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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
女士帶領著台上畢業學員及
同學會幹事一同合唱經典勵
志金曲「憑著愛」，掀起了典
禮當日的高潮。

◆	一眾主禮嘉賓（左起薜家燕女士、呂汝漢�授、劉靳麗娟主席、
張建宗局長、黃玉山�授、馬健生女士）主持開幕儀式

第十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以下簡稱「自學
計劃」）畢業典禮於2014年6月9日（星期一）上午
於大學會堂隆重舉行。典禮當日，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先生（GBS, JP）、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
山�授（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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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新城廣播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健生
女士及「自學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擔任主禮
嘉賓，見證畢業學員的學習成果，為他們帶來美好
的祝願。六月初夏的豔陽也不敵畢業學員及親友的
熱情，典禮場地處處可見親友簇擁手捧鮮花的畢業
學員合照，熱鬧非凡。今年適逢慶祝「自學計劃」
推出十周年，學院特別訂製大型心願樹，讓畢業
學員、親友、協辦機構代表、導師及其他嘉賓寫下
對「自學計劃」的期望與祝福。

開幕儀式貫穿十年樹木的主題，主禮嘉賓手持
一塊印有樹木不同成長階段的圖片，插入儀式台，
代表著「自學計劃」像樹木一樣，由種子發芽生長，
經過不斷的灌溉、栽種，十年以來，就如台上的心
願樹般帶著大家的祝福，一直努力茁壯成長，造就
學員，造福社會。

第三十期 Issue 30

張建宗局長致辭時表示，「自學計劃」在一定
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深入民心的品牌。張局長從
各方面肯定「自學計劃」的成績，亦鼓勵婦女發
揮潛能，響應政府號召重新投入勞動市場。本校
新任校長黃玉山�授則以中港台三位傑出人士的
故事勉勵學員堅持實踐自己的夢想。

1



◆	五位學員夏鳳英（左一）、馮燕群（左二）及蕭婉文（右一）
獲頒發十周年特別獎項（持續學習獎）

中文版網上報名平台
網上報名平台省時及快捷，自推出至今一直頗

受學員歡迎。為將此便捷報名方法進一步推廣給更
多的學員，由2014年9月1日開始，網上報名平台
已增設中文介面，學員可透過本計劃網站首頁的快
捷連接輕鬆報名。

彈性報名安排
2014年11月學期開始，報名時段將延長至開

學前三星期。截止報名後，有尚餘學額的課程，將
公佈於「自學計劃」網站，並接受逾期申請至學期
開始前一個工作天。惟學員需透過網上報名平台報
讀，或親臨本院荔景�學中心遞交報名表及相關文
件。逾期申請的學員，將於開學後7個工作天內收
取�材。

另外，為鼓勵學員及早安排個人學習計劃，	
2014年9月1日開始，學員除可報讀「自學計劃」當
期課程以外，還可透過網上報名平台預先報讀部分
下一個學期的課程。

7-11便利店支付學費
為方便學員完成報讀手續，「自學計劃」將於

2014年9月1日起新增7-11便利店繳交學費辦法。
學員可憑以下快速響應矩陣碼（QR Code），前往
7-11便利店以現金繳交學費。請謹記必須保持繳費
收據上所列印內容清晰可辨，並於收據上注明報讀
人姓名、身份證號碼及報讀課程，連同報名表格交
至協辦機構。

本屆畢業典禮共有628位畢業學員獲頒發不同
級別的證書。一眾表現卓越的協辦機構、導師及學
員獲頒發卓越獎項。其中馮燕群、夏鳳英、蘇潔儀
及蕭婉文同學更加獲頒發十周年特別獎項。她們獲
取最高級別的第六級證書後，仍然持續報讀本計
劃課程達5年或以上，終身學習的精神可嘉。當中
蕭婉文同學從「自學計劃」由2004年推出至今，每
學期不間斷報讀課程，與計劃共同成長，一同度
過十個春秋，獲得特別嘉許。

