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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於8月16日
隆重舉行，由勞工及福利局羅致光局長、婦女事務
委員會陳婉嫻主席、黃玉山校長、關清平副校長（學
術）暨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宋文禧董事總經理及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擔任主
禮嘉賓。一眾主禮嘉賓將代表開啟知識大門的鑰匙放
入主禮台上，象徵引領台下各位學員通向「健康」、
「理財」、「人際溝通」、「生活」、「藝術文化」
以及「家庭關係」的成功之路！

本年度共有368位畢業學員獲頒發各級證書。典禮中
亦頒發了奬項以嘉許卓越學員、卓越導師以及卓越機
構。

On 16 August held the fourteen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Officiating 
at the ceremony were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Dr Law Chi-kwong, Chairperson of Women’s Commission 
Ms Chan Yuen-han, President Prof Yuk-Shan Wong,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cum Director of LiPACE Prof Reggie 
Kwan, Managing Director of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td Mr Sung Man-hei and the CBMP Promotion Ambassador 
Ms Nancy Sit.  The opening ceremony symbolized keys to 
success in “Health”,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Skills”, “Daily Living”, “Ar ts and Cultur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

This year a total of 368 graduates received certificates at 
six levels.  Outstanding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 students, 
instructors and NGOs during the occasion.

Feature Article 專題報導

主禮嘉賓（左起）薛家燕女士、關清平教授、陳婉嫻主席、羅致光局長、黃玉山教授、宋文禧先生。

Officiating guests (from left) Ms Nancy Sit, Prof Reggie Kwan, Ms Chan Yuen-han, Dr Law Chi-kwong, 
Prof Yuk-Shan Wong and Mr Sung Man-hei.

學員的精彩演出嬴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

The student performance was so successful that it won a big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後排為卓越學員（左起）陳慧梅女士、江順意女士、雷雪儀女士及伍惠嫻
女士。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left) Ms Chan Wai-mui, Ms Kong Shun-yee,  
Ms Louie Shuet-yee and Ms Ng Wa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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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een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活動剪影：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於元朗 Yoho Mall 舉辦了商場宣傳活
動，當天邀請到資深故事媽媽菜姨姨分享幼兒共讀心得及推
介好書、旅遊攝影達人千紅分享手機攝影竅門，還有國際得
獎魔術師John Fung以魔術表演帶大家遊歷世界各地！如此
豐富的表演節目，吸引到不少途人停下來駐足欣賞。協辦機
構代表及同學會幹事向現場觀眾介紹計劃課程，增加了在場
人士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了解及興趣。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會員到達位於石硤尾的「東華
三院群芳啟智學校」，探訪一群中度弱智兒童，與他們唱
歌、練習體操，一眾學童都表現得熱情投入，亦很喜歡同學
會特別預備給他們的小禮物 - 以毛巾摺成的小兔子。而透過
中心導師的專業講解，當天同學會會員亦了解到一些與中度
弱智兒童相處和照顧的技巧，實在獲益不淺！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舉辦了「廣
州話俗語與歷史的關係－老餅潮語」講
座。主講嘉賓蘇萬興老師透過分享珍貴的
歷史資料及圖片，讓同學細味經典、了解
歷史「盞鬼」又「絕核」的故事，並追溯
咸豐年前鮮為人知的潮語起源、民間傳
說、市井生活及歷史文化背後的經典潮
語，趣味盎然！

一眾「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同學到達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消防及
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參觀。博物館設有四層展示廳，有多個不同
的展區；例如「消防車及救護車展覽區」、「煙霧體驗區」和「制服
及工具展覽區」等等。當天兩位導師資歷豐富，透過分享他們在工作
上的實戰經驗，加上專業知識和生動的講解，令是次活動生色不少！
活動完結後，學員紛紛表示對消防員和救護員的工作更加肅然起敬，
讚賞他們為保護香港市民不遺餘力及勇於承擔的精神！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2018年5月31日
探訪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Charity Visit to TWGHs Kwan Fong Kai Chi School

2018年6月6日
「廣州話俗語與歷史的關係 - 老餅潮語」講座
Seminar on “Cantonese Slangs”

2018年6月25日
參觀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Visit to Th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Education Centre cum Museum

2018年5月27日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商場宣傳活動 - 跟著書本去旅行 
Promotion Mall Show in Yoho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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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嘉賓 蘇萬興老師(右)。



New Programme(s) 新課程

新課程–趣談中國歷史
本科旨在以輕鬆的知識為內容，讓學員通過有趣的歷史
話題，了解中國歷史不同階段的變遷，從而讓學員能掌
握歷史變化的因果關係，擴闊學員的文化視野。

新課程–親子理財
本科旨在讓學員認識親子理財，了解理財的概念及方法，
同時亦介紹應有的理財態度，從而幫助家長傳授理財知識
給小孩，為孩子建立正確的金錢觀之餘，培養孩子理財品
德，這些都將使孩子終身受用。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輯 朱潔婷女士

其他成員 蘇永珊女士、莊雯欣女士、林小燕女士、林淑欣女士、劉穎珊女士、梁芷瑩女士、羅麗好女士

電話 2915 2380 (1) 傳真 2242 0890

網址 www.ouhk.edu.hk/CBMP 電郵 cbmp@ouhk.edu.hk

地址 葵興校園暨學院總部(葵興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

荔景校園(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

活動預告：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 

10週年會員大會暨慶祝晚宴

日期 2018年10月20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5時30分至晚上9時

地點 九龍塘西洋菜北街430-446號警察體育遊樂會
（港鐵太子站A出口）

活動費 會員 $290/位、非會員 $320/位（大小同價）

時間 活動內容

下午5:30 – 6:00 登記入場

晚上6:00 – 7:00 會員大會 【只限同學會會員參加】

會議議程：

(1) 2017/18年度同學會會務及活動報告

(2) 2017/18年度同學會財務報告

(3) 2019年同學會活動安排與動向

(4) 頒發義工嘉許狀及襟章

(5) 2019-2020年度幹事會選舉

晚上7:00 – 9:00 晚宴【歡迎會員攜同親友參加】

如有查詢或報名，歡迎致電同學會熱線6351 2514。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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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將於2018年11月學期推出，開班資訊請參閱本計劃課程時間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主題

一 香港與中國歷史有關係嗎？

二 秦皇焚書坑儒是否真有其事？

三 三國志是真歷史還是假歷史？

四 香港有唐代玄武門之變的例子嗎？

五 楊貴妃是紅顏禍水嗎？

六 清明上河圖展示的兩宋是否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
的朝代？

七 元朝是中國史上疆土最遼闊的朝代？

八 明朝鄭和下西洋去了多遠的地方？

九 清朝滿族入關對漢人是福是禍？

十 華語宮廷劇裡的內宮鬥爭是真實存在的嗎？

十一 鴉片戰爭和香港有甚麼關係？

十二 為甚麼孫中山被尊稱為國父？

十三 如何於現代生活裡體現中國歷史？

學習單元 單元主題

一 父母的角式：理財顧問

二 父母如何提升理財知識

三 如何建立正確的金錢概念

四 如何處理利是及零用錢

五 如何建立儲蓄習慣

六 如何記錄收入與支出

七 如何編製理財預算

八 如何建立正確的消費觀

九 青少年理財態度面面觀

十 如何面對貸款與信用咭的泛濫

十一 如何計劃未來的財務

十二 父母價值觀如何影響子女的理財觀念

十三 親子理財的真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