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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LETTER

撐起自學計劃的一片「男」天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一直深受女學員追捧。「有麝自然香」，近年畢業禮上
也不乏男學員的身影，其中三位 (左起) 談國波、林俊傑、沈紹根樂意在今期分
享與「計劃」結下的緣分故事及學習得著，公開他們絕不私藏的課程推介。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was first launched with women as 
target but the courses are open to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rrespective 
of gender and background. Three male studen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are 
happy to shar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Programme.



專 題 報 導
Feature Article

與「計劃」結下的緣分故事

沈紹根（第五級畢業學員）
我與「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結緣，始於「計劃」

的電視宣傳短片。

談國波 （第四級畢業學員）
四年前，行山好友得悉我正在安排退

休生活，建議我讀書。我說年紀這麽

大，不知道讀什麽好，在他推介之

下，我就報讀了一直想學的「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電腦課程。

林俊傑（第五級畢業學員）
我是透過電費單的宣傳

單張認識「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繼而開始報

讀課程的。

學習得著
談國波：學習充實了我退休後的餘暇，讓我有一種重返校園的感覺。眼界的擴

寬，令我對人、對事都更加開懷。家人察覺到我的改變，所以很支持我繼續學習。這個

課程沒有考試的壓力，憑出席率及功課儲積分，到一定程度就可參加畢業禮。即使已參

加了四屆畢業禮，我依然感到很雀躍。我認為課程同樣適合男士報讀，自己也常介紹給

身邊的男性朋友。與其坐在公園打發時間，不如上學學習新知識，與時代接軌。

林俊傑：「計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課程設計用心、質素高，很多主題更是在坊

間沒有。我極力推介各位「巴打」報讀，你會發覺，除了與朋友多了話題之外，學習到

的知識還可以跟身邊的「絲打」分享及探討。

沈紹根：報讀「計劃」幾年來，改善了我與人相處的技巧，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遇到不少良師，也讓我掌握了一定調理身體健康的知識。當中很多課程如「法律與日常

生活」，絕對適合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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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心水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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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私藏推介
談國波：

「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可以透過文學作品了解當
時人們的生活，那些文人在戰亂時期還能從事創
作，也很令人敬佩。

林俊傑：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學懂從多角度思考他人
的觀點是否正確，不會人云亦云，不易受廣告的宣
傳伎倆誤導。

「認識食物成份 / 添加劑」：學會看食物的營養成
份標籤，注意飲食健康，避免攝入過多添加劑。

「如何美化家居」：認識基本的家居設計原理，學
會畫圖分配家居空間，變動家具的擺放。

沈紹根：

「健康飲食」：學習做自己的營養師，注意飲食均衡，多菜少肉；烹調時多用蒸煮滾
焯，少用煎炸烤焗。

「宗教哲學人生」：可透過課程認識不同的宗教，進而了解自己的信仰，探討
人生的意義。

「Keep Fit 之道」：定時做適量運動，配合均衡飲食，就可以身體強健人苗條。

林旭青林晉民父子
林旭青一家人是電台課程專題講座的常客。夫婦（圖後排中間及前排右一）
經電台、電視宣傳短片及社區中心的推廣得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兒子（圖前排右二）晉民從2009年中學畢業後便開始報讀，至今已修讀
三十餘科，雖然患有腦痙攣，但非常樂觀開朗，大方地分享他的學習得
著。父子俱盛讚教材內容充實豐富、優質、貼近社會發展；導師專業，
課堂內容深入透徹。

因為晉民行動不太方便，爸爸林旭青又是在職人士，所以以報讀電台及
網上課程為主。他們認為這兩種學習模式很方便，學費更是超值。

這幾位學員都有自己的故事，無一例外的是報讀了「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並在親身感受到其正面影響後，身體力行地持續學習。

你們的「心水」呢？歡迎大家於                                                        留言 

分享你的「絕不私藏推介」，參加者將有機會獲得紀念品一份。

番外
篇

◆		這個計劃的課程適合任何人士

報讀，有財經、環保、粵曲等

不同課題，包羅萬有，我們會

用「正到飛起」來形容。

「自學人生自學計劃」



CBMP1075C個人電子歷程檔案製作新 課 程
New Programme(s)

