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畢業典禮圓滿舉行   

          Feature Article

專 題 報 導

第九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下簡稱「計

劃」）畢業典禮於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於

大學會堂順利舉行。當日場面盛大溫馨，有幸邀請

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教

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女士（JP）、香港公開大學校

長梁智仁教授（SBS, OBE, JP）、婦女事務委員會

主席劉靳麗娟女士（JP）、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院長呂汝漢教授、新城廣播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馬健生女士及「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

士擔任主禮嘉賓，與畢業學員一同分享歡欣和喜

悅。

本次畢業典禮開幕儀式新穎特別，主禮嘉賓

將寫著「自信」、「智慧」、「知識」、「友情」、「潛

能」、「挑戰」及「正能量」字樣的USB記憶體插

入儀式台，為本次畢業典禮揭開序幕。寓意「計

劃」帶給學員的各項得著，將成就他們活出精彩

人生。USB記憶體亦象徵著學員的學習緊貼時代

科技發展。

張建宗局長致辭祝賀畢業學員取得不同級別的

證書。他指「計劃」是首個由婦女事務委員會、香

港公開大學夥拍電台，以及超過70個婦女團體和

非政府機構協辦，以跨界別形式推行及專為女性而

設的大型學習計劃。開展九年以來，一直深受不同

階層婦女支持，至今已超過63,700人次報讀。張

局長直認自己也是電台廣播課程的忠實聽眾，雖然

沒有註冊成為「計劃」學員，但一直透過大氣電波

自我增值。

◆ 675位畢業學員獲頒一至六級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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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仁校長介紹2012年7月開始的第四期發展

計劃，除了一如既往地推出一系列實用受歡迎的新

科目及網上學習課程外，更將現有課程當中的部份

科目發展為英文及簡體中文版本，用於開辦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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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自學自強的第一步。

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的分享，亦掀起了典禮的

一個小高潮。家燕姐憶及以往未有手提電話的日

子，約朋友必須在電話中反覆交代詳細的見面時間

及地點，以免緣慳一面；現在學會使用智能電話

後，發現它的功能強大得好像貼身管家般可以協助

處理各項個人事務。可見科技的發展及持續學習對

生活帶來的便利。她鼓勵在座學員堅持終身學習，

與時代接軌，增強解決日常生活及工作問題的能

力，提升個人自信。

來自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

少年服務中心的學員為典禮帶來精彩有活力的表

演，講述學習「計劃」不同課程的得著，呼籲更多

人士加入學習行列中。典禮臨近結束前，劉靳麗娟

主席勉勵各位畢業學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The 9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on June 21, 

2013 (Friday). Attending guests of honors included Mr. 

Matthew Cheung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Ms. Michelle Li (Deputy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Prof. John Leong (President, OUHK), Mrs. Stella Lau 

(Chairperson, Women’s Commission), Prof. Lui Yu-

hon (Director of LiPACE), Ms. Bianca Ma (Managing 

Director,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td) and Ms. 

Nancy Sit (Ambassador of CBMP).

CBMP has been launched for more than 9 years 

since 2004. More than 63,700 enrollments were 

recorded and more than 70 NGO partners offered the 

programme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Hong Kong. 

Mr. Matthew Cheung congratulated graduates on 

the achievement and shared in his welcoming speech 

that he was also a big fan of the CBMP radio broadcast 

courses. He encouraged graduates to pursue lifelong 

learning to enrich their lives in the ever-changing world.

◆  一眾主禮嘉賓(左起馬健生女士丶李美嫦女士丶劉靳麗娟主席丶張健宗局長丶梁智仁教授丶呂汝漢教授丶薛家燕女士)主持開

幕儀式

◆  「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分享終身學習經驗

◆ 張健宗局長致辭勉勵畢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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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升學好推介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 院 動 態

子女的教育素來是家長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之

一。中學文憑試放榜後，相信很多家長都忙於為子

女升學之路作最佳的打算。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開辦了一系列適合文憑試考生繼續升學

