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題報導

2012年6月1日，本院假大學會堂舉行第八屆「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有幸邀請了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

靳麗娟女士JP、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SBS, 

OBE, JP、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呂汝

漢教授以及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靜嫻女士

親臨主禮，共證一眾學員的喜悅時刻。

本屆畢業典禮，共有779名學員獲頒發不同級別的

畢業證書，出席學員及嘉賓人數逾1,300人。身穿畢業

袍的學員，一邊手握畢業證書，一邊接受親友祝賀的

動人場面，使「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禮顯得格外

溫馨。

計劃認知度超過365萬人
婦女事務委員會早在2004年，聯同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及商業電台合辦本計劃，是首個

跨界別推行專為女性而設的大型學習計劃。計劃鼓勵

港人「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已成功協助逾

1.4萬名婦女踏上自學旅途，創造更精彩人生。踏入第

九個發展年頭，報讀人數每年遞增，截至今年3月，已

有超過5.6萬人次報讀，深受不同階層女士甚至男士支

持。計劃設有63個不同範疇的電台、面授及網上學習

模式課程，協辦面授課程的非政府機構達70間，形成

具規模的學習網絡；2011年進行的一項電台收聽率調

查發現，計劃的電台課程節目收聽人次超過140萬，

計劃的認知度更加超過365萬人。

政府常規化資助， 
肯定計劃為社會帶來正能量

政府亦以具體行動充分肯定本計劃的成績，從

2007年起，計劃的支持方式已由獎券基金撥款改為

政府直接資助。今年七月開始的未來四年，政府更會

每年從經常性開支向計劃撥款，使計劃營運常規化。

當中部分資源將用於支持非政府組織開辦以英語及普

通話授課的面授課程，方便少數族裔及新來港婦女報

讀，踏出平等、共融的自學第一步。

局長蒞臨主禮，真情勉勵
計劃設有第一至第六級證書，由2004年累積至今

已有超過4,300人次獲證書嘉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先生以「書友」稱呼在場的畢業學員，倍添親切

感。他充分肯定計劃推廣終身學習文化發展的成績，

亦不忘表達對學員的鼓勵與祝福，「不論是取得哪一

級證書的學員，這份持恆學習的毅力實在令人敬佩，

更可作其他學員的表率，激勵他們持續進修。」。

局長期待所有畢業學員能繼續發揮個人潛能，堅

持終身學習，在家庭及社區發揮正能量，擁有更加充

實及精彩的人生。

The 8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was successfully held 
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on June 1, 2012, with 
attendance of guests of honors including Mr. Matthew 
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Mrs. 
Stella Lau, JP (Chairperson, Women’s Commission), Prof. 
John Leong SBS, OBE, JP (President, OUHK), Prof. Yu-hon 
Lui (Director of LiPACE, OUHK) and Ms. Rita Chan (General 
Manager, HK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Ltd). 

CBMP has been launched for 8 years since 2004. 
More than 14,000 women joined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explore their potential and actualize themselves. 63 
courses in different aspects were offered in three modes 

自在終身學習，生活倍添姿彩
―第八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

The Eighth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	一眾主禮嘉賓主持開幕儀式，為典禮揭開序幕

Featur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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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o-face, radio broadcast and 
eLearning) and over 140,000 radio 
course audiences were recorded in a 
survey conducted in Year 2011. Over 
70 NGOs have joined the partnership 
and offered face-to-face courses to 
CBMP stu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ll over Hong Kong. 

At the ceremony, Mr. Matthew 
Cheung encouraged graduates to 
continue lifelong learning and keep 
painstaking for self-enhancement. 

鳴謝商業電台 
Our Compliments to Hong Kong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Ltd 

◆	主禮嘉賓一同見證畢業學員的喜悅

總編輯

黃秀玉女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電話：2915 2380（按1）
傳真：2242 0890
網址：www.ouhk.edu.hk/CBMP
電郵：cbmp@ouhk.edu.hk
地址：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辦事處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3樓）

編輯委員會
製作助理

陳諾恩女士
林淑欣女士
劉苑馨女士
梁秀賢女士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自2004年開始成為本計劃的電台合作伙伴，致力為學員提供優質的大氣電波教

學。據2011年一項統計所得，電台節目「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一人一大學」的收聽率超過140萬人次，

將計劃帶入廣大市民的生活。本校僅此感謝商業電台過去8年來為計劃作出的努力，為學員帶來豐富的學習

體驗。

Hong Kong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Ltd (CR), the media partner of CBMP for eight years, has been 
contributing more-than-good quality CBMP radio broadcast programm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gratitude to CR for it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C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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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眾主禮嘉賓為聽眾帶上耳機，寓意新城電台將正式成為