十年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學院將繼續發揮	
所長，推陳出新，促進計劃的持續發展。故此，	
2014年4月30日，本院舉行了大型研討論壇，邀請
一眾學員、導師、協辦機構代表、課程編纂等出
席，徵集大家對「自學計劃」課程發展、行政安
排、宣傳及�學等項目的意見。本院正積極回應各
方訴求及採納可行建議，現已陸續推出以下多項新
元素：

Facebook專頁
「自學計劃」的官方Facebook專頁已於7月正

式推出。與本計劃相關的收生及活動資訊、活動
相片、最新動態將會於該專頁同步刊載，立即邀請
家人朋友「讚好」我們，一齊自在增值！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面授課程

（350元）

電台課程

（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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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課 程
New Programme(s)

CBMP1072C 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

訂購第十屆畢業典禮DVD表格

姓　　名：

學生編號：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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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重溫當日精彩片段，請參照以下訂購方
法，訂購第十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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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興葵昌路51- 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
8 -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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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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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6日

單元一 邏輯，你好嗎？

單元二 跟批判思考打招呼

單元三 舉一反三演繹法

單元四 溫故知新歸納法

單元五 一起來做語理分析

單元六 提防語言陷阱

單元七 剖析常見邏輯謬誤

單元八 別給詭辯術騙倒

單元九 拆解邏輯難題

單元十 信？不信？理性與信仰

單元十一 風水算命，能人所不能？

單元十二 潮流文化與消費文化

單元十三 批判思考與人際溝通

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接觸到他人的意
見，也會對周圍的事物持個人見解，大眾媒體所
傳遞出的資訊更是包羅萬象。要適當判斷這些意
見或資訊的真假對錯，確是殊不簡單！本計劃將
於2014年11月學期以電台廣播模式推出新科目
「CBMP1072C基礎批判與邏輯思考」。本科分為
十三個單元，透過富趣味、多樣、實用、簡明的
日常例子來說明複雜的概念，並以系統的方法讓
學員學習批判思考技巧及邏輯知識。

A new course CBMP1072C 
Foundation of Critical and Logical 
Thinking would be offered in 
November 2014 Intake in radio 
mode. By discussing the examples 
in daily life,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master and apply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rationally.

The 10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on 9 June 2014 
(Monday). Attending guests of honours included Mr. 
Matthew 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Prof. Yuk-shan Wong, BBS, JP (President, 
OUHK), Mrs. Stella Lau, JP (Chairperson, Women’s 
Commission), Prof. Yu-hon Lui (Director of LiPACE), 
Ms. Bianca Ma (Managing Director,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td) and Ms. Nancy Sit (Ambassador of 
CBMP).

Mr. Matthew Cheung congratulated graduates 
on their achievement and recognised the success 

of CBMP. There is a saying that it takes 10 years to 
grow a tree, while a sound education programme 
may require 10 times as long before it takes root.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BMP is a major milestone 
of the Programme and the Institute will make every 
endeavour to improve the Programme. In the recent 
few months, some new initiatives, like official Facebook 
fans page, bilingual online registration platform, tuition 
payment through 7-11 convenience shops and flexible 
registration arrangements will be launched to echo the 
recommendation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rom the CBMP Open Forum held on 30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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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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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主持更將親
臨介紹電台廣播課程特色。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

日期：2014年9月2日（二）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學中心K0810室

地址：新界葵涌葵昌路51	-	53號九龍貿易中心8樓

時間：下午3:00	-	4:00

課程簡介會報名方法：

·請致電熱線2915	2380	（按1-0聯絡本院）；或

·請電郵個人資料（出席人姓名及聯絡電話）至cbmp@ouhk.edu.hk。

2014年11月學期網上學習課程簡介

網上學習課程運用插圖、動畫、漫畫、互動	
遊戲、硬照動畫、廣播劇及錄像等多媒體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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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25CW	環保生活

·CBMP1050CW	中醫養生食療

·CBMP1053CW	職場上的女性

註冊學員可自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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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學員是否已
以電台或面授模式修讀過課程，都定能在此多媒體
互動的�學模式中獲得新收穫。快來加入網上學習
的大世界吧！

Three E-Learning courses are going to be offered 
in November 2014 intake. Students who take part in 
the courses will definitely be impressed by the various 
multi-media components, e.g. illustration, video, cartoon 
and radio drama, etc.