的課程，今期學院動態專欄將為各位介紹本院的高

級文憑及毅進課程，了解學院如何「為你想，創你

想」。

高級文憑課程

課程為中學文憑試、毅進文憑課程、文憑、副

學士先修課程或中七畢業生投身專業行業或繼續升

學作好充分準備，已納入資歷架構第四級。同學完

成課程後，可銜接報讀四年制大學士學位的第三年

或三年制學位的第二年。同學亦可選擇報讀本院與

英國大學合辦的學士學位課程。

本院的高級文憑課程涵蓋文化藝術與設計、商

業及旅遊、健康及社會科學等範疇。當中FTD38幼

兒教育高級文憑可謂是本院最受歡迎的皇牌課程。

教育局自2007年起實施學前教育學劵計劃，在此

計劃下，很多非牟利幼稚園提高了幼師的薪酬，

吸引了大量中學離校生報讀相關課程，以取得認可

資格，投身幼兒教育行業。本院的幼兒教育高級文

憑，課程設計針對有關幼兒教育和兒童成長的知識

和專業技能的訓練，務求使同學達到本港對幼兒教

育的要求及期望。

毅進文憑課程

修畢毅進文憑課程後達到的水

平，相當於香港中文文憑考試五

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

科）第二級的程度。當中護理

學毅進文憑課程的同學，如修

畢延伸數學這個選修單元，其

所持有的毅進文憑便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

學科在內的五科第二級程度。課程為同學報讀資歷

架構第四級的高級文憑（升讀本院可獲優先錄取）

和副學士課程，或投身有關行業或申請公務員職位

作好準備。

本院現時共設二十多個毅進文憑課程，涵蓋紀

律部隊及保安、商業及管理、會計、金融及貿易、

休閒康樂、旅遊、餐飲及款待服務、社區服務及社

會科學、大眾傳媒、傳播、新聞及公共關係、表演

藝術、設計及創意媒體藝術等範疇。

本院一直致力於學科創新，本年度推出的新課

程包括YJD26韓語及韓國流行文化、YJD21護理學

及YJD27寵物狗護理及美容服務等，貼近時代與社

會發展，為同學繼續升學或就業提供更多元化選

擇。

心動不如行動，如欲了解更多本院開辦的課

程，請前往各教學中心索取課程簡介或登入本院網

站www.ouhk.edu.hk/LiPACE 瀏覽詳情。查詢請致

電3120 9988。

Higher Diploma and Yi Jin Diploma offered by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LiPACE) are good choices for leavers of 

high school, which equip them with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knowledge as well as relevant practical skills. 

The two diplomas cover a variety of study streams. 

Higher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highly recommended programmes to students who 

aim to register as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child care 

workers. Some unique and interesting programmes are 

offered in Yi Jin Diploma, e.g.,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Nursing, Grooming for Pet Dog, etc.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programmes offered 

by LiPACE, please come and collect programme 

prospectus at our teaching venues or browse our 

website www.ouhk.edu.hk/LiPACE. Enquiries could be 

made on 3120 9988. 

◆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學員參觀幼稚園

◆ 韓語及韓國流行文化貼近時代及潮流發展

◆ 學院推出全港唯一

    寵物狗護理毅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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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保良局幼童院舍

          Student Association Column

同 學 會 專 欄

學院於2013年6月15日(星期六)，組織了30位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會員前往位於銅鑼灣

禮頓道的保良局幼童院舍進行探訪。

保良局幼童院舍為被遺棄或因父母離異或患病

等種種原因未能得到妥善照顧的兒童提供住宿照顧

服務，讓他們在安全及健康的環境下茁壯成長。活

動當日，來自保良局的社工為同學會會員簡介與孤

兒、被遺棄的兒童相處及溝通的技巧和注意事項。

及後，同學會幹事特別悉心打扮為小朋友表演了一

齣充滿教育意義的布偶劇，故事內容教育小朋友要

學會保護環境，做一個有公德心、責任心和愛心的

人。

表演過後，所有會員與小朋友一同圍成大圈玩

遊戲，同學會準備了一些可愛的小禮物和造型汽球

送給在場的小朋友，小朋友都顯得非常興奮雀躍。

雖然只是短短兩小時的探訪活動，但會員和小朋友

在離開的時候已經有點兒依依不捨。

30 members from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tudent Association (CBMPSA) paid a 

charity visit to the young child section of Po Leung Kuk 

in Causeway Bay on June 15, 2013 (Saturday). 

