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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光 就 如 白 駒 過 隙 ， 不
經不覺間，「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已經邁向發展的第十年。
十年間有幸得到學員、導師及
協辦機構的支持與鼓勵，計劃
與學員一同由幼苗慢慢茁壯 
成長，充滿濃濃的人情味。

十年的用心經營，「自在
人 生 自 學 計 劃 」的 成 績 有 目
共睹。報讀人數節節上升，
截至2013年11月，已有超過 
67,800人次報讀，透過電台收
聽本計劃課程的人次更超過140萬。
本計劃亦因應社會轉變、學員的興趣及
需要不間斷地進行�材發展，現時�材數目
已超過70科。2010年7月學期開始更將部份科目 
發 展 為 網 上 學 習 課 程 ， 融 入 多 媒 體 互 動 � 學 
元素，增加學員使用新科技的機會，加強學習的
趣味。2012年11月學期開始，本計劃課程的對象 
已延伸至內地新來港人士及非華語人士，推出普
通話及英語授課科目。計劃不僅為學員提供學習
機會，還積極鼓勵他們擴闊社交圈子。2008年
10月，「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正式成立，
於每個休學期為學員舉行講座、參觀及慈善探訪
活動，並成立義工隊，讓學員可以活學活用， 
回饋社會。本計劃課程除不設入學門檻，學費亦

十載同行，共創輝煌

堅持維持於學員可負擔的
水平，十年間沒有作任何
調升，經濟有困難的同學
更可申請助學金資助，讓
學員可以輕鬆自我增值。
政府有見計劃在社會上所
獲得的正面認可，於2011-
2012年施政報告中正式
將 本 計 劃 納 入 常 規 撥 款 
項目，肯定計劃的果效。

 為慶祝計劃發展十週年 
這個重要的里程碑，跨越

全年的慶祝活動已在密鑼緊
鼓地籌備當中，本期將率先向各位

預告部份活動內容，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十週年慶祝活動第一擊 –
「禮舊迎新」共賞計劃

學院將於2014年3月學期開始推出「禮舊 
迎新」共賞計劃。舊生於2014年3月及7學期如 
報讀本計劃一個科目，並同時成功介紹一位新生
報讀，舊生將獲發一張免費報讀本計劃一個課程
的代用券，而新生則可獲豁免所報讀科目學費的
優惠（只限一科）。每學期課程代用券及新生免費
報讀名額各設300個。詳情請參閱相關單張或本 
計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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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flash of light,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will be marching in its 10th 
anniversary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March 2004.  
We have worked and lived our fullest to empower 
students with bet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an 
enriched life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Positive public 
reputation and recognition encourages us to go even 
further in the future.

其他精彩慶祝活動預告

A series of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in the upcoming year and the first good news 
for you is the “Pair-up For Free” scheme in 2014 March 
and July intakes.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 production of 
commemorative video and booklet, 10th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launch of radio drama. More details can 
be obtained on CBMP website.

婦女事務委員正籌備拍攝「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十週年 

紀念特輯《自學+自在》，內容包括不同組別的學員、導師

及協辦機構代表的分享，細訴加入本計劃的心路歷程及 

得著。

本院將於2014年3月至6月期間出版「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十週年紀念特刊，回顧十年間的大事及 

點滴，增加參與者的歸屬感。

第十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

新城電台將以婦女增值為題材製作廣播劇，以學員自學 

成功的故事作為藍本改篇，鼓勵婦女自強不息，不斷學習自我

增值。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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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915 2380 (按1)

傳真：2242 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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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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 院 動 態
Institute Developmet & Activities

葵興新�學中心暨學院總部啟用

葵興�學中心暨學院總部於2013年9月初落
成啟用，中心共有四層，面積逾100,000平方呎， 
可同時容納1,500名同學。新中心位置方便， 
一步出港鐵葵興站便有有蓋天橋直達。新�學 
中心進一步提升及完善�學設施，建設了多間 
模擬課室，例如機艙、酒店房間、醫院病房及 
電台錄音室等，讓同學有更具成效及愉快的學習
環境與經歷。

目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專題及總結講
座、學員講座活動均會安排於葵興�學中心進行。

 
葵興�學中心地址：新界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
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葵興港鐵站E出口）

◆  學院辦公室接待處（11樓）

◆  學生休憩區（9樓）

◆ 課程刊物展示處（11樓）。學員可在此索取本計劃課程簡介、
通訊及其他宣傳單張

◆ 電腦實驗室（8樓）可容納近百部電腦，內置多種常用電腦
軟件供學生使用

◆  演講廳（11樓）可容納120人，方便舉行講座或研討會

◆ 模擬機艙�室（10樓）設有由國泰航空捐贈的商務及經濟
機艙座椅、行李艙及餐車等，讓旅遊、航空等課程的學員
體驗實際的工作環境，從而訓練其服務技巧

Having a gross area of over 100,000 sq. ft,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KHLC) came into 
operation in early September in 2013. The new centre 
is quite convenient with only a covered-walkway  
away from MTR Kwai Hing Station and is equipped 
with modern learning facilities and spacious  
study amenities. 