2014年7月學期 
電台廣播及網上課程總結講座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21CW 婦女與健康
2014年9月22日
（星期一）

晚上7:00	–	9:00

葵興�學中心

CBMP1063CR 語言表達技巧（進階）

2014年9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9:00	–	11:00

CBMP1027CR 中醫藥常識入門 上午11:00	–	1:00

CBMP1017CR 投資一點通 下午2:00	–	4:00

CBMP1068CR 生命�育 下午4:00	–	6:00

CBMP1024CW 香港文化漫談 晚上7:00	–	9:0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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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講座只供註冊學員參與，敬請留意。
	 ·	講座舉行地點：葵興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香港公開大學葵興�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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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學期 
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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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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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28CR
領導與合作技巧

2014年	
11月3日起	

（逢星期一）
林柏希先生 周佩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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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72CR
基礎批判與	
邏輯思考

2014年	
11月4日起	

（逢星期二）
林柏希先生 盧傑雄博士

逢星期六
早上	

9:00	–	10:00

逢星期六	
晚上	

8:00	–	9:00

CBMP1021CR
婦女與健康

2014年	
11月5日起	

（逢星期三）
陳美思小姐 鄒重 基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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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62CR
投資風險知多少

2014年	
11月6日起	

（逢星期四）
陳美思小姐

朱家明先生
潘熙威先生

逢星期日
早上	

9:00	–	10:00

逢星期日	
晚上	

8:00	–	9:00

星級客席嘉賓介紹

 周佩波先生
周佩波先生是創藝傳訊董事，專注提供投資者關係、公共關係、品牌塑造及顧問服務。其客戶以跨國企業、藍籌
企業及行業龍頭企業為主。周先生所制定的方案常為企業帶來突破，並因而獲頒2009年度中國企業創新優秀人
物獎。而他亦常為客戶引進經驗、網絡或資金，以助企業提升質素及實力。周先生亦致力於慈善及青年工作，為逾十
個非牟利機構或慈善項目的核心人員。他於2007年當選青年領袖選舉得獎者，更於2010年獲選為香港精神大使。

	盧傑雄博士 
盧傑雄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他研究的範疇主要包括倫理學及社會政治哲學等。

 鄒重 基醫生
鄒重 基醫生在198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隨後再取得該校頒授的職業醫學文憑。鄒醫生活躍於多個醫
學專業領域，包括麻醉學及深切治療科、合約醫學、全科醫療、職業醫學、情緒病、旅行醫學以及緊急醫療救
援等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令鄒醫生經常獲邀出席各媒體的醫學節目；專業才能和形象讓他成為本港醫學界的權
威。此外，鄒醫生亦多次被跨國企業、各大商會及醫院管理局邀請作演講嘉賓。鄒醫生於	2007	年被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委任為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的備選團委員，協助即時審批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個案。

 朱家明先生
朱家明先生為資深證券從業員及證監會持牌人士，擁有超過二十年股票投資經驗，對證券圖表技術分析有獨到見
解，結合多年實戰經驗，將技術走勢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風格自成一派。朱家明擅於發掘投資潛質優秀的
二、三線類股份，現時主持新城財經台《理財是力量》及《場內外聯線》節目，深獲聽眾支持。

 潘熙威先生 
潘熙威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於風險管理及會計方面持續深造，先後取得金融風險管理師資格及會計
學碩士學位。平日擔任分析工作，集中從事宏觀經濟分析及投資研究。著重通過風險管理，規避各類投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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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育中心外展及對外關係經理蔡淑敏女士

的講座精彩富知識性。

◆		學員於中央

炮台前留影

探訪樂暉長者地區中心

6月學員活動及講座回顧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4年6月17日（星期二），25位「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學員在經驗豐富的導賞員帶領下，參觀
了香港海防博物館的戶外古蹟徑。導賞員以生動的
方式講解鯉魚門炮台的歷史，沿著古蹟徑參觀，	
學員不但感受到昔日鯉魚門炮台的軍事力量，同時
亦飽覽鯉魚門海峽和維多利亞港美麗的景色。