立法會綜合大樓是首座為香港立法機關而興建

的專用大樓，大樓除了提供會議設施、為立法會

議員及職員提供辦公室、以及為傳媒代表提供工作

空間外，亦提供了機會讓公眾親身瞭解立法會的工

作。

2013年6月5日(星期三)，43位「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學員在導賞員的帶領下，參觀了綜合大樓內

的歷史長廊、照片廊、觀景廊以及大樓陳設的藝術

作品。歷史長廊內展示了立法機關自1843年以來

不同歷史時刻的珍貴舊照片、重要文件的複製品、

舊立法會大樓和現時的立法會綜合大樓不同發展階

段的相片等。在議會樓三樓兩旁的教育廊，學員可

以俯瞰立法會會議廳，導賞員還安排了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先生與學員會面，跟學員分享自己在立法會

的日常工作。

是次參觀增進了學員對立法機關發展歷史及議

員工作的認識，公民意識也得以增強。

43 students from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visit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on 

The target CBMPSA visited is abandoned children 

or children whose parents could not provide proper 

care for their healthy growth. A social worker from 

Po Leung Kuk briefed CBMPSA member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the target children. After 

that, CBMPSA members dressed up in certain roles 

and performed a puppet show for the children. The 

story conveyed the messag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considerate person with decent behavior. After the 

puppet show, members also played games with the 

children. Snacks, lovely gifts and shapeable balloons 

were prepared for every child. Both the children and 

CBMPSA members felt excited.

June 5, 2013 (Wednesday). They were shown around 

the Memory Lane, Photo Gallery, Viewing Gallery and 

art pieces displayed in Legislative Council. Memory 

Lane shows old photographs, memorable items and 

replica of documents of significance of the Legislature 

since 1843. There are two Education Galleries on the 

3/F of the Council Block to allow visitors to have an 

overview of the Chamber. Mr. CHAN Han-pan, District 

Council Member, met with the students and shared with 

them his daily work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 同學會幹事精心打扮，為保良局幼童院舍的小朋友表演

  布偶劇

◆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先生與學員會面，分享立法會議員的工

  作內容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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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 — 認識西藥的使用」講座

英文及普通話課程獲學員肯定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 少數族裔學員享受電腦學習的樂趣

本院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於港島教學中

心舉行「對症下藥—認識西藥的使用」講座，邀請

到香港藥劑專科學院轄下的基層醫療藥劑師學院副

主席羅俊昌先生擔任主講嘉賓。

羅Sir用淺白風趣的語言，向學員講解西藥的分

類、治療都市病及女性常見病的西藥成份與功效，

同時就服藥的注意事項及禁忌，給了詳細指引。

他強調，部份藥物的藥性強烈，需要小心處理。羅

Sir亦透露西藥的製造及檢驗過程，讓學員了解新

發明的藥品究竟是如何經過長時間臨床實驗，以證

明和保證其安全和有效性。

個人健康向來是學員關心的重點課題之一，講

座當日，學員抓緊機會向羅Sir請教藥理知識，提

出各種切身的健康問題，場面非常熱烈。

最後，羅Sir特別敦囑學員切勿「一人看病全家

服藥」。每種藥都是醫生針對個人病情而開的處

方，絕不可一種藥物全家人服用。

如果你也想在課堂外增進更多知識，記得報名

登記出席我們每個休學期舉行的講座啦！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2012年11月學期開始