本計劃合作伙伴，啟播「自在人生大學堂」節目

由「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電台合

作伙伴 —新城電台打造的電台廣播

課程「自在人生大學堂」，將於2012

年7月正式開課。為將新電台節目資

訊傳遞給更多市民，計劃特別安排於

2012年5月15號舉行了「自在人生大

學堂」節目啟動禮。婦女事務委員會

主席劉靳麗娟女士（左三）、「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督導委員會召集人黃

祐榮先生（右二）、香港公開大學副

校長（科技及發展）梁鎮明教授（右

三）、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呂汝漢

教授（左二）以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馬健

生女士（左一）蒞臨主禮。

當日除邀請了宣傳大使薜家燕女士為大家介紹

2012年7月學期的4個電台廣播課程，分享增值心得

之外，更邀請兩位報讀本計劃超過6年的資深學員楊

慧賢及江笑芳分享修讀課程的感受和得著，以及如何

為家庭及生活注入正能量。同學會幹事會更首次唱出

同學會會歌—《自在同學會》，場面熱鬧，吸引一

眾市民留步觀賞。

「自在人生大學堂」節目啟動禮  
CBMP Press Conference

A launching ceremony of CBMP radio broadcast 
programme, collaborated with our new media partner 
Metro Broadcast, was held on May 15, 2012 at the 
Plaza Hollywood. Ms. Nancy Sit was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of the Programme and introduced the four 
radio courses offered in the July 2012 intake. Two senior 
CBMP students share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gains for joining the Programme. Nonetheless, committee 
members of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performed their 
theme song for the first time as the highlight of th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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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所 謂 「 活 到 老 ， 學 到

老」，面對社會對學識的要求

日漸提高，對青少年或在職人

士來說，必須時刻自我增值，

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可是，

很多家庭主婦、在職人士都有

一種謬誤，認為進修必須在學

校上密集式的課堂、做大堆報

告。其實進修不一定有如斯壓

力，即使重返校園都可以輕輕

鬆鬆吸收知識，為自己增值。

2012年7月1日開始，新城電台正式成為「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電台廣播課程的合作伙伴。新城廣播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馬健生女士表示：「新城電台多年來致

力製作多元化的自我增值節目，集知訊、通識及生活文

化於一身，打造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平台，為聽眾提供學

術以外的實用知識，節目定位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課程的理念不謀而合，彼此自然取得共嗚。」

為了配合課程發展以及協助推廣「知識平民化」，

新城知訊台已於7月份開始，炮製全新節目「自在人生

大學堂」。「自在人生大學堂」由新城電台的林柏希及

陳美思擔任節目主持，搭配受公開大學認可的客席嘉賓

主持授課。馬健生女士稱設計節目時，主持人下過不少

苦功，說：「「自在人生大學堂」既是課堂同時也是電

台節目，因此籌備節目內容時都要思量一番，兼顧知識

與趣味之餘，亦照顧聽眾及學員的需要。例如課程「職

場上的女性」，將會由資深人事顧問出任導師，分享辦

公室的職位發展等，將學術課堂變成易於融入日常生活

的知識，改善職場溝通技巧，相當實用。」

新城電台一向積極開拓新媒體及數碼聲音廣播服

務，而在多媒體方面的發展亦日趨成熟。為了令資訊和

新知識拓展至更擴闊的聽眾層面，學員除了可以直接調

校到新城知訊台FM99.7收聽課程節目「自在人生大學

堂」外，亦可透過於今年年底前即將啟播的新城數碼廣

播頻道收聽節目。此外，現時亦可利用智能手機下載

新城電台免費app，收聽及重溫「自在人生大學堂」節

目，讓家庭主婦或在職人士都可以全方位發揮自學精

神，踏出自學自助第一步。

「自在人生大學堂」節目主持林柏希簡介
姓　　名：林柏希（William Lam）

新城電台正式成為
本計劃電台廣播課程合作伙伴

Partnership with Metro Broadcast  
on CBMP Radio Courses

Metro Broadcast will work jointly with the Women’s 
Commission and the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LiPACE), OUHK for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from July 1, 2012. 

Bianca Ma,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tro Broadcast, 
expressed the honour to be the radio partner assisting and 
promoting CBMP. “Metro Broadcast has been devoting to 
produce various programs which enhance and encourage 
audience to attain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like social 
information, liberal studies, life and culture etc. Apparently 
the CBMP and Metro Broadcast share a commonality in 
such belief,” Bianca said.

To fit in the Programme’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dvocating ‘knowledge for everybody’, Metro Info 
started the radio broadcast programme co-hosted by 
William Lam, Joanne Chan and guest speakers recognized 
by LiPACE. Bianca explained that the hosts have put much 
effort in designing the program and it is never easy to run 
a radio program as a class. “They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both the general audience 
and the CBMP student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courses 
named ‘Women in Workplace’ is tailored for working 
women, in which senior Human Resources Consultant will 
share their views on how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t workplace, and the knowledge is really practical,” Bianca 
explained. 

Metro Broadcast has been endeavour to develop new 
media and digital sound broadcasting services. In order to 
outreach more audience, students can listen to the radio 
programme through both FM99.7 Metro Info and Metro 
Digital Broacasting channel, and the latter will be launche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Furthermore, the students 
and audience can also listen to the aforementioned 
programme anywhere at anytime by downloading a free 
smart phone application of Metro Broadcast.

