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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 Article

專 題 報 導

香港是一個融匯多元文化的都會，所有在港生

活人士都是一家人，不論種族、來港時間的長短，

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們應該打破隔膜，幫助他

們融入社會。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由2012年11月學期開

始，推出以英文及普通話授課的課程，希望可將這

個在香港社區內成功推行的創新學習計劃，進一步

擴展至母語為非廣東話的少數族裔及內地新來港人

士，真正做到無論年齡、性別、種族、學歷背景，

只要有興趣持續進修的人士均可參加。

2013年3月學期，本計劃成功開辦以普通話授課

的「輕鬆學電腦」和「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以及

以英文授課的「輕鬆學電腦」課程。課程由協辦機構

聘請合資格的導師以英文或普通話教授，幫助學員

打破部份語言障礙。教材發展小組更因應少數族裔

的生活經歷、特性及需要，對原有教材作出修訂，

編寫出英文版教材。如「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的教材，就加入了他們在香港生活所遇到的場景、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熱議話題，確保教材的實用性。

有見本計劃現有的協辦機構中服務少數族裔及

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機構數目有限，計劃已於2012

年12月開始於全港範圍內招募更多服務此類對象

的非政府機構成為合作夥伴，主力協助本計劃推出

英文及普通話授課課程。現時，已招募的機構表列

如下：

•	新家園協會（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

及新界西五個服務處）

•	宏施慈善基金會社會服務處

•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	亞洲歸主協會常光睦鄰中心

•	聖公會聖約瑟堂社會服務處

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學期，本院更特別推

出宣傳及開班津貼，鼓勵及協助協辦機構嘗試開辦

英文及普通話授課課程。有興趣協辦課程的機構，

歡迎與本院聯絡，攜手將這個有意義的計劃推廣至

更多不同社群。

為配合宣傳普通話及英文授課課程，本計

劃的宣傳單張及報名詳情現已可於平等機會委

員會網站上瀏覽；融樂會、天主教勞工牧民中

心九龍服務處亦可索取課程資料。另外，本計

劃於2013年1月24日參加錄製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節目，介紹課程特色，有興

趣人士可前往香港電台第二台網站重溫。

現時本計劃網站已加設英文版，方便非華語人

士了解計劃相關資訊。200個免費體驗課程學額亦

已開放予非華語人士申請，符合資格人士最多可申

請免費報讀兩科英文授課課程。

2013年7月課程普通話及英文授課課程現已開

始接受報名，快來加入我們，一起多學一點，活得

更精彩吧！

◆	少數族裔學員修讀本計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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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introduced English and Putonghua teaching 
courses starting from 2012/11 intake, as one of the new 
initiatives in 4th Project Phase, aiming to further extend 
th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women learning program 
to ethnic minorities and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in 
Hong Kong. 

CBMP successfully offered“Computer Literacy 
Made Easy”(taught in English and Putonghua) as well 
a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taught in Putonghua) in 2013/03 intake. The course 
development team translated the existing course 
materials to English versions and modified some of the 
chapters in response to life experiences,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course was taught 
by qualified instructors in English or Putonghua, which 
helped the students to get through language barriers. 

In line with the promotion of English and Putonghua 
teaching courses, leaflets and application details are 
now available on CBMP website as well as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website. Leaflets can 
also be obtained in Unison, Catholic Diocese of HK 
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Worker (Kowloon). These 
courses are now offered by our NGO partners, such as 
New Home Association, S.K.H. St. Joseph’s Church & 
Social Centre,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Shum Oi 
Church, etc. 

To encourage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to take the first step of lifelong learning, 200 free trial 
places are now open for application. Every new non-
Chinese CBMP student can apply for a total of two free 
trial English teaching courses at most in 2013/07 and 
2013/11 intakes.

2013/07 intake is now open for enrollment. Come 
and join us!