推出英文及普通話教授的科目，以打破少數族裔及

新來港人士報讀本計劃課程的語言障礙，鼓勵他們

踏出終身學習的第一步，儘快融入社區。課程開展

至今，獲得不少學員的正面評價及認可。大部份學

員對計劃推出英文及普通話課授課科目非常欣賞，

認為可以更直接地幫助他們了解香港社會，課程也

具一定實用性，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正面幫助。

聖公會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自今年3月學

期起一直協助開辦英文授課科目。報讀英文「輕鬆

學電腦」的學員大多數來自南亞國家，在尼泊爾籍

導師的帶領下，學員表示對電腦操作的認知，由完

全不懂變得開始對其感興趣及有信心。

CBMP held a seminar on proper use of western 

medicine on May 25, 2013 (Saturday). Mr. Kelvin Lau, 

guest speaker of the seminar, introduced the ingredient 

and efficacy of different frequently used western 

medicine for some diseases which are commonly found 

in modern cities among women. Do’s and don’ts on the 

use of western medicine were also shared with the 

audience. 

新家園協會（九龍東服務處）本年3月學期開

辦普通話「輕鬆學電腦」課程。導師表示大部份學

員均非常珍惜學習機會，上堂認真，積極發問，出

席率高。內地與香港在電腦操作系統及軟件的常用

術語存有一定差異，導師正好可在教學中可以解釋

清楚，讓學員適應在香港使用電腦。

2013年11月學期的英文及普通話授課科目現

已接受報名，歡迎參閱本計劃課程簡介或致電熱線

2915 2380查詢。

English and Putonghua teaching cours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ince the 2012 November intake. Positive feedback was 

received from students. Most of the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 courses help them overcome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thus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Students from the English teaching course 

“Computer Literacy Made Easy” offerred by S.K.H. 

St. Joseph’s Church & Social Centre shared that the 

course equipped their knowledge of using computer. 

Their interest in computer has also been enhanced. 

Different terms are used in computer system and 

softwar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instructor from New Home Association (East Kowloon 

Centre) thought the Putonghua teaching computer 

course would help students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use 

of computer in Hong Kong.  

◆ 主講嘉賓羅俊昌先生的講座內容豐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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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2013年7月學期

電台廣播及網上課程總結講座

2013年11月學期電台廣播課程時間表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50CW 中醫養生食療 2013年9月13日(五) 晚上 7:00 - 9:00
葵興教學中心
11樓 K1108室

CBMP1071CR 認識另類投資

2013年 9月 17日 (二)

上午 9:15 - 11:15

葵興教學中心
11樓 K1110室

CBMP1015CR 解開心結 上午 11:30 - 1:30

CBMP1002CR 兒童成長與護理 下午 2:00 - 4:00

CBMP1011CR 旅遊百事通 下午 4:15 - 6:15

CBMP1016CW Keep Fit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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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興葵昌路 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 8-12樓香港公開大學葵興教學中心。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主講嘉賓 播放時期

CBMP1034CR 休閒生活小百科 2013年11月4日起(逢星期一)
蘇毅雄先生

鄧偉傑先生 新城資訊台

(FM99.7-102.1MHz)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九時至十時

CBMP1042CR 認識傳染病 2013年11月5日起(逢星期二) 蘇文傑醫生

CBMP1004CR 論盡男女 2013年11月7日起(逢星期四) 程翠雲女士

CBMP1045CR 認識股票投資 2013年11月8日起(逢星期五)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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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電計劃熱線2915 2380(按1-0)。

星級主講嘉賓介紹
蘇毅雄先生
生態協會總監兼創辦人。自九十年代起，一直從事有關香港及中國大陸自然保護區人員培訓及生態考察

工作，並進行各類自然教育推廣工作。蘇毅雄亦是多產的自由撰稿人及攝影師，以文章、照片及所舉辦

的活動，與公眾分享自然之樂，推動保育工作，曾參與撰寫或製作超過二十本有關自然生態、環境教育

及綠色旅遊的書籍，並有逾五百份中英文章，在香港、中國大陸、亞洲地區及歐美發表。

鄧偉傑先生
香港資深戲劇藝術工作者，曾在香港、日本及韓國導演及主演多個劇場作品。鄧偉傑先後畢業於香港演

藝學院戲劇學院，法國巴黎馬塞．馬素國際默劇學校及英國Middlesex University（導演．藝術碩士）。

蘇文傑醫生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

醫學院榮授院士，英國格拉斯哥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香港傳染病醫學會

會長，現時私人執業。常於媒體向社會大眾推廣有關感染症及傳染病的普及教育。

程翠雲女士
香港著名性教育及愛滋病預防教育工作者、資深性治療師及婚姻家庭輔導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

