程讓學員得到高質素的學科知識及提

升他們的教育水平，裝備他們以應付將來高級或專

業文憑，以至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習。

副學士先修課程極具特點，其直通安排讓畢業

學員可直升本院高級文憑、本院與海外大學合辦的

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或公開大學全日制學士學位課

程；課程經特別設計，內容著重實用性和啟發性；

核心科目包括思考方法導論、個人財務策劃、社交

禮儀與表達技巧等，幫助學員全人發展；課程設有

多項獎學計劃，鼓勵學員用心學習；另設有「師友

計劃」，幫助學員適應學習環境及提供升學就業輔

導。學員可免費參與本院舉辦的「終身學習、齊創

未來」公開講座，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

文憑課程

此外，學院今年亦繼續開辦一系列全日制文

憑課程，包括商業學、設計學、時裝設計學、心理

學、健康實務及幼兒啟蒙教育等。其中幼兒啟蒙教育文

憑，為全港首個獲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認可的英語授課

幼兒教育證書課程，極受學生歡迎。此文憑課程以培養

合格的幼稚園教師（QKT）和幼兒工作者為宗旨，完成

課程後，學員定能加深對幼兒發展理論、學前教育機構

管理等的了解。學員畢業後可直升高級文憑課程，然後

再升讀本院與海外大學合辦的學士學位課程。

高級及專業文憑課程

高級及專業文憑課程為副學士先修/文憑課程或中

七畢業生投身相關專業或繼續升學作好充分的選擇。今

年推出的相關課程包括會計學高級文憑、室內設計高級

文憑、心理學高級文憑、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文憑、社會

科學高級文憑及時裝設計專業文憑。

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完成副學士先修或文憑課程後，如成績符合相

關入學要求，包括指定英語成績，便有機會升讀本院與

海外大學合辦的三年全日制或四年兼讀制非本地學士學

位課程，例如本院與英國著名學府Middlesex University

合辦的會計財務及商業管理學位課程；如有意晉身創意

藝術或設計行業，並擁有個人作品選輯者，則可選讀本

院與Middlesex University合辦的攝影、時裝設計、時裝

設計造型及推廣學位課程。至於修畢相關科目的高級專

業文憑畢業生，更有機會直接升讀以上學位課程的二年

級。

除了以上課程外，本院將繼續籌辦更多不同類型的

學士學位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選擇，踏上

專才之路。

呂汝漢教授主持全日制課程開學典禮



2010-2011全日制課程

毅進課程

- PJY01 會計實務
- PYJ02 銀行及金融
- PYJ03 創意設計
- PYJ04 通識教育
- PYJ05 物流及出入口實務
- PYJ06 創意影視演藝
- PYJ07 電腦及設計
- PYJ09 商業實務
- PYJ10 電台廣播主持技巧
- PYJ11 美容護理及營養
- PYJ12 康體教練及管理
- PYJ14 旅遊及酒店業實務
- PYJ15 零售店舖營運
- PYJ16 健康服務助理員

- PYJ17 漫畫及插圖藝術
- PYJ18 攝影藝術
- PYJ19 日語
- PYJ20 紀律部隊實務
- PYJ26 時裝設計
- PYJ27 時裝營銷採購
- PYJ28 時裝貿易
- PYJ29 室內設計
- PYJ32 大眾傳播
- PYJ34 市場及廣告
- PYJ35 幼兒教育
- PYJ36 應用心理學
- PYJ37 粵劇戲曲藝術
- PYJ38 珠寶設計

- PYJ40 職場傳意
- PYJ41 外語
- PYJ42 食物安全及衛生
- PYJ43 演藝活動策劃
- PYJ44 人力資源管理
- PYJ45 社會服務
- PYJ46 甜品及糕餅製作
- PYJ47 時裝配飾設計
- PYJ48 形象及時裝設計
- PYJ49 音樂欣賞及創作
- PYJ50 航空服務
- PYJ51 個人財務策劃
- PYJ52 西餐及糕餅製作

副學士先修課程

- PAD01 創意設計
- PAD03 通識教育
- PAD05 心理學
- PAD06 商業實務

- PAD07 旅遊及酒店業實務
- PAD08 私人康體教練
- PAD09 會計學
- PAD10 銀行及金融

- PAD11 護理學
- PAD12 紀律部隊實務
- PAD13 時裝設計及營銷採購

文憑課程

- FTD07 幼兒啟蒙教育文憑
- FTD11 心理學文憑
- FTD12 化妝及創意形象設計文憑
（有待審批）

- FTD14 健康實務文憑
- FTD15 時裝設計學文憑
- FTD16 設計學文憑

- FTD19 商業學文憑
- FTD21 商業會計學文憑
（有待審批）

高級文憑課程

- FTD08 時裝設計專業文憑
- FTD31 心理學高級文憑
- FTD32 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文憑

- FTD33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 FTD34 會計學高級文憑

- FTD35 商業管理高級文憑
- FTD37 社會科學高級文憑

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

- BN004 BSc Honour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op up)
- BN006 BA Honours Business
  Management

- BN007 BA Honour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 BN008 BA Honours Photography
（全港首個）

- BN009 BA Honours Fashion
- BN010 BA Honours Fashion Design,
  Styling and Promotion （全港首個）

* 備註：學歷資格將由英國Middlesex University頒發。

如欲查詢課程資料，請瀏覽www.ouhk.edu.hk/lipace或致電3120 9988（接通後按1-1-2）查詢。

香港公開大學

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

學院與海外大學合辦之非本地學士學位

高級文憑／專業文憑

副學士先修證書

毅進證書

文憑課程

中五離校生

中學會考5科合格

（包括二級中文及英文）

高級程度會考

（1AL或AS )及

中學會考5科合格

（包括二級中文及英文）

符合相關入學要求 有機會直接升讀第二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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