◆	「自在人生大學堂」主持林柏希（左）與嘉賓合作製作節目

◆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馬健生女士

專 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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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名：林伯/林百萬/威廉哥哥

學　　歷：傳理系榮譽學士（倫敦大學金匠學院）

現　　職：新城電台高級執行監製

現主持節目：《自在人生大學堂》、 

　　　　　　《還看今天》、《全旅打》

入行經過：於新城電台做暑假工，畢業後再應邀回巢

工作經驗：電台主持、司儀、 

　　　　　廣告（平面及電視）、電視

「自在人生大學堂」節目主持陳美思簡介
姓　　名：陳美思（Joanne Chan）

學　　歷：文化管理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語文及傳意學榮譽學士（香港理工大學）

現　　職：新城電台高級節目監製及主持

現主持節目：《自在人生大學堂》、《愛書才會贏》、 

　　　　　　《學識至上》、《閱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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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特寫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03CR 流行文化與潮流

2012年
9月18日（二）

上午9:15 - 11:15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港島教學中心T03室

CBMP1025CR 環保生活 上午11:30 - 1:30

CBMP1053CR 職場上的女性 下午2:00 - 4:00

CBMP1055CR 駐顏保養有妙法 下午4:15 - 6:15

CBMP1012CW 小本創業經營 晚上7:00 - 9:00

CBMP1021CW 婦女與健康 晚上7:00 - 9:00

註：1. 版權所有，如講座主講者允許，本院將於講座完結一星期後上載講義至本計劃網址www.ouhk.edu.hk/CBMP。
　　2. 以上講座只供註冊學員參與，敬請留意。
　　3. 講座舉行地點：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2012年7月學期
電台廣播及網上課程總結講座

De-briefing and Round-up  
Seminar Schedule (July 2012 Intake)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2年11月學期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
Radio Broadcast Course Timeable (November 2012 Intake)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客席講者 播放頻道及時間

CBMP1050CR 中醫養生食療
2012年11月5日起

（逢星期一）
麥燕瓊醫師

新城知訊台
（FM99.7-102.1MHz）

節目：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九時至十時

CBMP1058CR
粵劇戲曲共賞

2012年11月6日起
（逢星期二）

黎耀威先生
嘉賓主持：1. 蓋鳴暉-資深粵劇演員
　　　　　2. 胡美儀-新派粵曲唱作人
　　　　　3. 李章明-新派粵曲創作人

CBMP1048CR
認識地產物業 

投資
2012年11月8日起

（逢星期四）

施永青先生
嘉賓主持：1. 黎明楷先生
　　　　　2. 陳永傑先生
　　　　　3. 黎堅輝先生
　　　　　4. 王美鳳小姐

CBMP1065CR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進階）
2012年11月9日起

（逢星期五）
黃桂林博士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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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請致電計劃熱線2915 2380(按1-0)。

星級客席講者介紹
麥燕瓊
麥燕瓊醫師（註冊中醫師）現任國際自然療能研究學會主席，曾任國際東方藥膳食療學會理事長、香港註冊中
醫學會委員、國際中醫中藥總會會長及香港中藥學會委員等公職。麥醫師曾主持多個電視或電台節目，同為多
份報章醫療版特約作者。其編著有「太極氣功十八式」、「常見病及慢性病氣功療法」、「小兒推拿術」及
「經絡美容法」等。

黎耀威 
黎耀威是2010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戲曲）得主，朝暉劇團主要成員。黎先生九歲開始學習粵劇，
師承文禮鳳老師。2000年開始演戲，至今十一年，曾為全港各主要劇團演過武生、花面、鬚生、小生等各行
檔。於2006年香港藝術節「趙氏孤兒」中更擔綱演出魏絳一角。

施永青
施永青現為中原集團董事，其下業務包括地產代理、測量估價、人事顧問、資產管理、財務、數據整合等。
2005年8月，施先生創立am730，每日撰寫專欄，議論時事，分享營商心得及人生歷練。他熱愛學術活動，並
為大專院校及各類團體演講授課，廣受歡迎。施永青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及慈善工作，曾為經濟機遇委員會成
員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黃桂林
黃桂林是美國加州大學管理哲學博士，資深跨傳媒工作者。曾先後任職於香港無線電視、亞洲電視、商業電
台、香港電台電視部、新城電台及加拿大各大傳媒機構，擁有逾三十年傳媒工作經驗。黃博士亦參與人才培訓
工作，曾為香港鐵路公司、香港賽馬會、滙豐銀行、中國銀行、國泰航空等多個政府部門、大專院校作培訓導
師。黃博士積極推動說話藝術訓練，著作有「說和話—口才自學法」、「每天進步多一些」、「知己知彼—
優質行政人員心法20式」、「辦公室突圍64法」、「創業智富」等暢銷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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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特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參觀入境事務學院
Visit to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財務策劃為將來―認識投資相連壽險計劃」講座
Investment-linked Assurance Scheme Investment Education Seminar

In order to familarise students with the duties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37 CBMP students 
visited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astle Peak Bay on June 8, 2012. 
Students were well-received by the staff and learned 
abou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and related-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They also visited the 
mock district court and interrogating office, training 
venues, show flat of staff dormitory and museum.