普通話及英語授課課程時間表

科目	Course 上課地點及時間	Time	and	Venue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普通話）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Putonghua)

新家園協會	(九龍東服務處)
7月3日至7月24日(逢一、三及五)
9:15	-	11:45	am

New	Home	Association	(Kowloon	East)
Jul	3	-	Jul	24,	2013	(every	Mon,	Wed	and	Fri)

新家園協會	(九龍西服務處)
7月3日至9月4日(逢三)
9:30	-	12:00	am

New	Home	Association	(Kowloon	West)
Jul	3	-	Sep	4,	2013	(every	Wed)

新家園協會	(香港島服務處)
7月5日至8月12日(逢一)
2:00	-	4:00	pm	及
(逢五)	(上)	10:00	-	12:00	am

New	Home	Association	(HK	Island)
Jul	5	-	Aug	12,	2013	(every	Mon	and	Fri)	

新家園協會	(新界東服務處)
8月3日至10月5日(逢六)
3:00	-	5:30	pm

New	Home	Association	(New	Territories	East)
Aug	3	-	Oct	5,	2013	(every	Sat)	

新家園協會	(新界西服務處)
7月3日至9月4日(逢三)
9:30	-	12:00	am

New	Home	Associa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Jul	3	-	Sep	4,	2013	(every	Wed)	

輕鬆學電腦（普通話）
Computer	Literacy	Made	Easy	
(Putonghua)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7月13至9月28日(逢六)
9:30	-	11:35	am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Shum	Oi	Church
Jul	13	-	Sep	28,	2013	(every	Sat)

新家園協會	(九龍東服務處)
(A)7月4日至8月5日(逢一、四)
9:30	-	12:00	am	
(B)7月4日至8月5日(逢一、四)
2:30	-	5:00	pm

New	Home	Association	(Kowloon	East)	
Class	A:	Jul	4	-	Aug	5,	2013	(every	Mon	and	Thu)	

Class	B:	Jul	4	-	Aug	5,	2013	(every	Mon	and	Thu)	

子女教育（普通話）
Children	Education	(Putonghua)

新家園協會	(九龍西服務處）
7月5日至9月6日(逢五）
9:30	-	12:00am

New	Home	Association	(Kowloon	West)
Jul	5	-	Sep	6,	2013	(every	Fri)

新家園協會	(香港島服務處）
7月2日至8月8日(逢二、四)
2:00	-	4:00	pm

New	Home	Association	(HK	Island)
Jul	2	-	Aug	8,	2013	(every	Tue	and	Thu)

新家園協會	(新界西服務處）
7月2日至9月3日(逢二）
9:30	-	12:00am

New	Home	Association	(New	Territories	West)
Jul	2	-	Sep	3,	2013	(every	Tue)

輕鬆學電腦（英文）
Computer	Literacy	Made	Easy	
(English)

聖公會聖約瑟堂社會服務處
7月10日至10月2日(逢三）
4:30	-	6:00pm

S.K.H.	St.	Joseph's	Church	&	Social	Centre
Jul	10	-	Oct	2,	2013	(every	Wed)

婦女與社會（英文）
Women	and	Society	(English)

聖公會聖約瑟堂社會服務處
7月6日至8月31日(逢六）
4:30	-	6:00pm	及
(逢三)	9:30	-	11:00	am

S.K.H.	St.	Joseph's	Church	&	Social	Centre
Jul	6	-	Aug	31,	2013	(every	Sat	and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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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學期電台廣播課程時間表

2013年3月學期電台廣播及

網上課程總結講座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47CR 實踐退休之樂

2013年5月21日	(二)

上午	9:15-11:15

T03室CBMP1024CR 香港文化漫談 上午	11:30-1:30

CBMP1009CR 理財之道 下午	2:00-4:00

CBMP1066CR 中醫傳統康復療法 下午	4:15-6:15 T21及T22

CBMP1013CW 法律與日常生活
晚上	7:00-9:00

T24室

CBMP1036CW 求職技巧入門 T23室

註：	 1.	版權所有，如主講者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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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港島教學中心。

聲明

第二十五期通訊「學員心聲」欄目相片描述更正為張麗蓮夫婦（左一及左二）與本計劃學員於旅行後，

一起開心聚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主講嘉賓 播放時期

CBMP1015CR 解開心結 2013年7月1日起	(逢星期一) 唐弘智博士

新城資訊台
(FM99.7-102.1MHz)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九時至十時

CBMP1071CR 認識另類投資 2013年7月2日起	(逢星期二)
李錦榮先生，潘新江先生，
熊麗萍女士及朱家明先生	

CBMP1002CR 兒童成長與護理 2013年7月4日起	(逢星期四) 關嘉美醫生

CBMP1011CR 旅遊百事通 2013年7月5日起	(逢星期五) 黃進達先生

註：	學員可於節目播放後一星期起，隨時登入新城知訊台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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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本計劃熱線2915	2380（按1-0）。