另外，學院分別於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及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舉辦了「對症下葯—
認識西藥的使用（進階）」及「健康投資系列—認清
投資產品」講座。學員在專業講者的指導下，加深	
了對藥物使用及不同類型投資產品特性的認識，	
獲益良多。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一個陽光普照的下
午，「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一行29位會員，
浩浩蕩蕩抵達座落於九龍灣彩福�的香港基督�服
務處樂暉長者地區中心探訪，中心地方寬敞，潔淨
環境舒適，真是長者平日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社工林先生為我們進行簡單的講解，分享與長
者相處與溝通的技巧，萬變不離其中的原則就是	
「愛心和耐心聆聽」。	
其後我們以遊戲「哥
斯拉」作熱身，每位
參與探訪的會員均
被安排與一位長者	
配對，會員協助老
友記猜「包剪�」，	
勝方要把手上的衣
夾，夾在對方身上，
老友記全程投入，玩
得十分興奮。緊接著
的盆栽種植工作坊，
同學會預備了金魚苗盆栽予各位老友記，幹事除了
講解基本種植方法，還跟老友記分享了一些慳錢的
驅蚊小貼示，藉此增強他們種植盆栽的興趣。

25 CBMP students visited 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on 17 June 2014 (Tuesday). Students 
were shown around the historical trail where they 
could appreciate these historical remains and picture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Lei Yue Mun Fort a hundred  
years ago. 

Moreover, two seminars, namely “Understanding 
Usage of Medicine (Advanced)” and “Introduction of 
Investment Products”, were held on 14 June 2014 
(Saturday) and 20 June 2014 (Friday) respectively, 
which equipped the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of  features  of  different  medicine  and  investment  
products.

最後，同學會將一包包滿載愛心的	
手工低糖曲奇送給老友記。雖然只是小小
的心意，但他們滿心歡喜接過，感謝我們
的關愛。歡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感恩有幸
參與是次活動，雖然只是短短的相聚，	
但在離開時已經依依不捨地說再見。

29 members from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paid a charity visit to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HKCS) Bliss District Elderly 

Community Centre on 25 June 2014 (Wednesday). 
Memb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active games 
with elderly and then they joined a workshop to learn 
how to raise potted plants. Both members and the 
elderly spent a joyful afternoon.

學員	盧美蓮

◆	老友記興高

采烈地展示

他們的作品

◆	老友記踴躍參加破冰遊戲「哥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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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學員活動預告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港南港旅之漁火閃閃在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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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to the office of CBMP before the deadline.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updates.

2014年5月25日（星期日），	
我參加了同學會舉辦的「港南港
旅之漁火閃閃在南區」活動。當天
約有60位會員參加，氣氛熱鬧。

第一站我們先到漁市場參
觀，由導賞員帶領及講解漁市場
內的運作。此外，導賞員還展示
了漁船抽取海水的設備與操作，
讓我們大開眼界。

緊接著，我們便從漁市場步行到「香港南區	
婦女會」，參加「保育海洋生態」工作坊，工作坊
的內容豐富、生動有趣，令我們明白到若不適當地
去捕捉海洋生物，它們便會有滅絕的危機，以及保
護這些魚類、海產等的方法，真的使我獲益良多。

午飯時間，我們一同到珍寶海鮮舫享用漁	
家菜，同學會的幹事們於席間為我們加插了有獎	
問答遊戲及抽獎環節，氣氛非常熱鬧，增進了同學
間的溝通與互動。禮物雖然並不名貴，但卻讓人	
暖在心頭。

最後，我們乘坐街渡返回市區，對海港認識極
豐富的船家「梁大哥」幽默風趣地向我們講解不同
漁船的特點、船隻在海港內的航行及停泊的規條、
以及不同種類海鮮的捕撈方式。

這次的活動真的是一
堂既充實又難忘的戶外
課。同時，我也深深感受
到幹事們為同學會付出的
努力。旅程中的每個細節
她們都安排得很好、很認
真，令人敬佩。希望日
後，同學會能繼續舉辦更
多活動，好讓我們有機會
增廣見聞！

60 CBMPSA members visited the fishing port at 
Aberdeen on 25 May 2014 (Sunday). We were shown 
around the operation of the fish market and participated 
in a workshop held by Hong Kong Southern District 
Women’s Society. After that we enjoyed the traditional 
dishes in Jumbo Floating Restaurant and got on the 
boat to experience fishermen’s daily life.