入境事務處的工作與市民生活息息相
關，除了負責香港特區的出入境管制事宜
外，還為本港居民提供多項服務，包括簽發
香港特區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簽證及身份
證，處理國籍事宜，以及辦理生、死及婚姻
登記手續。為增進學員對入境處工作的認
識，學院於2012年6月8日安排一行37位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前往位於青山灣
的入境事務學院進行參觀，得到入境處職員
的熱情招待。

一眾參觀學員首先前往演講廳，由入境
處的黃主任負責講解入境處的歷史及日常工
作範疇。黃主任風趣幽默的介紹，得到學員
的熱烈回應。學員紛紛提出個人生活中遇到的與入境處工
作相關的疑問，得到黃主任的詳細準確解答，獲益良多。

其後，學員分為兩個小組，在兩位入境處職員的帶領
下，參觀模擬地方法庭、職員訓練場地、模擬審問室、職
員宿舍示範室以及博物館。博物館在2006年初落成，總
樓面積為244平方米，共有六個展區，主題分別為：出入
境管制、個人證件、簽證及政策、管理及支援、執法及訴
訟和資訊系統。博物館收藏逾500件展品及200幀珍貴照
片，讓學員對入境處的工作及歷史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

◆	參觀學員於入境事務學院與兩位導賞教官合照留念

中重點介紹了投資相連壽險計劃。這類計劃是保
險公司發行的一種人壽保險計劃，除了為投資者
提供人壽保障，亦具備投資功能。一般會因應投
資者所選的投資項目，將資金投入若干「相關基
金」或「參考基金」，讓投資者有機會投資於不
同的市場及資產類別。

談及投資的風險，李先生建議有意參與投資
相連壽險計劃的人士，必須楚了解該計劃的特
點，包括其收費、投資回報模式、承保範圍以及
各類身故賠償選擇，然後才決定是否投資。講座
末部的問答環節，學員踴躍提出個人對該計劃的
疑問，得到李先生的詳細回應，獲益良多。

The Investment-linked Assurance Scheme 
Investment Education Seminar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Insitute an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was conducted on June 9, 2012 at 
the Serena Yang Lecture Theatre on OUHK Main 
Campus. Mr. Joseph Lee, Senior Manager of External 
Relations, was invited as the guest speaker to share 
his insights of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retirement prepa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nvestment-linked Assurance Scheme 
(ILAS). Joseph also reminded any potential investor 
of ILAS must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the subject 
ILAS, including the fees, return mode, insurance 
coverage and the different death benefit options, 
properly before deciding to invest in the ILAS.

◆	主講嘉賓李程亮先生與學員分享如何達至退休無憂

每十位在職人士當中便有八位認為仍未就退休生活作
好充分準備，他們普遍認為強積金並不足以維持退休後約
25年的生活費。銀行的儲蓄回報低，而研究統計結果表示
香港人壽命愈來愈長，因此作好周全的退休策劃，及早開
始投資及儲蓄才能累積財富，真正做到退而無憂。

有見及此，學院於2012年6月9日邀請証劵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對外事務高級經理李程亮先生為「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學員帶來「財務策劃為將來—認識投資相連
壽險計劃」講座，為學員的退休投資大計提供更多實用資
訊。

講座於本校楊雪姬演講廳進行，李先生與學員分享財
務策劃基本理念及流程，用生活化的例子幫助學員分析個
人財政狀況及應該如何制定投資組合為退休作好準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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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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2年9月5日（星期三）
地址：九龍何文田牧愛街30號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楊雪姬演講廳
時間：下午2:30 – 4:00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課程簡介會報名方法
●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按1-0聯絡本院）報名，

或；

● 請填妥出席回條（本計劃網站供下載）， 
傳真（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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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特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家庭健康博覽2012

Family Health Expo 2012

2012年10月學員活動預告 
Event Spotlight - October 2012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於2012年6月8-10日於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參

加家庭健康博覽2012，宣傳本計劃課程。參展期間，由本計劃同學會幹事

會製作的遊戲道具吸引眾多參觀人士的目光，遊戲設計的理念是希望可以藉

輕鬆的形式介紹本計劃的不同課程範疇，不少市民前往攤位作進一步了解。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joined the Family Health Expo 
2012 from June 8 to 10, 2012 to promote the tailor-made women empowerment 
programme to the public. A divertive game was designed to arouse public’s 
interest in the different aspects and copious courses offered by the Programme.◆	市民透過輕鬆的遊戲，對本計劃課

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10月12日
Oct 12

3:00 - 
4:15pm

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Visit to Tao Heung Museum of Food Culture

沙田火炭禾穗街15-29號9樓
1/F, 13 Au Pui Wan Street, Fo Tan, Shatin, N.T.

10月20日
Oct 20

11:00am - 
5:00pm

有機農場樂趣行
Eco-tourism of New Life Farm

屯門新福路33號
33 San Fuk Road, Tuen Mun, N.T.

10月27日
Oct 27

3:00 - 
5:00pm

美由「身」發，相由「身」生講座
Seminar “Show Your Inner Beauty”

香港公開大學何文田校舍楊雪姬演講廳
Serena Yang Lecture Theatre, Ho Man Tin Campus, O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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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活動日期以學員通告及本計劃網站公佈為準
To join the activities, please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ttached and return to the Office of CBMP before deadline.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o the Programme's website for details. 

