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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
通訊CAPACITY  BU I LD ING MILEAGE PROGRAMME  

 NEWSLETTER

「自在自學．互敬互愛 ─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分享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 (中)、「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督導委員會召集人黃祐榮先生 (左三)、香港

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黃偉寧博士 (左四)、「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 (右四) 

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代表樂聚於分享會上 (詳見頁6-7)。



專 題 報 導
Feature Article

◆		講座主題貼近生活，講者經驗豐富，學員受益匪淺。

◆	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也親臨支持講座。

◆		學員抓緊機會請教講者。

◆		講座系列受學員追捧。

◆	黃祐榮先生與台下學員互動。

◆		劉靳麗娟女士認真傾聽學

員提問，盡顯親和。

「婦女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2月27日	 (星

期六)	假香港公開大學葵興教學中心為「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學員舉行了兩場講座。第一場的

「活出精彩人生」講座，主講嘉賓「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督導委員會召集人黃祐榮先生闡述

了「生機處處」、人間有情的信念，並邀請香

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理事	 (義工事務)	任少芳

女士作現場分享；第二場的「親子有妙法」講

座，主講嘉賓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

士與大家分享了實用又易掌握的親子方法和經

驗。約100位出席學員即席交流討論，反應熱

烈。最後，蕭婉文會長代表同學會向各嘉賓講

者致送感謝狀，以示謝意。

Around 100 CBMP students joined the “Seminar 

on To Live a Beautiful Life” by Mr Robert Wong 

(Convenor of Steering Committee on CBMP) and 

“Seminar on Smart Parenting Tips” by Mrs Stella 

Lau (Chairperson of Women’s Commission) on 27 

February 2016 (Saturday). The  attending students 

were all impressed with the speakers’ talks.

「婦女事務委員會」講座系列

待續 ……

我聽完2月兩場「婦女事務委員會」精彩

講座，獲益良多。想問吓下次嘅安排，

等我約埋其他「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

學一齊報名。

多謝同學嘅踴躍參與。下次「婦女事務委

員會」講座暫定喺5、6月，請密切留意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Facebook及網站

www.ouhk.edu.hk/CBMP嘅最新消息。

下次呢？ 要等到
5、6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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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參觀東蓮覺苑 (2016年2月23日) 
Visit to Tung Lin Kok Yuen (23 Feb,  2016)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食得有營又健康」講座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6年6月學員活動預告

同學會手工藝班活動預告

現代人生活富庶，越來越多人關注

吃什麽、怎樣吃，才可兼顧營養均衡與

身體健康。2016年1月26日下午，本院

註冊營養師（澳洲）黃琪女士為80多

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帶來「食

得有營又健康」講座，分享有關食物選

擇、烹調方法的小改變為健康帶來的大

不同。

◆		佛寺形狀像一艘般若船，寓意學佛可渡苦海。
◆		佛寺內藏豐富曆歷史文物，讓學員大開眼界。

�每天進食3-8碗的五穀類食品以供身體所需的能量，

全麥類為首選。

�每天日進食2個水果、6-8兩蔬菜及多選全穀麥類和

豆類食品便能攝取足夠的膳食纖維，幫助保持腸道

健康、穩定血糖、預防便秘甚至癌症。

每天應飲6-8杯流質飲品，包括清水、茶、牛奶和清

湯，為身體補充水份並為膳食纖維提供最好的效果。

花迷蝶醉
開班日期：2016年6月15日，下午2時至5時
堂數：一堂 （3小時）
材料費：$20
導師：Fanny Wong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布藝貓頭鷹
開班日期：2016年5月9日，下午2時至5時
堂數：一堂 （3小時）
材料費：$20
導師：Joanna Siu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七彩百合
開班日期：2016年8月5日， 
　　　　　下午2時至5時
堂數：一堂 （3小時）
材料費：$20
導師：Fanny Wong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和風小貓
開班日期：2016年7月26日，下午1時至4時半
堂數：一堂 （3.5小時）
材料費：$20
導師：Joanna Siu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備註：建議先完成布藝貓頭鷹班