學員	張美卿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10月10日(五)
Oct 10 (Fri) 2:30 - 4:00pm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Visit to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100號
（香港科學館側）

100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owloon
(next to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10月18日(六)
Oct 18 (Sat) 3:00 – 5:00pm

「節目主持及即興演講技巧」講座	
Seminar: Hos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葵興�學中心11樓K1104室
K1104, 11/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10月30日(四)
Oct 30 (Thu) 2:00 – 4:15pm

探訪香港盲人輔導協會	-		
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

Charity Visit to  
The 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 –
Jockey Club Tuen Mun Home for the 

Aged Blind

新界屯門青福里8號
8 Tsing Fuk Lan,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		會員分成小組乘坐街渡參觀

◆		一眾會員於珍寶海鮮舫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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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事 動 態
Staffing Development

學術事務助理 梁芷瑩小姐

大家好！我是Cathy，我在	
2013年11月加入了香港公開	
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為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提供行政
支援。

在這份工作之前，我一直
從事銷售工作，需要每天主動
跟客戶聯絡，爭取見面機會及
為公司爭取業績。感謝數年銷
售經驗助我建立主動、積極的性格，亦增進了我的
人際溝通技巧。

我喜歡旅遊，我於上年10月到沖繩島旅行。
感恩六天的行程都是好天氣，每天都看到藍藍的	
天空！沖繩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有大型的購物	
中心、隨處可見的藥房、美麗的海灘、便宜又新鮮
的海產、讓人消除疲勞的天然溫泉，很多有觀賞	

價值的戶外景點等。而沖繩人亦非常熱情好客，	
加上當地的路牌、旅客指引等都十分清晰，因此	
建議大家可嘗試以自遊行的方式到當地，將更能	
完全體會沖繩獨有的風土人情呢！

Hello! I’m Cathy. I joined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OUHK 
last November. And I am one of the members of 
Community Learning Programme. 

I like traveling. Okinawa is a lovely place I visited 
last year. There are large shopping malls, beautiful 
beaches, cheap and fresh seafood, natural hot springs 
and many outdoor attractions. People there are so 
passionate and hospitable. With the clear local road 
signs and visitor guide, it is a good destination for 
individual travel.

◆	Cathy與愛犬圈圈
的合照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同學會成立五周年暨義工嘉許禮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自2009年成立	
至今，不經不覺間已走過五個年頭。為慶祝成
立五周年，同學會幹事會特別籌備五周年午餐聚
會暨義工嘉許禮，於2014年4月26日（星期六）
假石硤尾彩龍大酒樓舉行。是次活動有幸邀請到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黃偉寧
博士、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麥宗泰先生、新
城廣播有限公司助理營運總監張碧琪女士擔任嘉
賓，當天共有百多位會員出席，場面熱鬧。

席間，幹事與會員一同合唱同學會會歌，又
準備了歷年精彩活動片段，讓會員回味一番。
遊戲「收賣佬」及獎品豐富的幸運大抽獎環節為
是次活動掀起了小高潮，會員均踴躍參與，非常
投入。

為表揚同學會義工隊為計劃的宣傳及會務活
動所付出的努力，同學會特別向累積滿一定服
務時數的義工頒發了嘉許狀及襟章。學院將繼
續支持同學會未來的發展，與幹事會一起為會
員帶來精彩的課餘活動。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tudent 
Association (CBMPSA) 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um Volunteer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he Shek Kip Mei Lucky Dragon 
Restaurant on 26 April 2014 (Saturday). Attending 
guests of honors included Dr. Kris Wong (Deputy 
Director of LiPACE), Mr. C.T. Mak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Ms. Becky 
Cheung (Deputy Sales Director,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td.). All attendees enjoyed a pleasant 
afternoon.