留住畢業難忘時刻　訂購第八屆畢業典禮DVD
如欲重溫當日精彩片段，請參照以下訂購方法，訂購第八屆畢業典禮DVD：

請填妥以下表格，連同足額劃線支票，寄回本院，地址如下：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3樓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辦事處

訂 購 第 八 屆 畢 業 典 禮 D V D

訂購第八屆畢業典禮DVD表格

姓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訂購 　　　　 張DVD，總共為 　　　　　　 元　 □ 我已附上足額之劃線支票（支票抬頭：香港公開大學）

簽署：　　　　　　　　　　　　　　　　　　　　　　　日期： 

支票抬頭：香港公開大學

每張DVD定價：港幣四十五元正

只接受支票繳付，以其他方式付款恕不受理。

本院確認訂購及款項後，會直接將DVD郵寄到訂購者府上。

訂購截止日期：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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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度的奧運賽事，吸引全球目光，奧運場館

在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各舉辦國都會物色名師設

計場館，以求將場館打造成為新的地標性建築。奧運

華麗謝幕後，這些遺產的後續使用狀況又是如何呢？

以2008年舉行的北京奧運為例，比賽場館多達

31個，而12個新建場館的建築面積是故宮的4倍多。

如果沒有一個年年持續、上座率高、票價不低的大型

比賽，這樣大型體育場的維護無疑將遭遇巨大挑戰。

「水立方」是目前京奧後利用最充分的場館，不

僅各種活動、賽事接連不斷，而且獨特的造型也吸引

著世界各地的遊客來觀光旅遊。自對外開放遊泳業務

後，「水立方」的營運收入也相應不斷增加。另一主

場館「鳥巢」曾經舉行過多次具影響力的體育比賽和

文藝演出，包括2009年的成龍演唱會、宋祖英演唱

會、歌劇《圖蘭朵》，還舉辦了多次會議和活動。其

待開發的5萬平方米商業面積未來將成為奧林匹克主

題餐廳、健身休閒中心等。2009年多家體育經紀公

司開始籌辦2010年的意大利超級杯、皇馬中國行、

ROC世界車王爭霸賽等多項重要體育賽事。而部份建

於北京各大學中的場館改建後已相繼投入服務，滿足

大學體育運動及教學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大型場館的後續使用和維護困難，那麼可

拆卸的場館未免是一個解決難題的好辦法。

2012倫敦奧運結束後，所有的新建場館，都會

如「變形金剛」一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變身：

游泳館「海浪」的白色翅膀將被拆除，1.7萬個座位

僅留下2500個，成為對公眾開放的游泳池，泳池可

以做大小與深度調節，適合不同程度的游泳者使用；

而「倫敦碗」則拆除上層的5.5萬個座位，僅留下田

徑場和底層的2.5萬個座位，奧運結束後「出售」給

一支英超球隊作為主賽場。單車館的賽道將進行適當

改建，以便與山地車道及其他單車運動道結合，建成

一個公眾單車運動園。另外，籃球館將被徹底拆除並

可能在他處重建。倫敦有不少公司提供運動場館和設

施租賃工作，這個籃球館或許將來會有機會出現在別

的國家的運動會上。

無可置疑的是，奧運會給主辦國帶來高經濟效

益，提升國際形象。但是，如果未能妥善利用耗鉅資

興建的比賽場館，政府及國民勢必要為這些大白象工

程付上沉重的財務代價。

The splendid competition arenas of Olympic Games 
usually become the new landmarks of the host country. 
However, insufficient utility rate and high maintenance 
expenses will be the headaches for the host after the 
Olympic.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arenas, the host could 
consider attracting bi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performance such as operas and concerts of famous stars, 
or renovating the arenas and open for public use and as 
tourist spots. Designing demountable structure for the 
arena is another smart trick. Taking 2012 London Olympic 
as an example, the roof (with 55 thousand seats) of the 
Olympic Stadium could be disassembled easily after the 
closing ceremony. Only 25 thousand seats would be left, 
which allows a more flexible usage of and saves huge 
maintenance expenses. 

知 識博覽
後奧運時代―比賽場館何去何從？

Usage of Stadiums in Post Olympics Era
Knowledge Blogger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
新 課程推介

很多人時常慨嘆：「跟人相處真的很難！」你有

沒有類似的感受呢？從工作間與同事相處，以至協調

不同的家庭角色關係，要掌握自如真的不是一件易

事。人由出生到死亡，人際關係都是其成長經驗的核

心，要令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良好的感覺，由表面接

觸到社交以至分享、相屬及互相支持，都不是容易的

發展過程。其實，愉快真誠的交流並不是遙不可及

的，只要掌握合適的溝通態度和技巧，就能建立良好

的人際關係。

本科的宗旨是深化學員對人際關係的概念及提供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以分享形式對相關課題作