請致電同學會熱綫	6351 2514	查詢及報名。

有意參加者，請填妥學員通告(此通告可於本計劃網站下載：www.ouhk.edu.hk/CBMP)，並在指定日期前回覆本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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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 could be downloaded on Programme website: 
www.ouhk.edu.hk/CBMP) and return to the office of CBMP before the deadline.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2016年6月1日(三)

1	Jun	2016	(Wed)
2:00	–	3:45	pm

參觀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	-		

社區食物銀行

Visit	to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	

Food	Bank

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榕樓1-10號

No.	1-10	Tsui	Yung	Hse.,	Tsui	Ping	

Estate,	Kowloon

六月中下旬	

星期六或日	

（日期待定）

待定
探訪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Charity	Visit	to	TWGHs	Kwan	Fong	Kai	Chi	School

九龍石硤尾大坑東南山邨道28號

No.	28	Nam	Shan	Chuen	Road,	Tai	Hang	

Tung	Road,	Shek	Kip	Mei,	Kowloon

2016年7月2日(六)

2	Jul	2016	(Sat)
2:00	–	4:00	pm

「從電影論哲學人生」講座

Seminar:	Philosophy,	Film	and	Life

葵興教學中心11樓K1104室

K1104,	11/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82 CBMP students attended the 
seminar, Easy Healthy Recipes, on 26 January 
2016. Ms. Venus Wong, Registered Dietitian, 
shared with the students her knowledge over 
issues relating to food and nutrition. Students 
learnt tips on healthy cooking, smart dining 
out and nutrition labelling.

高鈣飲食、適量的負重運動及多曬太陽能有效減低鈣質流失，預防骨質疏鬆症和減低

骨折的機會。

適量進食肉類，每天5-6兩，緊記烹煮前先去掉皮或脂肪。

選擇蒸、烚、灼和焗以代替煎炸、泡油及紅燒的烹調法。

調味以少糖、醬料和鹽為原則，可選用香料如薑、蔥、蒜頭、芫茜、花椒或八角增加

食物的香味。

註冊營養師黃琪女士話你知：
健康飲食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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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Feature Article

「自在自學．互敬互愛 ─ 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分享會
由婦女事務委員會、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及新城廣播有限公司合辦的「自在

自學．互敬互愛	 —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分享會

於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假九龍黃大仙樂富廣

場隆重舉行。是次分享會由新城「自在人生大學

堂」主持林柏希及陳美思擔任司儀，婦女事務委

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督導委員會召集人黃祐榮先生及政府代表、香

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黃偉寧博士

及協理課程總監謝津權先生、「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聚首一堂，與導師及逾

50位學員進行交流，分享「要活得精彩，就要

學多一點」的經驗，追求知識，與時並進，其樂

無窮。

Representatives from Women’s Commission,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LiPACE of OUHK,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imited and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joined the CBMP Sharing Session held at 
Lok Fu Plaza, Kowloon on 21 February 2016 (Sunda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NGOs, promotional counters 
were arranged for on-site enrolments.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Philharmonia was invited to deliver 
the stage performance. There were over 50 CBMP 
students attending the event which enabled exchanges 
between guest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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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學員聚首一堂，分享參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後的轉變，發放正能量。

◆		蕭婉文（中）自2004年開始修讀課程，受其影響，姐姐蕭

梅仙（左二）及女兒梁樂欣（右二）先後加入學習。

◆		男學員談國波（左三）大談學習過程中獲得知

識之餘，也很享受學員之間的互動。

◆		學員、導師及嘉賓分組茶聚，氣氛輕鬆。



“許多人以為計劃退休生活就等於儲錢
，

其實要及早預備的豈只是金錢呢”

「冠上。銀髮」系列 嚐耆體驗營首映禮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學院與職業訓練局於2016年1月16日在大學銀

禧學院，合辦「『冠上。銀髮』系列	 嚐耆體驗營」

首映禮，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主辦單位為提高市民對

活齡概念的認識，以及培養大眾對長者的關愛，早

前邀請了著名歌唱組合C	 AllStar四位成員、兩位大

專生以及「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葉慧燕，到護

老院體驗長者和護理員的生活。過程拍攝成4集微電

影，剪輯後的精華片段於首映禮上播放。幾位學員

即席分享拍攝點滴，他們表示在體驗營中感受到長

者視覺模糊和行動不便的苦況，明白到應趁年輕保

養自己的身體，以健康體魄迎接晚年。

2016年7月學期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		葉慧燕同學參與體驗營，最難忘老人院的糊餐，珍