◆	同學會幹事與嘉賓主持切餅儀式後，與會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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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作 伙 伴	
Partner(s) 天主�香港�區 

�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天主�香港�區　�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是「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於2004年推行之初的創
始協辦機構之一。中心成立於2000年勞動節，	
為天主�香港�區設於港島的地區勞工服務中心，
秉持「�會與工人·承擔並同行」的宗旨，以福音
精神及�會訓導原則為區內在職及待業人士提供如
勞工法例諮詢、求職支援、工人小組及勞工�育等
服務，而「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就是中心勞工�育
的重要一環。

中心規模雖小，但自「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開展以來，無論報讀人數多寡，都一直盡心致力
辦好每一個課程，尤其在確保�學質素方面。
中心曾邀得余若薇資深大律師、周兆祥博士、	
岑康遠博士（仁德之光中醫診所總幹事）、林艾瑩
小姐（2003年香港小姐首五名佳麗）、徐棠先生	
（香港八和會館會員）、陳浩倫先生（香港藝術	
中心第十九屆「獨立影片及映像媒體比賽」公開組	
金獎得獎導演）及莫俊強醫生（屯門醫院內科及	
老人科主管）分別擔任「法律與日常生活」、「環保
生活」、「中醫藥常識入門」、「儀容之道」、「粵劇
戲曲共賞」、「休閒生活小百科」及「生命�育」	
課程的嘉賓導師。此外，中心很珍惜與每位學員的
關係，不少學員亦積極參與中心的活動，
如加入中心的「婦女英語運動」，共同推動
以朋輩互助的模式提升英語能力，並透過
自身經驗關注婦女勞工所面對的問題。

除「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外，中心近年也參與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資助婦女發展計劃」，獲該計
劃資助於2013年推行「家務CEO」計劃，透過地區
巡迴展覽、資訊刊物及嘉年華，推廣對家庭照顧者
的關顧與支援；而為配合本年度「資助婦女發展
計劃」「就業展能·妍活精彩」的主題，中心將開展
「有『職』可尋」計劃，藉以了解婦女在求職就業
方面所遇到的困難。

註：「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十周年特輯〈自學+自在〉第四集	
成長篇Sabrina學習及參與義工服務的機構正是天主�香港	
�區　�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

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Works (Hong 
Kong Island) of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NGO partners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The centre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service to 
workers and CBMP is one of the key programmes 
serving this purpose. Many professionals and men of 
renown have been invited as instructors of CBMP at 
the centre.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volunteer services 
were arranged to enrich students’ life and enhance their 
inner strength so that they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life 
challenges.

◆		中心仝人親臨畢業禮分享學員喜悅

◆		家務CEO嘉年華（201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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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持續進修基金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持續進修基金是香港政府成立的一個基金，
以資助有志進修的成年人（年齡介乎18至65歲）進
修。合資格的申請人可以就多於一個認可課程申領
發還款項。完成認可課程或該等課程的部分單元
後，申請人可以獲得發還80%學費或10,000港元
學習費用，以金額少者為準。

目前，本院已有多個課程被�育統籌局批核
為「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以下7個課程，均非常適
合「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學員學習程度及需要，
大家不妨考慮啟動你的持續進修基金，終身學習，
增值自我！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ince 2002, 
the Government has set up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CEF) to assist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18 to 
65) in pursu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so as to prepare  
Hong Kong’s workforce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ligible residents enrolling in “reimbursable 
courses” may be reimbursed $10,000 or 80% of the 
course fees, whichever sum is less,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s.

LiPACE has a number of courses stipulated as 
“reimbursable courses” by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CBMP students might consider enrolling in 
these programmes as well.

學 員 心 聲	
Student Voice

鶼鰈情深再譜同學緣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經理		陳智嫻

近年，越來越多的男士
開始加入到「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這個學習行列，香港
電台中文台前台長、早晨
時事節目「千禧年代」主持人
梁家永先生就是其中的一
位代表，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他是與太太一同報讀。
近日，筆者有幸邀請到梁氏
伉儷接受訪問，分享夫婦一
同報讀課程的得著。

聽梁太介紹，兩人年多
前退休。當時，她透過香
港電台認識到「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梁先生素來知悉
本計劃，認為互動式的學
習對喜愛聽講座的太太來說，更有利她將知識內
化，所以非常贊同報讀課程，更身體力行陪太太一
同學習。於是兩人從共同興趣出發，報讀了「認識
股票投資」、「家居維修保養常識」及「法律與日常
生活」三個課程。