出討論，幫助學員在自己生活的群體中，藉着自我反

思，了解自己及他人的想法，從而有效表達自己，增

進與別人的關係，培養健康和正面的人格發展，讓人

生更豐盛美滿。

本科單元一至五為「自我完善篇」。單元一會以

自我概念的形成、自尊感的建立、自我形象的提昇作

為基礎，幫助學員由「我」出發，由了解自己開始，

審視和改進自己，從而增進人際溝通，也為後面各單

元打好學習基礎。單元二會介紹情緒管理的重要性，

及提供情緒管理的方法及技巧。單元三至五會講解壓

力管理、語言溝通及非語言溝通的內容與運用技巧。

單元六至十分為「人際關係篇」，在檢視兩性關係之

餘，也可以藉着理論了解堅實愛情所需的條件。另

外，本部分也會介紹九型人格中各人格的特徵，並對

人格的提昇及下陷給予建議。最後，本部分會在如何

與子女、夫妻及姻親建立良好的關係上，作出具體建

議。

認識自己是認識別人的開始，也是建立人際關係

的基礎。要了解別人先要了解自己，才能懂得怎樣與

人相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單元十一至十三會幫

助學員描述自我概念、自尊感及自我形象對個人社交

的重要性；進而運用自我概念、自尊感及自我形象以

改善人際關係。

課程適合各階層人士，為想提昇個人素質和建立

更良好的人際關係的你而設，所以，無需再猶豫，盡

快報名吧！

New Course



樂活樂學 
Learn and Live Better Life

活亮人生 
Lights up my Life

學 員心聲

當得知自己獲

頒2011/12年度

「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 」 卓 越 學 員 獎

（最高積分）的時

候，真的感到非常

驚訝和高興，從沒

有想過修讀這個計

劃，除得到豐富知

識外，竟可收穫這樣的一個「驚喜獎」。

回想當初，被貼在香港公開大學的一張「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海報所吸引，當下報讀其中一個科目，自此

便開始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學習旅程。我是一位

雙職婦女，每天工作非常忙碌，幸好所在的工作機構，

上班時間可以容許我調動安排，增加了報讀課程的機

會。然而，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我也難以這般專注地

投入學習，他們是我強大的精神後盾。

俗語有云：「聞雞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

人」。要擁有豐盛的人生，必須時刻充實自我。兩年

前，我的女兒前往英國升學，之後我就選擇在不同中心

報讀課程和做義務工作。作為母親也想以身作則，給女

兒一點鼓勵，讓她知道媽媽也終身學習，努力進修。此

外，我不斷報讀的動力也來自一班年長的同學，他們有

部份人住在離島，但上課從不遲到、不缺席，這份堅持

和認真，令我欽佩，他們是我的學習榜樣。

學員李麗莎

學員陳豔兒

◆	李麗莎（中）常參與義務

服務工作，積極回饋社會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一共有六十多個實用科目，

我計劃在退休前完成，於是就決定利用自己工作的彈性

時間和假期來安排上課。預備功課前，我會先用手機影

下問題和所需資料，利用乘搭交通工具的時間，隨時隨

地地閱讀及思考。學期完結之際，我便前往圖書館，集

中用一至兩天完成功課。雖然，每個學期我都修讀多個

科目，但絕不是敷衍了事，只求積分。我建議大家花多

點時間去閱讀教材的內容，因為知識會培養興趣，而興

趣又讓知識不斷增長，既惠及自己又可幫助身邊的朋

友。

修讀計劃後，我結識了不少新同學，大家也慢慢變

成老朋友。彼此分享學習經驗，互相學習，相處非常融

洽，在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方面也增進不少。我期待明

年可以再次與大家在畢業禮見面，也建議計劃增加更多

新課程和證書級數，讓廣大婦女繼續參與「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享有一個豐盛而精彩的人生。

Ms. Lisa Li was the winner of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Achievement of Points) at the 8th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She believed that it was her painstaking learning 
attitude that led her to success. Lisa has set herself a target 
of completing all CBMP courses before her retirement. To 
achieve this goal, she works round her schedule. She makes 
use of her commuting time to read course materials and 
prepare for the assignments. She has also met lots of new 
friends in class. Nonetheless, Lisa would like to thank her 
beloved family in particular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回想當初由朋友

推介下報讀「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不經

不覺已完成了四十多

個不同範疇的課程。

每個科目的教學單元

內 容 編 排 均 很 有 條

理 ， 涉 及 多 個 不 同

層面的學習理論、知識及技能，實用之餘更可開闊我

們的視野，啟發思考。每當課程完結後，我必定把教

材整理妥當保存在書架上，讓家人閒時翻閱，增長知

識；自己也可溫故知新，回味在課堂上的點點滴滴。

有幸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多位熱誠教學的導師，他們

毫不吝嗇地自備補充教材，使我們對課題有更深入了

解。雖然各同學的學習程度有所差異，但導師的經驗

分享使教學過程生動有趣，令我們產生濃厚的學習興

趣。

年多前，在米金鴻學友推薦下，我開始擔任龐森導

師電腦班的義務助教，在課堂上協助同學解決疑難。

期間，切身感受到同學們積極認真學習態度，更讓我

明白到教學相長的道理。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已與

這班同學成為摯友，現時經常在網絡上保持聯繫，互

相關懷，間中還相約茶敍、旅遊和遠足，友情有增無

減，這都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修讀語言表達技巧課程時，我深深感受到無言溝

通的困難，所以決心去聾人協進會修讀手語課程，現

己完成高級手語課程。希望可以籍此協助聽障人士增

強自信，提昇溝通能力，融入社會。加入「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大家庭的經歷，讓我願意為興趣而盡情學

習，從而積極正面活亮人生。

Ms. Christina Chan has completed more than 40 
courses of the Programme. She appreciated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course materials written by the OUHK. She was 
proud of showing those study packs (on her bookshelf ) to 
he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Christina then served as a 
voluntary teaching assistant for the computing courses of 
the Programme. She has built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s and instructor. Her next plan is to learn the 
dactylology so as to serve hearing-impaired people. 