星級主講嘉賓介紹
唐弘智博士
唐弘智博士是註冊輔導心理學家，亦為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主要專注於輔導、臨床和法證心理學。

唐博士現於香港執業，主要提供個人、生活及成長輔導，以及婚姻與家庭治療；並為多間非政府和政府

機構舉辦不同課題的工作坊及臨床督導。唐博士亦為港安醫院駐院心理學家及為護苗基金提供心理諮詢

服務。

李錦榮先生
李錦榮先生是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的投資基金委員會主席，亦是現任富達國際投資個人投資業務總監－亞

洲（日本除外）。他在資產與財富管理行業擁有超過二十年的豐富經驗。

關嘉美醫生
關嘉美醫生的註冊專科為家庭醫學。關醫生經常於報章及電視節目上分享婦科、戒煙、飲食失調症、心

理輔導及人際關係等範疇上的知識，並設立私家診所，同時亦服務於香港浸會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

黃進達先生
黃進達先生是香港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從事旅遊行業超過十年，黃進達先生除了致力發展

出境旅遊業務外，亦積極推動業界培訓和行業發展，現任為西非馬里共和國駐港名譽領使、香港旅遊業

議會名譽司庫及理事、旅遊事務署郵輪業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職業訓練局(VTC)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

學科顧問委員會業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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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2013年7月學期網上學習課程簡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2013年6月學員活動預告

電腦科技已越來越廣泛被應用在教育領域。香

港公開大學是開辦遙距課程及網上學習課程的先行

者，「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亦自2010年7月學期開

始提供網上學習課程。本院希望透過這種新學習模

式，更方便學員靈活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鼓勵更

多在職女性加入這個學習計劃，同時幫助部份較少

使用新資訊科技的學員，熟悉電腦及互聯網操作技

巧，與時代接軌；以豐富的多媒體教學工具，激發

學員的學習興趣，自我增值。

網上學習課程運用大量插圖、動畫、漫畫、互

動遊戲、硬照動畫、廣播劇及錄像等多媒體輔助教

材，使學員能更輕鬆容易地掌握較抽象及深奧的知

識。而導師也能運用網上討論區為學員解答問題，

除使用文字解答外，還可使用語音傳送給學員，方

便師生間更清晰快捷地進行溝通。

本學期將推出「藝術文化的培養」及「中醫養

生食療」兩個網上學習課程。註冊學員可自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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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豐盛人生。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

日期* 時間 活動 地點

5月25日	(六) 下午2:00-4:00
「對症下藥	—	認識西藥的使用」講座
主講嘉賓：藥劑師羅俊昌先生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港島教學中心T21及T22

6月5日	(三) 上午10:30-12:00 參觀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香港金鐘添馬艦立法會道1號	

6月15日	(六) 下午2:00-4:00 探訪保良局幼童院舍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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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於網上學習平台進行21小時的多媒體學習，

並參加由本院安排的4小時講座，與該科導師有更

緊密互動。即使已以電台或面授模式修讀過課程，

也定能在此新穎的教學模式中得到更多收穫。快來

加入到網上學習的大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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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電郵個人資料（出席人士姓名及聯絡電話）至

cbmp@ouhk.edu.hk。

◆	網上學習課程使用多媒體教材，提升學員的學習興趣。

日期：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荔景教學中心1樓106室

地址：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港鐵荔景站A1出口對面）

時間：下午2:30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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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分成小組分享各自對夢想的看法及實踐計劃

◆	學員在導賞員的輔助講解下觀看短片介紹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參觀新順福食品有限公司
Visit Sun Shun Fuk Foods Co. Ltd.