惜可以自由活動的日子。

◆	張建宗局長(中)、黃玉山校長(右三)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郭啟興院長(右二)對活動大力支持。

課程編號	
及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主持 客席講者

首播
播放頻道及時間

重播
播放頻道及時間

新城知訊台	
(FM99.7-102.1MHz)

新城數碼
音樂台MMD

新城數碼
財經台MFD

CBMP1026CR
未雨綢繆說保險

2016年7月4日起		
(逢星期一)

林柏希先生 待定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	9:00	-	10:00

2016年
7月9日起
逢星期六早上
8:00	-	9:00

2016年
7月9日起
逢星期六晚上
7:00	-	8:00

CBMP1054CR
食物安全及衛生

2016年7月5日起	
(逢星期二)

林柏希先生
張劉麗賢
女士

2016年
7月9日起
逢星期六早上
9:00	-	10:00

2016年
7月9日起
逢星期六晚上
8:00	-	9:00

CBMP1034CR
休閒生活小百科

2016年7月6日起	
(逢星期三)

陳美思小姐 待定

「自在人生大學堂」	
早上	10:00	-	11:00

2016年
7月10日起
逢星期日早上
8:00	-	9:00

2016年
7月10日起
逢星期日晚上
7:00	-	8:00

CBMP1015CR
解開心結

2016年7月7日起	
(逢星期四)

陳美思小姐
鄭志文	
醫生

2016年
7月10日起
逢星期日早上
9:00	-	10:00

2016年
7月10日起
逢星期日晚上
8:00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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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於以上重播時段免費重溫節目內容。

星級客席嘉賓介紹

張劉麗賢女士
現任香港品質保證局HACCP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和ISO	22000技術委

員、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顧問、英國食物環境衛生署註冊導師、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

大學講師，從事中國、香港及英國食品安全及品質系統逾22年。現正協助香港及中國食品相關行業建立和推行HACCP及ISO	

22000食品安全系統，包括學生餐生產工場、物流公司、中式酒樓、食品包裝物料生產工場和中央廚房等，親自教授相關知識

予逾3,000位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衛生經理。

鄭志文醫生
香港醫學會會董、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2009-2014年香港社區精神醫學會會長。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全科

醫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家庭醫學碩士、持香港大學社區精神醫學深造文憑。曾於香港紅十字會<支心行動>擔任義務導

師，教授「社區精神醫學基本概念」、「常見情緒及精神疾病簡介」。鄭醫生是香港醫學會會訊主編、明報副刊時代版＜食住

行醫＞專欄作家及明報健康版＜家庭醫生睇醫生＞訪問主持。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第十二屆畢業典禮

日期：2016年7月21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3:00-4:20

地點：九龍窩打老道224號大學會堂

畢業生邀請函已於4月初寄出，提一提大家記得填寫出席回條，與親友一同分享畢業的喜悅！

足本重溫「冠上。銀髮	」嚐耆體驗營微電影

https://youtu.be/1Q8guJF8DGM

Co-organized by LiPACE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the Premiere was held on 
16 January 2016 and officiated by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Mr. Matthew Cheung 
and OUHK President Prof. Yuk-shan Wong. First-person experience of 2 young students, 
Ms. Yip Wai Yin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and members of popular 
singing group C AllStar in a nursing home was filmed earlier. The footages were made 
into 4 episodes to promote active ageing and life planning concepts to the community.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教授

98



院長的話

葡萄酒課程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出席派對活動、聯誼聚餐少不免舉杯暢飲。品嚐美酒之餘，你可會好奇:	

	選購葡萄酒時要注意什麽事項，如何看Label？

	產地、葡萄品種對葡萄酒有什麽影響？

	紅酒與白酒該配什麽酒杯？

	品酒時該有什麽禮儀？

	新世界葡萄酒有什麽特色？

品酒既是一門學問，也是生活中的藝術。要學懂品評各式酒類，提升個人品味，歡迎報讀以下

課程	:	

科目編號	/	名稱

Course	Code	/	Title

上課時數

Lecture	Hours

考試時數

Exam	Hours

學費	(港幣)

Tuition	Fee	
(HKD)

NUTR2017EP/CP WSET二級葡萄酒與烈酒課程
為葡萄酒愛好者量身打造，進一步深入探索葡萄品種、主要
的產酒國、葡萄栽培、以及葡萄酒釀造。

NUTR2017EP/CP	WSET	Level	2	Award	in	Wines	and	Spirits	
(QCF)

The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broad-bas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wine	 tasting	 and	 assessment,	
as	well	as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f	wines	and	spirits	
worldwide	and	the	different	wine	regions.