電腦及互聯網的出現，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

活方式，把人際溝通、資訊交流的模式推向一個

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即將於2016年3月學期推出

的新課程「CBMP1075C個人電子歷程檔案」，

正是學習製作這衍生自資訊科技、以嶄新模式記

載及展示個人履歷表的好機會。本科分為十三個

單元，並且按照內容分類規劃為五個部分，內容

由淺入深，使學員由規劃個人歷程檔案開始，學

習製作電子版個人歷程檔案的不同技巧。第一部

分（單元一）介紹個人歷程檔案的基本概念；第

二部分（單元二至三）說明製作個人歷程檔案的

前期工作，例如規劃歷程檔案內容的方法和統整

各類素材的技巧；第三部分（單元四至八）闡述

如何運用簡報軟件（微軟PowerPoint）製作個人

電子歷程檔案；第四部分（單元九至十二）將讓

你掌握運用雲端平台（Prezi）製作個人電子歷程

檔案的方法；第五部分（單元十三）則指出製作

及採用個人電子歷程檔案時有機會遇到的技術、

私隱與及版權問題，並提供建議的解決辦法。

身處這個與資訊科技不可分離的新世代中，

想自我增值、與時並進的您，要把握良機啊！

報讀詳情及方法，請參閱「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課程簡介/課程時間表/網頁:	 www.ouhk.edu.

hk/cbmp或致電:	2915	2380（按1）。

A new course “CBMP1075C Making of 
Personal e-Portfolios” is scheduled to be offered 
in the March 2016 intake.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functions of electronic portfolios 
(e-Portfolios) in this modern society, and to 
demonstrat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a personal 
e-Portfolio.

單元一 個人歷程檔案初探

單元二 從構思到實踐

單元三 素材的規劃及製作

單元四 微軟簡報入門

單元五 簡報教學－圖像與照片的應用

單元六 簡報教學－多媒體的應用

單元七 簡報教學－加入動態效果

單元八 簡報教學－展示與分享成果

單元九 Prezi線上展示平台入門

單元十 Prezi教學－文字與圖像的配合

單元十一 Prezi教學－多媒體的應用

單元十二 Prezi教學－展示與分享成果

單元十三 私隱、版權問題與檔案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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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6年3月學期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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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71CR	
認識另類投資

2016年3月7日起
(逢星期一)

林柏希先生

林嘉麒先生

及

陳楷遜先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	9:00	-	10:00

逢星期六	
早上	

8:00	-	9:00

逢星期六	
晚上	

7:00	-	8:00

CBMP1067CR	
兒童心理學初探

2016年3月8日起

(逢星期二)
林柏希先生 朱昆宇先生

逢星期六	
早上	

9:00	-	10:00

逢星期六	
晚上	

8:00	-	9:00

CBMP1069CR	
中國古典文學
賞析

2016年3月9日起

(逢星期三)
陳美思小姐 謝旭博士

「自在人生大學堂」	
早上	10:00	-	11:00

逢星期日	
早上	

8:00	-	9:00

逢星期日	
晚上	

7:00	-	8:00

CBMP1004CR	
論盡男女

2016年3月10日起
(逢星期四)

陳美思小姐 魏素華博士
逢星期日	
早上	

9: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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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麒先生
泓福證券有限公司聯席董事，並擔任新城財經台、無線電視及亞洲電視等投資理財節目的嘉賓講者。

陳楷遜先生
畢業於加州州立理工大學，1997年在港創業，2003年於	RICHARD	MILLE	任職亞太區總經理，帶領品牌進軍亞洲。四年後，

被國際拍賣行邦瀚斯委任為亞太區行政總裁，建立其拍賣業務，八年之間，邦瀚斯成為全球第三大的國際拍賣行。2014年6月，

擔任瑞士高級製表基金會大中華區主席，致力推動業內人士、收藏家及公眾人士對高級製表的認識，受到鐘錶界和愛好者的

一致好評。

朱昆宇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心理學講師、香港理工大學客席講師、中國應用心理學會主席、註冊心理諮詢師和講師、EAP諮詢師和講師、

英國心理學會註冊職業心理評估師、中國註冊培訓心理諮詢師教學資格、心理學碩士、香港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朱先生多

年來為各大跨國企業選拔和培訓尖子人才、改革企業、進行企業領袖培訓、輔導和選拔。曾任職匯豐銀行企業發展部副總裁

及美國通用電氣公司亞太區管理質量總監。

謝旭博士
哲學博士（教育學）、文學碩士（哲學）、文學士（中文）。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教授「中國文化要義」、「中國文化導

論」等通識教育課程。資深中國語文科、通識教育科教師。曾擔任考評局中國語文科閱卷員與主考員及獲邀擔任考評局中國文學

科校本評核統籌員多年。

魏素華博士
婚姻及家庭治療師，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家庭本位實務及家庭治療碩士課程主任。她分別於1998年及2001年獲頒美國楊百

翰大學的心理學學士學位及婚姻與家庭治療碩士學位，其後以中國的跨代關係研究獲頒博士學位。魏博士實踐經驗豐富，

專注服務兒童和青少年及家庭、情侶溝通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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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馬拉松 邁向新里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宣傳活動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舞之餘，更跟現場觀眾玩遊戲，主題圍繞「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的課程內容，輕鬆地將資訊傳給每位