「實踐夢想 計劃未來」講座
Seminar: Make the Dreams Come True 

中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深諳飲食文化的民

族，不僅食出了八大菜系、滿漢全席，就連簡簡單

單的麵也是花樣百出，令人叫絕。

2013年1月26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一行

超過六十位學員前往位於元朗的新順福食品有限公

司參觀。新順福代理的食品包括各類麵食及中華

調味料。活動當日，導賞員施先生首先向學員播放

介紹公司歷史及業務的短片，讓大家對公司有初步

認識；然後介紹展廳內的制麵設備，讓學員大開眼

界。新順福旗下的麵類十分多元化，施先生介紹當

中幾款暢銷產品的最佳烹調方法，學員踴躍發問，

氣氛熱烈。參觀時臨近新年，正值學員置辦年貨之

際，公司推出大量特別包裝及禮盒裝的食品予學員

自由選購，大家無不滿載而歸，盡興而回。

Chinese noodles are one of the gems in the cuisine 

history all over the world. On Jan 26, 2013, more than 

60 students visited Sun Shun Fuk Foods Co. Ltd. (Sun 

Shun Fuk). Sun Shun Fuk is offering diverse healthy 

noodles. Through a video, students learnt the history 

有人這麼說過：「人有了物質才能生存，人有

了夢想才稱得上生活。」你的夢想是什麽？你有多

久沒有正視過自己的夢想？曾經的夢想，已經在光

陰裡漸行漸遠，被你埋進心底了嗎？

2013年2月2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舉辦

「實踐夢想	 計劃未來」講座，吸引超過50位學

員出席。兩位夢想導師，莊國棟先生及曾家健先生

帶領學員重新認識自我，描繪心底的夢想。學員透

過工作紙盤點有助實現夢想的現有資源，在導師指

導下訂立實現夢想的時間表，令夢想具體化並變得

可操作實行。其後，學員分成小組分享各自對夢想

的看法及剛剛努力總結的成果，兩位導師則穿插於

and corporate development of Sun Shun Fuk. After 

that, Mr Sze, the guide from Sun Shun Fuk, showed  

students not only the the noodle making machine in a 

display room but also the best way to cook different 

kinds of noodles. Since the Chinese New Year was 

coming, various box sets were offered at special prices 

to CBMP students. Everyone returned with a full load 

of presents.

不同小組中細心聆聽並對學員提出專業建議。

沒有一顆心會因為追求夢想而受傷，當你真心

追求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你完

成。藉著是次講座，學員對個人的夢想有了進一步

的了解，亦明白到夢想不會拋棄苦心追求的人，只

要肯實際地行動，夢想總會一步步達成。

What is your dream? Have you already forgotten 

and buried it in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Over 50 students attended “Make the Dreams Come 

True” seminar on Feb 2, 2013.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wo speakers, Mr K. T. Chong and Mr K. K. Tsang, 

students got much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dreams. In order to make the dreams 

more concrete and realizable, students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utility resources and set a timeline for 

them. Subsequentl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share about their dreams, while speakers walked 

between groups and provided professional advices.

No heart will be hurt because of the pursuit of 

dreams.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take action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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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徵稿啟示
Call for Articles

喜歡創作並樂於與人分享的老師和同學請注

意！你「身懷絕技」，但從不顯露於人前？你一直

尋找分享自家創作的平台？現在是你作品得以面世

的機會！本通訊現將開始增設「自在留言板」及

「舞文弄墨」兩個欄目，歡迎所有師生投稿。

自在留言板

刊登師生自由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詩詞、散

文、座右銘或格言等，內容圍繞對人生的感悟。文

章以500字為限。

舞文弄墨

刊登師生書畫、手工藝或攝影作品。投稿請附

上藝術作品相片及約100字的作品介紹。

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尋找知音

人？無須猶疑，請即行動，踴躍投稿！

來稿請附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通訊地址，寄

電子郵箱cbmp@ouhk.edu.hk或郵寄至葵涌荔景山

路201-203號3樓「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辦事處收。信封或電

郵請註明投稿欄目。

The CBMP Newsletter is a 

platform for you to share your 

articles and artworks. You are 

invited to submit your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poems, essays, 

mottos or maxims. Calligraphy, paintings, handicrafts or 

photographs are also welcomed.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share your masterpieces with all CBMP students. Act 

Now!

Submission Channels:

Email :  cbmp@ouhk.edu.hk

Mailing Address : CBMP Office, 3/F, 201-203, 

  Lai King Hill Road, Kwai Chung.