士、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碩士；性學博士生。擅長以藝術、遊戲及小組動力進行教育及輔導工作，處理

兩性、兩代及職場關係。著作有《乘性追擊》、《談談情．說說性》、《我的疑惑有誰知？》及《性在有

心》等。

曾淵滄博士
香港著名財經分析員、專欄作家，中原城市指數研究組主任，蘋果日報創刊人之一。曾任香港城市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管理科學副教授，以及多家企業、機構顧問。6



          Existing Programme Spotlight

課 程 特 寫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日期： 2013年9月9日（一）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教學中心K1109室

地址：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

第2座11樓

時間：下午12:00 - 2:00

課程簡介會報名方法：

•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 (按1-0聯絡本院)；或

• 請填妥出席回條(本計劃網站供下載www.ouhk.

edu.hk/CB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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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園協會

          NGO Voice

機 構 巡 禮

新 家 園 協 會 乃 一 註 冊 慈 善 團 體 （ 註 冊 編

號：91/10882），致力服務內地新來港及少數族

裔人士，透過一站式的優質和專業社會服務，協助

他們適應和融入新的生活環境，並推動他們積極投

入和參與香港的建設。協會亦致力促進本港各階層

人士與內地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的溝通瞭解

和團結合作，本著同根同心、四海一家、和諧互助

和平等參與的精神，共建一個關懷和平等的社會。

協會以融入、就業、就學為服務的主要方向，

以連結、適應、增能、發展為服務模式，定期舉辦

各類適應活動，如社區資源探索活動、香港一日

遊、社區資源講座、社區資訊展覽。針對新來港人

士面臨的語言溝通困難，協會定期開辦多個實用性

語言班組，如廣東話班、英文班。協會也會為新來

港人士提供平台及建立互助支援網絡，如新來港婦

女互助小組，會員迎新活動日等，幫助他們擴展社

交網絡。協會亦開展家庭為本的活動，如親子溝通

工作坊、親子手工藝班、迪士尼親子同樂遊，協助

新來港家庭提升家庭效能。此外，協會鼓勵新來港

人士自立自強，服務社會，如開辦就業培訓工作

坊、新來港人義工培訓計劃，鼓勵新來港人士儘快

融入社會，並貢獻力量，服務其他弱勢社群。

協會會申請政府及區內基金，舉辦有意義的活

動予新來港人士，如本會承辦民政事務總署之新來

港大使計劃，由新來港人士做關懷大使與本地義工

攜手探訪內地新來港人士。

協會轄下的五個服務處從2013年2月開始陸續

加入協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開辦不同種類

的課程，如「輕鬆學電腦」、「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子女教育」課程，鼓勵新來港人士自我增

值，自強自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有很多課程

適合新來港人士參與，可以擴充新來港人士的知

識、增進技能、發展潛能。另外，計劃亦提供助學

金予低收入家庭，協助有志人士儘早踏出終身學習

的第一步。建議新來港人士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

科目學習，自我增值，為融入香港社會做好準備。

New Home Association (NHA) is devoted to 

providing services to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ethnic minorities. Various visits, workshops and 

courses are offered to members, which help them 

integrate to the new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 

them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Hong Kong society. 

NHA joined the programme as NGO partner and 

has offered courses (mainly in Putonghua teaching)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since 

the 2013 March intake. There are five centres located 

in Hong Kong, East Kowloon, West Kowloon, East 

New Territories and West New Territories respectively.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take Putonghua teaching 

CBMP course, please do not miss the course offer from 

NHA in the 2013 November intake.  