◆	陳艷兒（前排中）參與本計劃

後，認識了一眾志同道合的朋友

Student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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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意義 
Why Study?

中醫食療，守護健康 
Healthy Eating - Chinese Medicine Recipe

◆	梁添強導師（前排左三）是青年會專業書院最受學員歡迎的導

師之一

◆	馬鷺（前排左四）與一眾中醫養生食療課程的學員亦師亦友

終身學習聽起來簡單，但實踐起來卻困難。二十多載
的學習，幾經磨礪，終於取得博士學位，箇中的辛酸，自
然深有體會。故此，我非常敬佩報讀「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的同學，因為他們已經勇於踏出第一步，拿出無比的
毅力和堅持，妥善協調個人生活、工作及家庭，他們這種
孜孜不倦學習態度實在值得讚賞。

學習的意義在於格物致知、在於與時並進、在於靈活
運用。既不能死讀書也不能讀死書。「無書勝有書」，並
不是說不要學習，只要實踐。雖然這樣也有機會成功，但
會比有學識的人多繞了一個大圈子。它實際的意思是，不
要墨守成規，學習過後，要經過理解將知識融會貫通地使
用出來。

多年來，中醫學在香港一直未能得到廣泛的普及和
發展。平常診治病人的過程中，我已發覺許多人對中醫
不了解，缺乏養生和食療方面的常識。因此，我非常高
興能夠有「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這個學習平台，四年的
任教，讓我有機會傳播中醫知識，和同學們一起增進對
中醫養生食療的了解，改善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態，感觸
良多。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人開始回歸自然，
追求有機天然的食品以提高人體正氣（免疫力）。我們
認識到養生和食療在日常生活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不
只求溫飽，還要了解每種食物的不同性質，並因應不同
的季節，對身體進行補益，才能得天地之正氣，達到最

導師梁添強博士

導師馬鷺中醫師

知識就像水、食物和空氣，是人的基本所需。學
習就像呼吸及消化系統，要將知識消化、吸收。珍
惜、爭取學習的機會就如同爭取我們基本需要一樣。
有了機會，便應善加利用，慢慢消化、吸收這些精神
上的食糧。

學習並沒有年齡、性別之分。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已年事漸長，學了有什麼用！」，又有些人會
說：「女人之家，學了有什麼用！」。但社會的進
步，正正在於人民的整體學習，知識的提高。對於仍
在猶豫的人，我真心邀請你們加入「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加入知識的大家庭。當你在知識的海洋中暢泳
時，你便會領略到學習的快樂。

在計劃執教了七個春秋，藉此機會與各位共勉，
珍惜學習的機會，捉緊學習的時機，在往後的歲月裡
我仍會陪伴各位，創造美好的七彩橋。在此也告慰遠
在天國的母親，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Mr. Sunny Leung obtained his PHD degree this year, 
so he understands well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ursuit 
of lifelong study. He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to the 
CBMP students who seized every opportunity to enrich 
themselves. Sunny believes that both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re the keys to success. He hopes more women 
learners can share the fun of learning at CBMP. 

好的狀態。而中國醫學在此方面有著幾千年的傳
承，值得好好研習。

許多同學從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身體是「虛」
還是「實」，屬「寒底」還是「熱底」。參加課
程後，學到了很多實際的養生和保健方法，大部
份學員現在已可用一些簡單的食療應對一些小病
痛。例如，熱氣咽痛可用花旗參加菊花沖水服
用；血脂高、膽固醇高用山楂、田七、荷葉煲水
飲用；糖尿病可以用苦瓜、南瓜來控制血糖等。

看到學員透過學習，能夠學以致用，用中醫食療
常識保障個人的身體健康，是作為導師的最大欣慰。
藉此，我謹代表學員及導師，感謝香港公開大學和婦
女事務委員會提供這個學習平台，使我和同學能夠繼
續一起學習，為我們的健康提升共同努力。

以上中醫養生食療食譜僅供參考，服用前請就個
人自身身體狀況諮詢中醫師。

Mr. Mark Ma is a register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He enjoys being an instructor of the Programme 
which allows him to learn from the students. Mark loves 
shar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ipes with the 
students.  He hopes that women learners know how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ir health after studying the CBMP courses. 

導 師分享
Instructor Voice

9



10

藝術作品專題展覽
The Open Week

學院於2012年6月8日至11日，在上環信德中心舉行一連

四日的「藝術作品專題展覽」，展出視覺傳意、室內設計、立

體設計、時裝設計、中文書法及商業漫畫等作品，盡是最出色

的學生作品，另更包括本院導師兼書法大師余寄撫先生的傑

作，吸引不少學生、同事及市民參觀和支持。

A four-day exhibition entitled The Open Week was held 
from June 6 to 8 at Shun Tak Centre in Sheung Wan to showcase 
outstanding artworks by our students, ranging from visual design, 
interior design, 3D design, fashion design, Chinese calligraphy to 
commercial comic arts. Our instructor, distinguished calligrapher, Mr. 
Yee Kee-fu’s masterpieces were also in the collections and gained 
mass support.