亦師亦友，互相學習
Learn from each other

導師　陳淑儀

          Instructor Voice

導 師 分 享

一年多前，我正式加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並擔任多個課程的導師。在眾學員眼中我可能是

位年輕的「小女孩」，但每次上課前一聲「老師

好！」、「老師早晨！」，還有每個課堂完畢時的掌

聲鼓勵，已令我十分感動。

2012年，我主要任教「語言表達技巧」和「中

西音樂欣賞」。在學員眼中的「語言表達技巧」是

一個講求互動的科目。為了鼓勵他們多參與，每堂

我均會預備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素材，以及最新的時

事作為討論題材。最近得知一位學員與家人溝通上

有了一大進步，我也感到開心。

至於「中西音樂欣賞」，我希望由淺入深，利

用簡單的方法讓學員學習較複雜抽象的理論，務求

盡量把音樂知識分享給他們。期間我安排了兩場音

樂會，讓學員可理論與實踐結合，跳出課室，走進

音樂廳欣賞音樂。效果出乎意料的理想，他們聽得

十分陶醉，久久不願離開！看到他們主動用心温習

我撰寫的筆記，還積極到我建議的網站重溫音樂欣

賞的內容，這種學習態度確實值得讚賞。

課堂以外，我不時也會請教學員。當中一位退

休護士，她時常與我分享健康飲食常識。班內還有

自製南瓜糕、糯米滋的高手、攝影發燒友、太極師

傅等，我們亦師亦友，互相學習。這是我成為「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導師的意外收獲。

I joined CBMP as instructor last year. I believe 
instructor can be friends with students and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I taught Presentation Skills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Appreciation in 2012. In order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class, I 
supplemented related daily new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wo concerts were arranged for students enrolled in 
music course. I hope they can integrate the complex 
theory and practice by such opportunity.

Students'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impressed me 
alot. One of my students is a retired nurse, who often 
shared with me the knowledge of healthy eating. Some 
students are experts of other fields, such as dessert 
making, photography, Tai Chi, etc. I am not only the 
instructor but also a friend of students.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is is the windfall I have gained from being 
instructor of CBMP.◆	導師陳淑儀(第二行左八)與學員亦師亦友6



CBMP1071C 認識另類投資

          New Programme

新 課 程 推 介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投資產品日新月異，本科

從金融投資者的角度出發，旨在讓學員對股票以外

的另類投資產品有初步認識，了解這些產品的優缺

點、交易機制以及風險，從而擴闊投資視野，並懂

得運用這些投資工具合理分散投資風險，實現資產

保值及增值的目的。

本科是認識另類投資的入門課程，內容分為四

大部分，第一部分“認識另類投資”，會簡介另類

投資的內容、投資目的及相關監管條例；而第二

部分的“基金投資”，會介紹多種不同基金類別的

運作、交易特點及風險；至於第三部分的債券及

外匯投資”，則會闡述債券與股票的分別及投資渠

道，以及講解槓桿式外匯交易特點及風險、人民幣

產品及貨幣基金；最後，第四部分“商品、衍生工

具及其他另類投資”，會介紹商品期貨市場運作及

合約，簡介主要衍生產品的特點及風險，如認股權

證、牛熊證等，與及簡單介紹藝術品等其他另類投

資類別。

課程共有十三個修讀單元。每個單元的學習內

容包括學習目標、學習重點、活動、學習資源及閱

讀範圍，務求令學生的學習有所依從。

單元一 另類投資入門

單元二 單位信託基金

單元三 私募基金、創投基金及基金中的基金

單元四 對沖基金

單元五 房地產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單元六 交易所買賣基金及預託證劵

單元七 債劵

單元八 存款證及定息投資工具

單元九 外匯及相關投資產品

單元十 商品及相關商品期貨

單元十一 衍生工具

單元十二 主題投資

單元十三 投資收藏品

博愛醫院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
Pok Oi Hospital 

Family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entre

          NGO Voice

機 構 巡 禮

博愛醫院成立於1919年，本著「博施濟眾、慈

善仁愛」的宗旨，致力為市民提供中西醫療、教育

及社會服務。

現時，博愛醫院共有十所兒童及家庭發展中

心，分別分佈九龍及新界各區，為區內兒童及家庭

提供多元化的預防和支援服務，促進家庭和諧。

近年，兒童及家庭發展中心加入了「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分別於屯門、天水圍、

青衣及沙田等地先後協辦不同類型的課程，

為區內居民提供自學平台，開展積極精彩人

生。當中開辦的課程包括有「健康飲食」、

　「長者健康與護理」、「解開心結」、「家庭之樂」、

	「中醫藥常識入門」、「語言表達技巧」、「中醫養生

食療」、「粵劇戲曲共賞」、「香港文化漫談」、「輕鬆

學電腦」、「家居意外急救法」、「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等。

中心亦會邀請博愛醫院轄下服務單位之同工出

任導師，例如由機構註冊中醫師教授中醫課程；註

冊營養師教授有關健康飲食的課程；註冊社工教授

有關個人、家庭、社會等健康教育的課程，務求以

固有的資源回饋社會大眾，吸引學員持續學習，

踏出自學自助第一步，貫徹「要活得精彩，就要

學多一點」的精神。

Founded in 1919 Pok Oi Hospital has always lived 

by its motto - “We Love, We Care, We Serve” - striving to 

provide quality med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at large.