現場觀眾。Jude及組合A2A陸續出場，藉個人經

驗去分享「活到老、學到老」的重要性。最後司儀

訪問網上課程導師，鼓勵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和方

法，邁向自學自強的新里程。

Representatives from Women’s Commission,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OUHK and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members joined the promotional event hosted 
by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imited at Discovery 
Park Shopping Centre, Tsuen Wan on 3 October 2015 
(Saturda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NGOs, promotional 
counters were arranged between 1:00 pm and 5:00 pm 
for on-site enrolments. Artists were invited to deliver the 
stage performance.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旨在幫助學員培養求知

慾、發揮個人潛能，以正面態度面對不同挑戰，從

而開創更精彩的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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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馬拉松	 邁向新里程】「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宣傳活動已於2015年10月3日星期六假荃灣

愉景新城購物商場一樓天幕大堂舉行，由新城知訊

台節目主持林柏希及Gigi擔任司儀。司儀先與婦女

事務委員會轄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督導委員會

召集人黃祐榮先生簡單介紹自學計劃的精彩內容，

尤其數十個特別編撰的課程、涉及不同範疇，由各

區非政府機構參與協辦安排，讓全港婦女及有興趣

人士自由選讀。後由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

學院課程總監蘇建霖博士闡述自學計劃的理念，並

邀請到兩位學員分享報讀自學計劃的電台廣播、面

授及網上課程後的得著和轉變，突顯自學計劃的多

元化課程和靈活具彈性的學習模式。其後，歌手劉

威煌上台獻唱、狄易達與	Dance	Kingdom	勁歌熱 ◆		司儀訪問網上課程導師李泳錚女士（中）。

◆		學員黃愛珠（左二）、伍少萍（右二）分享參與計劃後

的得著及轉變。

◆	一眾嘉賓分享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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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理財」講座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理財之道，在於精明的理財方法

與策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

會於2015年10月17日(星期六)舉辦了

「精明理財」講座。婦女事務委員會

轄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督導委員

會召集人黃祐榮先生對講座背景先作

簡單介紹，然後邀請講座嘉賓	 –	 	 婦

女事務委員會委員關蕙女士主講「精

明理財」，包括訂立理財目標及計

劃、從小培養子女正確的理財觀念等

等。125位出席學員認識了精明理財之

道，尤其是投資前必須注意的事項，

並即席分享討論，反應熱烈。最後，

蕭婉文會長代表同學會向講座嘉賓致

送感謝狀，以示謝意。

Effectiv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volves planning, organising,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financ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achieve personal/family/organisation objectives. There were 
125 CBMP students attending the “Seminar on Smart Financial 
Management” on 17 October 2015 (Saturday). Mr Robert Wong 
(Convenor of Steering Committee on CBMP) g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minar and introduced the 
invited guest speaker, Ms Angelina Kwan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to the participants. Ms 
Kwan shared with the students on 
the strategies, tactics and actions to 
achieve smart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students learn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ound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gave high comments on the seminar.

「婦女事務委員會」講座系列

◆	講座內容精彩有趣。

◆		關女士擁有豐富的理財知識及經驗。

◆	學員踴躍發問。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講題	
Topic

嘉賓講者
Guest	Speaker

地點	
Venue

2016年

2月27日(六)

27	Feb	

2016	(Sat)

2:30	–	

3:30	pm

活出精彩人生

To	Live	a	Beautiful	Life

黃祐榮先生

Mr	Robert	Wong
葵興教學中心11樓	

	K1104室

K1104,	11/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3:45	–	

4:45	pm

親子有妙法

Smart	Parenting	Tips

劉靳麗娟女士

Mrs	Stella	Lau

「婦女事務委員會」陸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講座。「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督導委員會召集人

黃祐榮先生將透過關注和尊重生命，闡述如何活出精彩人生；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

則與大家分享實用又易掌握的親子方法，讓你育兒路上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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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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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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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學員活動

參觀環保園（2015年10月22日）Visit to Eco Park 

◆		廢物再造藝術品。

◆		1	:	1	等比堆填區模型。

◆		導賞員介紹香港的廢物處理現況。

◆		學員透過互動遊戲	

	 	學習環保知識。

◆		這是香
港一個沙

灘的塑膠
廢物，	

	 	數量
之多令人

觸目驚心
。

2016年1-2月學員活動預告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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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二)

26	Jan	2016	(Tue)
3:00	–	5:00	pm

「食得有營又健康」講座	

Seminar:	Easy	Healthy	Recipes	

葵興教學中心11樓K1104室	

K1104,	11/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2016年1月30日(六)

30	Jan	2016	(Sat)
3:00	–	5:00	pm

探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水圍天晴會所:	文化交流顯關懷	

Charity	Visit	to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		

Tin	Shui	Wai	Tin	Ching	Centre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	

天晴服務設施大樓1樓101室

	No.101,	1/F.,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Tin	Ching	Estate,	Tin	Shui	Wai,	N.T.