◆ 新家園協會為新來港人士舉辦多元活動，助他們盡快融入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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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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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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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09年已從電台及電視廣告裡獲知「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但一直未作深入了解，直至某

次我在工聯會上課時，在中心看到「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的章程，懷著好奇的心於2011年3月便開始

報讀此計劃，進了這個學堂。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種類繁多，內容

豐富。其中包括生活、健康、理財、人際關係四大

範疇合共約70個不同的科目 。

「學習基本社交禮儀」，讓我了解日常生活以

及應酬、宴會須注意的禮儀；「健康飲食」教會我

怎樣才是識飲識食，食得健康；「精明消費有辦

法」令我分辨何謂「想買」、「要買」及「應該買」

，以及消費者的權益；「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則

環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加強我們與人溝通的技

巧，遇到困難應怎樣認真去面對及解決等。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真的為我們婦

女度身設計。從沒接觸過課程的人可能未必認同我

的感受，但報讀過後，便能領略到箇中滋味！

開始持續進修之後，我也遇上一些困難，如：

工作與學習的時間如何分配，或在功課上需要輔導

等。幸好得到家人及同事的鼓勵及體諒，幫忙解

疑難。當然，導師們的指導及同學們互相鼓勵更讓

我可以堅持學習，吸取更多知識。

由2011年3月至今，我已完成了約30個課程，

雖然並不算什麼大成就，但內心真的很欣慰。學習

得到的知識，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生活，

如：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的態度及與人

的相處溝通等都有著顯著進步。

為勉勵在學的同

學更上一層樓，我

希望主辦機構能夠

在六級證書的基礎

上再設更高級的證

書，提升對同學們

的成績認可，以鼓

勵學員的繼續努力

持續進修！

最後，希望大家

能活在當下，活得

更健康和開心。

I began my study in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from March 2011 and have 

completed over 30 courses till now. The courses offered 

in the Programme are tailor-made for women, which 

cover four subject areas: personal relationship, health, 

daily life and finance management. 

I appreciated the support from my family and 

colleagues. They helped me to share my workload and 

made valuable suggestions when I met with difficulties. 

Encouragement from both instructors and classmates 

enhanced my confidence and made me go even further. 

I sincerely recommend you to join in CBMP and 

hope you can enjoy the amazing lifelong learning as 

what I am experiencing now! 

學習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學員 張美卿

          Student Voice

學 員 心 聲

2013年10月學員活動預告
Event Spotlight – October 2013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10月3日 (四)
Oct 3 (Thu)

2:30 - 3:30pm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資訊中心

Visit to HKMA Information Centre

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55樓
55/F, Two Internatinal Finance Centre,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10月19日 (六)
Oct 19 (Sat)

3:00 - 4:30pm
「中醫美容，養生湯水全面睇」講座

主講嘉賓：中醫師麥超常先生
Seminar "Healthy Diet & 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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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 (六)
Oct 26 (Sat)

2:00 - 4:00pm
探訪新家園協會

Charity Visit to New Home 
Association

長沙灣道286-300號南洋大廈1樓
1/F, South Ocean Building, 286-300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有意參加活動者，請填妥隨本通訊附上的學員通告(此通告亦可於本計劃網站下載：www.ouhk.edu.hk/CB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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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 could also be downloaded on Programme website: www.ouhk.

edu.hk/CBMP) and return to the office of CBMP before the deadline. All activite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 The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 
8



留住畢業難忘時刻
訂購第九屆畢業典禮DVD  

          Instructor Voice

導 師 心 聲 快樂教與學

　導師 張建滔先生
打從兩年前開始，每年都多了一個指定節目，

就是參加「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畢業典禮。今年

已是我第三次參與其中了，每次參加畢業禮，都深

深感受到學生們的喜悅，亦更肯定「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的意義和價值。能夠成為這計劃的導師之

一，實在與有榮焉。

回想當日，是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應允加入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導師行列，當初只把心思