Family Multiple Intelligences Centre in Tuen Mun, 

Tin Shui Wai, Ching Yi, Shatin have joined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In recent years, 

to accommodate the learning needs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the centers offer CBMP courses in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Healthy Diet, Chinese Medicin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etc.

In order to attract student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qualified instructors, i.e. Registere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Registered Dietitian,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s were appointed to assure the teaching quality. 

We hope students can implement the motto of CBMP, 

“Lifelong Learning, Brighten Your Life”.

◆	學員專心上課並筆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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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斷求進步和改變的社會，自知見識貧

乏，理所當然要自學增值，才能與時並進。從報章

得悉「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後，多年來合共修讀了

四十多個科目，心靈得到啟迪，亦增強了個人自

信。我把所學的點滴，運用在生活上，漸漸填滿人

生無知的空白點。

我修讀過「家居維修保養常識」，現時如家中

出現渠道淤塞等小問題，也能自己解決，慳錢之餘

亦讓我十分有成就感。修讀「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使我打破了害怕與人接觸的心理障礙，變得

樂於與人為友，而與同事之間的相處和合作更勝從

前。最大得著還要數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和

同學，三人行必有我師，大家互相學習，我的生活

圈子因而擴闊了，人也變得樂觀，使我更加積極調

配時間在業餘進修。

在此，要感謝長期病患的丈夫，在他的協助

下，家務得以完成，讓我能專心學習。女兒亦讚揚

我比從前開通了，家人關係更溫馨融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將自己畢生的精力投入

無限的事業和學業，需要不斷求進，所以我會繼續

參加「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多學一點，生活更精

彩；不斷增值，人生更豐盛。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a must if you want to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I have already taken 40 CBMP 

course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I have learnt 

from the courses enhanced my confidence and was 

practical enough for me to apply into daily life.

The course on household maintenance equipped 

me with the basic skills to fix easy  problems, e.g. 

drainage cleansing. After taking the cours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I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fear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My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colleagues has been 

improved and I benefited greatly from making friends 

with classmates.

Taking this chan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husband 

and daughter for their all-round support. Knowledge is 

infinite but life is short. I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CBMP and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do so.

◆	學員辛潤章(第一行右一)與董桂榕導師(第一行左二)及同

學合照

學以致用
Learn and Apply

　學員  辛潤璋

          Student Voice

學 員 心 聲

學院總部暨全新葵興教學中心

於2013年9月進駐九龍貿易中心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 院 動 態

秉持着香港公開大學「有教無類」的理念，李

嘉誠專業進修學院以「推動終身學習」為使命，多

年來努力不懈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優質、靈活和多

元化的全日制和兼讀制課程，以滿足大眾終身學習

的需求。為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環境及配合學院的持

續發展，學院在得到大學的支持下，正於葵興設立

學院總部暨全新的教學中心，預計於2013年9月落

成啟用。

葵興教學中心正式啟用後，位於上環港島教學

中心的課程將會安排於上環林士街的安利中國文化

藝術教學中心及設備完善的全新葵興教學中心上

課，而荔景及九龍灣教學中心將會繼續開放，同步

為社會大眾提供更理想的學習經歷與生活。

學院一直致力於提供多種類，不同範疇，不同

程度的全日制課程，適合不同成績的學員以興趣出

發，持續進修。學員不僅可以從多個學習範疇中

選取自己的興趣課程，如文化藝術及設計、商業

及旅遊、健康及社會科學等，畢業後學員所獲得的

資歷更是得到多方面認可。學院的文憑、高級文憑

（新課程除外）及大學基礎教育文憑課程均獲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分別納入資歷架構第

三及第四級，部份學士學位課程已納入資歷架構第

五級。在專業認可方面，本院提供的會計學高級

文憑、商業管理高級文憑、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及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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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士學位 

毅進文憑 (1年全日制) 副學士先修  (1年全日制)文憑  (1年全日制)