2016年2月23日(二)

23	Feb	2016	(Tue)

1:30	–	2:30	pm/

2:30	–	3:30	pm

參觀東蓮覺苑	

Visit	to	Tung	Lin	Kok	Yuen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

	15	Shan	Kwong	Road,		

Happy	Valle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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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與
長者一同

玩「估歌
仔」遊戲

，氣

氛熱烈。

精彩學員活動

探訪耆康會關泉護理安老院（2015年10月17日）

Charity Visit to Sage Quan Chuen Home for the Elderly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七次周年會員

大會，於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假香港公開大

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教學中心順利舉行。

會上，內務副會長楊慧賢女士及財務幹事馮惠堅

女士分別報告2014/2015年度同學會會務/活動及

財務狀況，會長蕭婉文女士則介紹2016年各項精

彩活動安排，並獲出席的66位會員及105位會員

授權代表全數通過。其後，由同學會代表陪同婦

女事務委員會委員關蕙女士、香港公開大學李嘉

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黃偉寧博士、協

理課程總監謝津權先生一起主持切蛋

糕儀式，在一片歡快喜慶的氛圍中拉

下帷幕。

The 7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CBMPSA) was held at KHLC 
Lecture Hall on 17 October 2015 
(Saturday). Ms Yeung Wai Yin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and Ms 
Fung Wai Kin (Treasurer) respectively 
reported the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 
matters held in the Year 2014/2015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同學會第七次周年會員大會

while Ms Siu Yuen Man (President) presented 
the 2015 Activity Plan which was unanimously 
endorsed by the attending 66 members and 
105 members-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The 
subsequent ceremonial cake-cutting was hosted 
by Ms Angelina Kwan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Dr Kris Wong (Director of LiPACE), 
Mr Alex Tse (Associate Programme Director of 
LiPACE) and CBMPSA representatives.

◆		合唱「朋友」一曲依依話別。

◆			同學會幹事準備了實用的日常用品及會員自製的士多啤梨掛飾，作為禮物送給長者。

◆			一眾嘉賓與學員齊賀同學會六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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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於

2015年9月及10月舉辦了三場手工藝工

作坊，會員報名踴躍，反應熱烈。製成

品會在「同學會」進行慈善探訪時用作

小禮物，培養興趣之餘，還可行善，意

義滿分。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巧手獻愛心

活動預告

賀年福字掛飾
開班日期	：2016年1月18日，	下午2時至5時
堂數	 ：一堂（3小時）
材料費	 ：25元
導師	 ：Joanna	Siu
名額	 ：共一班，每班30人

玫瑰濃情迎元宵
開班日期	：2016年2月19日，下午2時至5時
堂數	 ：一堂（3小時）
材料費	 ：20元
導師	 ：Fanny	Wong
名額	 ：共一班，每班35人

◆			講解及示範製作要

點。

◆			看似簡單，但很考

針黹功力。 ◆		花心思的禮物。 ◆		胡蘿蔔及士多啤梨布藝掛飾。

◆		會員從中找到樂趣。

◆			同學會會長蕭婉文於第七次周年會員大會上致送紀念品

感謝義務導師王秀芬（左）及蕭梅仙（右）。

◆		成就感滿瀉。

請致電同學會熱綫	6351	2514	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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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應試課程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本課程教授國際英語水平

測試（IE L T S）考試的相關

知識以及應試技巧，由具有

豐富相關經驗的導師任教。

不同於其他類似課程，本課

程結構較為完善，更加適合

本地學員：首先，課程加入

專門針對語法及詞彙的相關

內容，以幫助學生從根本上

提升英語水準；此外，課程分別將聽、說技巧結合，讀、寫技

巧結合，令學生將聆聽及閱讀的語言知識內化，廣泛

運用在自己的會話及寫作方面，英語能力

可以更快提升且更為鞏固。學院修畢課程

後，應在英文水準上有良好提升，並具有

IELTS考試的相關知識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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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作 伙 伴
Partner(s)

展勵同學會十周年誌慶聚餐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展勵同學會」於2015年10月22日假香港	

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的「十周年誌慶聚餐」，籌委精心策劃了美輪美奐的佈景拍照區、温馨搞笑的話劇、	

別出心裁的活動回顧等項目，讓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黃偉寧博士、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總幹事曾永強先生與其他嘉賓、導師、同學濟濟一堂，在熱烈的掌聲和歡笑聲中同慶這個大日子。

◆		會員從中找到樂趣。

課程 教學時數 考試時數 課程費用($)

ENGL4024EP

IELTS應試課程
55	小時 3	小時 $5,800

開課日期：每年三、六、九、十二月

上課時間：平日晚上	7:00-10:00

詳情請參閱學院網頁	http://www.ouhk.edu.hk/li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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