都放在如何與學生們分享我的知識和經驗，希望學

生們在課堂中能有所得著。

卻原來，每次上課我自己也是受惠者之一，因

為每一句提醒學生的說話，仿如在提醒自己，建議

學生要做到的，自己也總不能說了便算吧。再者，

我們的學生也是臥虎藏龍，當中有做生意的、有做

管理層的、有當老師的、也有人生經驗豐富的。

在與學生們的互動中，無論他/她們的背景如何，

往往也能接收到他/她們豐富的經驗和智慧。就這

樣，學生們也成為我的鞭策者和好老師。

 正如我最近很喜歡的一段說話，「最高層次的

快樂，是當你/妳能運用你/妳的專長和美德，去投

身一些有意義和價值的事業或活動，不單只自己，

更使周遭的人或社區都能同樣獲益，那就是真真正

正的快樂了。」

真希望有多些人會報讀這麼有意義和價值的課

程，也希望有多些人會加入我們的導師行列，就讓

我們一起快快樂樂地學習吧。

如欲重溫當日精彩片段，請參照以下訂購方法，

訂購第九屆畢業典禮DV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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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封面請註明訂購第九屆畢業典禮DVD 

2) 支票抬頭：香港公開大學

3) 每張DVD定價：港幣四十五元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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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7日

This is the third year I attend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Being one of the instructors, I am truly proud of the 

graduates as well as the meaningful programme. 

Actually, I do not only share my knowledge with students 

but also find myself benefit from the teaching since I 

can learn from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wealth of life experiences.  

The highest level of happiness is when you can 

made use of your expertise and virtue to participate in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things and enable the people 

around or community to benefit from them. That’s what 

I have gained from being the instructor of CBMP. I hope 

more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can enjoy the genuine 

pleasure.

訂購第九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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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導師張建滔先生（前排左三）與學員亦師亦友

9



課程助理  劉穎珊小姐

大家好，我係Natalie，加入了香港公開大學李

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已一年多，今年五月，因工作輪

替調動至社區學習學部，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及「長者學苑」兩個課程提供行政支援，感到十分

榮幸。

CBMP1069C中國古典文學賞析

          New Prgoramme(s)

新 課 程

本科以古典文學作品配合生活點滴，引導學員

從詩詞曲中體會古人的生活面貌，汲取古人的生活

道理和智慧，並以此作為借鏡，加深了解自己的社

會角色、地位和對社會的貢獻，進而在日常家庭生

活之中，能得到更多的生活靈感和啟發。本科希望

學員從古典文學情懷喚起生活情趣，以文學欣賞角

度來幫助了解生活道理，從而使學員潛移默化地提

高生活視野和智慧。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s the 

new course to be offered in the 2013 November intake. 

It aims to evoke students’ life interest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 by appreciating different chapter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本科共有十三個修讀單元，名稱如下：

單元一 骨肉手足滿親情

單元二 甜蜜的愛情（上）：思念傾慕

單元三 甜蜜的愛情（下）：兩情相悅

單元四 生離死別仍是愛

單元五 朋友知我心

單元六 一個人在途上

單元七 女中豪傑

單元八 回歸自然

單元九 人生志向

單元十 面對逆境

單元十一 以史為鑒

單元十二 路見不平事

單元十三 愛國情懷

新同事介紹
New staff

          Staffing Development

同 事 動 態

我崇尚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工作時我會全情投

入把工作做好，而假期時我喜歡到處遊歷，增廣見

聞，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享受各國美食，不

亦樂乎。除此之外，與不同文化背景人仕交流的過

程中，令我深深體會到終身學習尤其重要。

身體健康是努力工作，快樂生活的本錢，游泳

和跑步是我最喜愛的運動之一。我建議大家不妨閑

時多做運動，健康地「活到老，學到老」。

I appreciate the chance of rotating to Community 

Learning Programme Team after over one year service 

in LiPACE. 

I believe that work-life balance is very important. 

Work hard when you work and play hard when you play. 

I enjoy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 in my spare time, 

which helps me broaden my horizons and understand 

cul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people I met in the 

journeys made me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lifelong learning. I believe students who pursue in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hare the same 

aspirations. 

Physical health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to support 

hard work and happy life. Swimming and jogging are 

my favorite sports. Let’s do more sports in our daily 

lives and keep learning with the healthy body. 