大學基礎教育文憑  (1年全日制)高級文憑  (2年全日制)

(2年兼讀制)

學位課程均護相關專業團體認可及不同程度考卷之

豁免，而幼兒教育高級文憑之畢業生更可獲教育局

認可，註冊成為幼稚園老師及幼兒工作員。

此外，學院提供的毅進文憑課程（1年全日制

或2年兼讀制）為未能於中學文憑試中取得理想成

績的學生或中六離校生提供另一種升學途徑，為他

們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歷。學員完成了課

程後，將取得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五科（包括

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第二級成績的資歷。完成毅

進文憑課程的畢業生可符合報讀高級文憑和大學基

礎教育文憑的學歷要求，邁向升讀大學之路。同

時，本課程獲政府認可，完成後可申請公務員職

位。有關各項課程之詳程，請參考本學院之全日制

課程指南。

Guided by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motto “Education for all”, LiPACE sets its mission as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and has strived to provide 

learners with quality and flexible full-time and part-time 

programmes in a wide variety of disciplines. To offer 

students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alongside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LiPACE with great supports 

by the University will relocate its headquarters and 

set up a brand new Learning Centre at Kwai Hing in 

September 2013. 

Once the new Learning Centre is in use, 

programmes/courses currently offered at the Island 

Learning Centre (Sheung Wan) will be arranged to the 

Amway Chinese Arts and Learning Centre (located 

at Rumsey Street, Sheung Wan) and the brand new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Through operating the new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together with the OUHK-

CITA Learning Centre (next to Lai King MTR Station) 

and Kowloon Bay Learning Centre, the Institute looks 

forward to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an even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xperience.

Our Institute has been providing programmes that 

are not only flexible covering a wide variety of interests 

(e.g. arts and design, business and tourism,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etc.), but also receiving high recognition 

from professional as well as academic aspects. The 

wide range of full-time programmes includes degree 

programm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verseas universities, 

Higher Diplomas, Diploma for University Foundation 

Studies and Diplomas. 

The Institute also offers Yi Jin Diploma (YJD) to 

Form 6 school leavers as an alternative study path. 

With the qualification deemed comparable to Level 2 

standards in five subjects in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includ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the YJD 

graduates will be qualified to apply for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s and the Diploma for University Foundation 

Studies offered by the Institute as effective pathways 

to Bachelor’s Degrees. Please refer to the Institute’s 

prospectus for details.

葵興教學中心 (KLC)
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2樓

(葵興港鐵站E出口，經有蓋行人天橋步行2分鐘直達)

總編輯

甘翠萍博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 輯 委 員 會
其他成員

李曉雲女士

梁秀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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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淑欣女士

衞錦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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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持續進修基金
Make Good Us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CEF) for Lifelong Learning