說起一同學習的趣事，梁先生說與太太唸大專
時候就份屬同學，只是隸屬不同學系。現在做了同
班同學，一同拍拖上學、查資料做功課、溫書，不
僅共同話題多了，也更有互相支持的感覺。說到這
裡，太太眉飛色舞地告訴筆者，沒想過自己的功課
分數竟可與先生看齊！看來，他們還會較勁誰的功
課成績比較好呢！

梁先生坦承報讀初期是抱著書僮的心態，但學
習過後亦大讚�材設計嚴謹、具學術性，即使具備

一定�育程度的人也可有所得著。雖
然學員以女性為主，但大部分內容對
男性一樣適用。而且功課容易入手，
鼓勵輕鬆學習。以往對股票投資只
局限於新股認購的他，修讀完課程後
觸動了興趣，便應用所學，將部分閒
錢進行投資。太太則認為課程導師專
業，價格相宜，很值得推介！	

除了報讀本計劃課程外，兩夫婦
積極豐富退休生活。梁太雀躍地向筆
者介紹了她新近學習的運動 — 太極
柔力球。梁先生則笑瞇瞇地在一旁聆
聽，他也很高興太太找到這項有益身
心的新興趣！他更寄語學員：「知識創
造命運，終身學習，自在人生，自添
色彩。」

在我面前的兩夫婦，太太溫文爾雅、先生風趣
幽默。雖然已共同生活幾十載，但仍可攜手重返學
堂，兩人之間依然充滿默契，讓人輕易感受到他們
之間那種互敬互愛。鶼鰈情深，令人動容！

Mr. Leung Ka Wing, the famous former 
programme host of RTHK’s morning current affairs 
radio programme, is one of the few male students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He has been 
studying in the programme with her beloved wife 
after retirement. Mr. and Mrs. Leung shared their 
interes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They think highly of the 
course material and quality of instructors and strongly 
recommend others to join this affordable programme to 
pursue lifelong study. 

◆		梁家永先生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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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查詢詳情 (For more details):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LiPACE, OUHK

熱線Hotline：3120	9988
網址Website：http://www.ouhk.edu.hk/lipace
傳真Fax：2381	8456
電郵Email：lipace@ouhk.edu.hk

持續進修基金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

熱線Hotline：3142	2277
網址Website：http://www.sfaa.gov.hk/cef/cnintro.htm

總編輯		
甘翠萍博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輯委員會	
其他成員
朱潔婷女士
梁秀賢女士
�錦思女士

劉穎珊女士
梁芷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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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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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課程
Programme

學費
Tuition 

Fee

使用預早報讀	
優惠*及持續進修
基金後學費

Tuition Fee after 
Using Early Bird 

Discount and 
Reimbursement 

of CEF

授課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資歷架構
級別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開課月份
Intake per 

Year

攝影影像專業證書	
	（網上學習課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Photographic Imaging 
(E-Learning)

7,950 1,431
英語輔以粵語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第4級
Level 4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實用普通話證書
Certificate in  
Practical Putonghua

9,900 1,320 普通話	
Putonghua

第3級
Level 3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優質服務管理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Quality Service Management 

10,500 7,010

粵語輔以英語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第4級
Level 4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金融投資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12,400

粵語輔以英語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第4級
Level 4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舞台表演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Stage Performance

13,800 2,484

粵語輔以英語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第4級
Level 4

3月及10月
Mar and 

Oct

通用英語證書
Certificate in General English 15,200 3,680

英語輔以粵語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Cantonese

第2級
Level 2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創意形象造型及化妝學	
專業證書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Creative Image Styling and 
Cosmetology 

25,000 12,550

粵語輔以英語
Cantonese 

supplemented with 
English

第4級
Level 4

3月、6月及
10月

Mar, Jun 
and Oct

1,431

2,484

1,782

3,680

1,890

2,232

12,500

*	學費九折只限在開課前一個月的第一日或之前報名
 10% off for applications submitted on or before the 1st day of the preceding month of course comme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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