◆ 攝於首爾泰廸熊仔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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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Work

忙 𥚃 偷 閒

近年韓風愈吹愈

烈，交通便利的首

爾依然是遊韓的首

選目的地。無他，

都市旅遊中的食、

買、玩三要素，首

爾 都 不 負 遊 客 所

望。韓國料理注重

養生之道，各式泡

菜、烤五花腩、人

參雞湯等美味已教

人念念不忘；本土

化妝護膚品價錢可愛到令人不自覺就買滿成個行李

箱，逛完徹夜營業的東大門又可在汗蒸幕洗個澡、

舒緩疲勞後再戰，愛靚一族自然買不停手；樂天世

界、弘大一帶的透明練歌房、江南精彩的夜生活更

是讓人流連忘返。

相信大家一定對景福宮、光化門廣場、南山塔

等觀光景點耳熟能詳。但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昌

德宮秘苑，不知又有多少讀者入去參觀過呢？今年

4月中，我追櫻至首爾，參觀秘苑的個半小時行程

可謂是此行的精髓所在。百花爭妍鬥豔、配合著灌

木矮樹不同層次的黃綠色，就似抽象派的油畫，色

彩繽紛得很。芙蓉亭等獨具匠心的園林設計，讓忙

碌的都市人瞬間放下防備與壓力，全身心投入到這

如畫的風景之中，盡情大口呼吸著飽含負離子和森

林芬多精的空氣。難怪秘苑得到日理萬機的皇上鍾

愛，成為朝鮮王室的後花園。同行的攝影愛好者向

同伴極力推介十月再訪，秋天，綴以紅葉的秘苑，

我可以想像那令人窒息的美麗。

另外我亦推介大家前往梨花女子大學遊覽。梨

大被認為是韓國最好的女子大學，據聞政府內很多

女性高級官員都從這所大學畢業。初見梨大，已被

她淡然優雅的氣息所吸引。古舊的教學樓，三倆結

伴同行、手捧書卷的梨大女生，一切是那麼的合襯

和賞心悅目。參觀完梨大，旋即已可到梨大前商圈

繼續血拼，也可一嘗小吃檔阿珠媽用大大隻中文字

寫上「地球人都知道」的梨大雞蛋糕。與香港的雞

蛋仔不同，雞蛋糕的內餡是一顆完整的雞蛋，食完

很有滿足感。

喜愛韓國傳統文化的朋友，出行前不妨留意韓

國觀光公社的網站公佈的最新活動資訊。觀光公社

就在清溪川旁邊，另在明洞也設有服務點，可供遊

客免費試穿韓服並拍照留念，還會不定期地舉行文

化體驗坊，如學習寫韓文名字等，相信可為你的行

程增添特別回憶。

極愛旅行與攝影的我，每完成一趟旅程，最大

的得著就是可以嘗試用當地人的心境去體會他們

對生活的不同見解，然後再用相片及文字記錄，沉

澱、豐富自己的世界及人生觀。讀萬卷書之餘，

讓我們也早日踏上萬里路，感受旅行的樂趣吧！

小貼士：昌德宮宮殿部份，開放給遊客自由參觀。但如果

想遊覽秘苑，就必須參加園內的導賞團。因為每日只有一

場中文導賞，建議透過昌德宮的官方網站http://eng.cdg.

go.kr預先登記。

Seoul is one of the best metropolitan 

destinations which is famous for the cuisine, 

beauty products and fashion fever. Besides the 

well-known scenic spots, I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visit Secret Garden of Chang DeokGung 

and Ewha Womans University. If you are fond 

of Korean culture, you should not miss the 

workshops held in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There is more fun awaiting you to explore in 

Seoul and your own journey. Pack your bag now! 

The greatest journeys are felt, not told.

◆ 汝矣島的輪中路是首爾賞櫻熱點

◆ 傳統韓屋村就在市中心，
  凸顯歷史與時代感的交融

◆ 掛滿情人鎖的南山塔展望台，浪漫
  滿瀉

◆ 花園般的梨花女子大學 ◆ 昌德宮秘苑的芙蓉湖

首爾遊踪
課程經理 陳智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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