          Knowledge Blogger

知 識 博 覽

持續進修基金於2002年成立，為有志進修的成

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多年來已累積48

萬獲批准發還款項的申領。所有年齡屆乎18至65

歲香港居民即符合申請資格。在申請獲得批准的日

期起計四年內，可提出最多四次發還款項的申請，

累積上限不超過10,000港元。所有「可獲發還款項

課程」均需經由教育統籌局批核，課程來自下列指

定範疇：商業服務、創意工業、設計、金融服務

業、語文、物流業、旅遊業、工作間的人際及個人

才能。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開辦的科

目，不少已被納入政府「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

單，大家不妨善用此資助，積極持續進修。以下精

選部份熱門課程供學員作持續進修參考。

科目 簡介 學費

創意電影編劇

專業證書

聯同「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開辦，由資深電影編劇講解如何運用創作編

寫故事，讓學員了解電影編劇竅門和技巧，做個成功創作人！本課程更會

邀請電影業內不同崗位的人士，講解他們的職責，讓學員認識電影業的團

隊合作精神。

$12,500

優質服務管理

專業文憑

本院自2007年起與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合作，推出「優質服務管理專業文

憑」課程，至今已為多個機構(包括大型連鎖零售及飲食集團等)的管理團

隊提供培訓。課程內容包括優質服務、服務業價值鏈管理、服務業策略市

場管理、服務業成本會計及財務等範疇。課堂亦透過服務業的企業案例進

行活動教學，達到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效果。

$16,400

金融投資策略

入門實戰班

投資市場風高浪急，盲目地道聽途說而缺乏分折的投資，許多時都會招致

損失，甚或血本無歸。要做個精明醒目的投資者，必須先懂得自我投資增

值，才有能力趨吉避凶。本課程旨在介紹金融投資市場的運作和產品，以

及教授基本而實用的投資概念，從而增強學員精明投資的意識和能力。

$13,800

另有更多課程，如實用普通話文憑、基礎韓

語證書、實用日語證書、餐酒品評及服務專業文

憑、創意形象造型及化妝學專業文憑等不能盡

錄。詳情可登入學院網站www.ouhk.edu.hk/lipace

或致電3120	9988查詢。

資料來源：

持續進修基金

24小時熱線電話：3142	2277	(由「1823」職員接聽)

網址：www.sfaa.gov.hk/cef/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CEF)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o subsidize adults with learning 
aspirations to pursue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rses.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18 to 65 is eligible 
for the application. A maximum of four claims, subject 
to a ceiling of $ 10,000 in total per applicant is allowed 
within four years from the date the application was 
approved. Courses eligible for reimbursement under the 
CEF include the following: Business Services, Creative 
Industries, Design, Financial Services, Language, 
Logistics, Tourism, and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Skills for the Workplace.

A number of LiPACE courses have been approved 
as reimbursable courses, such a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Screenwriting for Film,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Diploma in 
Practical Putonghua,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Stage 
Performance, A Primer on Finan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Practice, etc.

You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make good use 
of CEF for lifelong learning. For enquires on OUHK 
reimbursable course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
ouhk.edu.hk/lipace or contact 3120 9988.

Source: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Hotline : 3142 2277
Website: http://www.sfaa.gov.hk/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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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消息 
Staff Departure

社區學習學部課程經理黎惠君女士已於2013年2月7日離職，本院非常感謝她對學部的服務及貢獻。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I got in touch with a lot of 
potential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CBMP. They 
were generous in sharing 
with me the reasons of 
joining the programme.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they share 
the same goal, which is 
matched with the objective 
of CBMP, “Lifelong Learning, Brighten Your Life”. 
Students’ sharing is valuabl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gramm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positive 
encouragement which lets us know what we are 
working for is meaningful.

Knowledge, like a sea, is boundless; only through 
lifelong learning can one go a step further. Let’s work 
on it together.

課程主任 — 李曉雲女士

大家好，我的名字很好記，大家可以叫我小

雲，因為我身材小可以想像成小小的一片雲。

很高興加入香港公開大學社區學習學部這個溫

暖的大家庭，我一直對營養學、心理學、護理學、

中醫學這些來源於生活的知識很有興趣，所以自己

的主修專業也與健康相關。在生活中我是一個喜歡

畫畫、烹飪、跳舞的，很生活化的人，能夠將自己

學過的知識用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很讓人興奮的一

新同事介紹
New staff

          Staffing Development

同 事 動 態

課程助理 – 衞錦思小姐
大家好，我叫衞錦思，英文名Katrina。去年十

一月加入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社區學

習學部，協助籌劃和支援「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及

	「長青活學計劃」的各項工作。

在這短短數月間，我接觸過不少有興趣報讀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的婦女，她們慷慨地和

我分享報讀課程的原因。雖然他們有著不同的背景

和經歷，但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豐盛人生。

這完全配合「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宗旨：「要活

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學員的分享一方面對完

善本計劃有重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更是對本計劃的

一種肯定。

學海無崖，唯有終身學習才會有更進一步的空

間，在此，與各位學員共勉之。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atrina Wai. I have 
joined the Community Learning Programme Team of 
LiPACE since November of 2012. I assist in support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and Elder Academy (EAOU). 

件事！所以當我看到「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設有健

康、理財、電腦、語言表達等相關實用課程時真的

很想和你們一起上課。

知識來源於生活，希望以後大家相互交流，多

學一些其他領域的知識，讓生活更加充實！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loudy. You can 

just call my Chinese name Siu Wan as it is easier to 

remember. I am very glad to join the warm family in 

LiPACE. Nutrition, Psychology, Nursing and Chinese 

Medicine are the fields that attract me as they all come 

from daily life. I like painting, cooking and dancing during 

my spare time. The practical courses in Health, Financial 

Management,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offered by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make 

me can’t wait to be one of you. Knowledge comes from 

life. I hope all of us can share the knowledge and enrich 

the lives of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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