學 院動態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	中心主任徐頌文先生在畢業禮上分享協辦心得

我很榮幸在今日第八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

業典禮上代表我的機構─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港

島）作一點分享。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在提升學員學習能力的成

效上毋庸置疑。事實上，從我的觀察及接觸中，學員

有所裨益的不僅是知識及能力，還有以下4個得著：

「C」，代表「Confidence」，亦即「信心」。

隨著不同知識及能力的增長，並獲頒各級證書，學員

的自信亦不斷提高。

接著是「B」，代表「Bond」。我所指的當然不

是「債券」，而是比債券更為珍貴的「聯繫」，包

括學員之間的聯繫、與協辦機構的聯繫、與社會的聯

繫。

「M」，代表「Me」。除了促進學員與社會及他

人的聯繫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加深對自己的聯繫。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內容涵蓋生活不同層

面，有助學員更加認識自己的性格、潛能及目標，從

而肯定自己、突破自己。

最後是「P」，代表「Pride」。學員既然能夠突

破自己，當然值得自豪。作為協辦機構，看見學員不

斷進步，我們中心也感到驕傲。

機 構巡禮
天主教香港教區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港島)

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Workers

我們中心在2004年3月至今，一直協辦「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而幾位曾經參加「健康飲食」及「環

保生活」課程的學員，在中心的鼓勵下，在2004年

12月成立「有機會」小組，透過有機蔬菜共同購買

計劃，推廣有機飲食及公平貿易，並推動對本地有機

農業的支持。小組的故事不僅輯錄於《從三斤半菜開

始》一書中，在我們教會一位朋友的支持下，「有

機會」在2011年更開始以非牟利業務的形式運作。

她們在化興趣為事業的過程當中，充份表現我所說的

「C」、「B」、「M」、「P」。

「 積 木 」 的 英 文 是 「 B u i l d i n g  B l o c k 」 ， 而

「Building Block」亦可解釋為「事物的基礎」。即使

我們每人各有不同的性別、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宗

教信仰，只要我們彼此尊重、團結合作、取長補短，

我們就可建設一個穩健的社會基礎，並可在這個基礎

上不斷發展，累積更多社區資本。而CBMP─「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在建設這個基礎上，扮演著一個

積極的角色。

最後，我謹此向孕育及推展「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商業電台及香港公開大學表

示謝意。誠盼政府、商界、學界及非政府組織能夠繼

續互相合作，造福市民。

謝謝大家！

Mr. Chui Chung Man, Centre Manager of the 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Workers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one of the NGO partners of the Programme, at the 8th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held on June 1, 2012. He 
used “Confidence”, “Bond”, “Me” and “Pride”, echoing with 
the English initials of the Programme, to convey the core 
concepts and objectives of their operating philosophy. 

中心主任徐頌文先生

NGO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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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院長（右）致送紀念品予婦女事

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左）

◆	學院副院長曾德源博士（中）

頒贈紀念旗予「自在人生自助

計劃」同學會代表

◆	（左起）校董會司庫黃奕鑑先生、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主禮嘉賓方正博士

及學院院長呂汝漢教授主持切餅儀式

◆	前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靜芝女士（左二）應邀出席晚宴

二十周年院慶晚宴 盛況空前
Splendid and Glamorous -
20th Anniversary Banquet

A grand banquet held on June 15 at BP International pushed the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LiPACE to its climax. The event was officiated 
by Guest of Honor Dr. Eddy Fong (Chairman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UHK). The occasion was also graced 
by the presence of Prof. John Leong (OUHK President), Proj. CM. Leung and 
Prof. Danny Wong (OUHK Vice President), Council members, partners, staff, 
students and alumni.

The banquet opened with Prof. Leong’s and Dr. Fong’s speeches, 
followed by souvenir presentations to partners, alumni representatives and 
long-serving staff, as well as a series of spectacular student performances 
including Band Show and Fashion Show which demonstrate the versatility 
and talents of our students. Our Director, Prof. Lui Yu-hon’s Vote of Thanks 
and an exciting lucky draw called the end of the night.

學 院動態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二十周年紀念的慶祝活動一浪

接一浪，最後由院慶晚宴掀起高潮，將

喜慶氣氛推至高峰。晚宴於6月15日假

龍堡國際舉行，由大學校董會主席暨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方正

博士主禮，來賓包括大學校長梁智仁教

授、副校長梁鎮明教授及黃錫楠教授、

校董會成員、合作夥伴、職員、學生、

校友會成員等等，場面熱鬧。

梁校長致歡迎辭時表示見證了學院

近十年的成長，並為學院創下的佳績感

到相當自豪。方博士致辭時則讚賞學院

上下充滿活力、幹勁及創意，期望學院

在未來作出更多突破。

席間，學院頒贈紀念品予合作夥

伴、校友會代表及長期服務員工；而精

彩的學生表演亦讓來賓目不暇給，當中

的時裝表演最令人印象深刻，專業模特

兒在台上及會場內展示本院學生設計的

服裝，盡顯學生的造詣和才華。

院長呂汝漢教授致謝辭時逐一感謝

大學的體恤和信任、合作夥伴的支持以

及同事的努力。盛會最後以獎品豐富的

幸運大抽獎作結，來賓無不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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