17 1 $6,800

NUTR3036EP/CP WSET三級葡萄酒與烈酒課程
進一步深入學習各種葡萄酒和烈酒，適合已獲得	WSET	2	級
證書，或擁有足夠的葡萄酒和烈酒經驗的人士。詳細介紹不
同的葡萄酒產區，學習如何通過盲品判斷葡萄酒的類型和
產地。

NUTR2017EP/CP	WSET	Level	3	Award	in	Wines	and	Spirits	
(QCF)

The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in-depth	knowledge	of	
a	wide	range	of	wines	and	spirits	and	is	open	to	students	
who	hold	the	WSET	Level	2	Award	in	Wines	and	Spirits	or	
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the	wine	and	spirit	industry.

32 2.25 $9,500

NUTR3039CP阿根廷葡萄酒證書 （新課程）
NUTR3039CP	Certificate	in	Argentine	Wines	(NEW	Course)

28 2 $6,500

開課日期等詳情，請參閱學院網頁:	www.ouhk.edu.hk/lipace

總編輯		 	

伍天慧女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輯委員會	

其他成員

朱潔婷女士

梁芷瑩女士

劉穎珊女士

羅麗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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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興教學中心暨學院總部

	 (葵興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荔景教學中心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同 事 動 態
Staffing Development 

黃偉寧博士獲委任學院院長

我於2014年加入學院，於今年1月正式
接任院長一職。我非常感謝大學給予信任，
向我委以帶領學院的重任。新的崗位極具挑
戰，幸得學院同事一直以來支持有加，成為
我工作背後的強大後盾。學院在各老師和同
事的努力下，推出了多個新課程，藉以迎合
市場及學員的需要，推動學習。學院多年來
茁壯成長，加上一眾顧問、合作夥伴以及業
界同好的共同努力，為學院在未來繼續發展
其優勢領域，奠下相當厚實的根基。

大學最近正式確立「公誠毅樸，開明進
取」為校訓，正好在我對學院的種種新發展
躊躇滿志之時，給我極大的鼓勵。我們在積
極追求卓越的同時，不忘抱誠守真，以開明
的胸襟、進取的精神，提供高質素的課程和
學習平台，讓社會各個群體，包括年青人、
在職人士、婦女以及長者等，都能分享進修
之益處與樂趣。

我投身醫療及教育界至今逾25年，積
極求進，勇於接受新挑戰。我期望學院在不
同範疇上能不斷進步，成為本港和大中華區
一所卓越的持續及專業教育機構。

院長			黃偉寧博士

Having	 been	 working	 at	 LiPACE	 since	 2014,	 I	 am	
honoured	 to	 be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in	 January	
this	year.	I	am	most	grateful	for	the	trust	from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support	from	staff	
members,	advisors	and	industry	partners	as	I	took	on	this	
challenging	position.	With	 joint	efforts,	a	number	of	new	
programmes	were	launched	to	meet	market	needs.	Lev-
eraging	 its	 past	 successes	 and	 accomplishments	 over	
the	years,	the	Institute	has	established	a	very	solid	foun-
dation	in	ensuring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prosper	
in	the	years	to	come.

OUHK’s	University	Motto	“公誠毅樸，開明進取”	
was	recently	announced.	It	asserts	the	education	ideals	
that	the	Institute	also	stays	true	to:	to	cultivate	justice,	in-
tegrity,	perseverance	and	openmindedness	in	the	course	
of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to	
learners	of	all	ages.

With	over	25	years	of	management	experience,	I	am	
always	open	to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	have	high	hopes	of	the	Institute	to	continue	to	ad-
vance	in	all	aspects	and	to	become	an	eminent	provider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Greater	
China.

Director   Dr. K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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