CBMP debriefing, round-up seminars as well as 
student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in KH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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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兒童發展面面觀

單元二 認識世界：感知覺的發展

單元三 何時開竅：記憶和認知發展

單元四 資優、知憂：智力測驗與多元智能

單元五 讀寫皆能：語言能力的發展

單元六 喜怒哀樂：情緒的發展

單元七 沒有人是孤島：群性的發展

單元八 男女有別：了解性別角色

單元九 本性難移：人格的發展

單元十 發奮向學：學習與動機

單元十一 明辨是非：道德能力的發展

單元十二 溫室中成長：家庭的角色

單元十三 伴兒成長：親職教育

家長有系統地認識兒童的心理發展，對子女 
�育可帶來事半功倍的成效，有見及此，本計劃 
將於2014年3月學期以電台廣播課程模式推出新 
科目CBMP1067C 兒童心理學。

本科將從家長的角度去了解及認識兒童的心理
發展歷程及特徵，以及探討家長在此發展歷程中 
扮演的角色。期間會深入淺出地探討有關兒童心 
理學的重要課題，並以兒童的幾個發展領域（包括 
認知、語言、情緒、群性及道德能力）為核心， 
讓家長能夠全面了解兒童的發展。各個單元的內容
均會以實際的個案，幫助學員理解有關的心理學 
概念、理論和技巧，並能學以致用，達成更有效 
�育子女的目標。

A new course CBMP1067C Child Psychology 
would be offered in 2014 March intake in radio 
mode. It equips parent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aspects.  

本科分為十三個單元，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 
兒童心理學的各個重要課題：

新 課 程
New Programme(s)

CBMP1067C 兒童心理學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2月11日（二） 
Feb 11 (Tue)

2:00 -  
3:00pm

參觀饒宗頤文化館
Visit to Jao Tsung-I Academy

香港九龍青山道800號
800 Castle Peak Road, Kowloon

  2月19日（三） 
Feb 19 (Wed)

3:00 -  
5:00pm

「樂活好生活」講座
Seminar “Enjoy a Lohas Life”

葵興�學中心9樓K0915室
K0915, 9/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2月22日（六） 
Feb 22 (Sat)

2:30 -  
4:30pm

探訪香港聾人協進會（聾協）
Charity Visit to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九龍彩虹�紫薇樓109，111-118號地下
G/F, No.109, 111-118, Chi Mei House, 

Choi Hung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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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4年2月學員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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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學期

2014年3月學期電台課程廣播時間表

星級客席嘉賓介紹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播放日期 客席講者 播放頻道及時間

CBMP1001CR
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

2014年3月3日起  
（逢星期一）

黃茵女士

新城知訊台 
（FM99.7-102.1MHz） 

「自在人生大學堂」 
晚上九時至十時

CBMP1008CR 健康飲食
2014年3月4日起 

（逢星期二）
陳國賓先生

CBMP1013CR 法律與日常生活
2014年3月6日起 

（逢星期四）
黃鶴鳴律師

CBMP1067CR 兒童心理學
2014年3月7日起 

（逢星期五）
萬家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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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台廣播及網上課程總結講座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舉行日期 舉行時間 舉行地點

CBMP1004CR 論盡男女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 9:30 - 11:30 葵興�學中心 
9樓K0915室CBMP1034CR 休閒生活小百科 下午 1:00 - 3:00

CBMP1045CR 認識股票投資 下午 3:00 - 5:00
葵興�學中心 
11樓K1109室

CBMP1042CR 認識傳染病 下午 5:00 - 7:00

CBMP1033CW 如何美化家居 晚上 7:00 - 9:00

CBMP1053CW 職場上的女性
2014年1月22日

（星期三）
晚上 7:00 - 9:00

葵興�學中心 
（待定）

註：1. 版權所有，如蒙講座主講者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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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九龍貿易中心笫2座 8-11樓香港公開大學葵興�學中心。

 黃茵女士
黃茵從事輔導工作多年，亦曾擔任人際關係導師、企業培訓導師及心理學家。黃女士於多篇報刊刊登 
文章，亦曾出版《因型施�》、《別寵壞我》、《愛情基本功》、《愛的根源》等書籍。

 陳國賓先生
九七年於中大畢業後，陳國賓到英國進修營養學，並取得註冊營養師資格。九九年回港後，一直 
從事社區健康生活推廣工作。曾加入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進行長者膳食治療及社區營養推動活動； 
現職於香港幼兒�育及服務聯會，向學童及家長推廣各種健康訊息及進行�師培訓。

 黃鶴鳴律師
黃律師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一級榮譽畢業，及後於英國倫敦大學修讀法律榮譽學士及香港大學進修 
法律專業文憑。黃律師處理債務舒緩（DRP）、個人債務重組（IVA）、破產的個案經驗豐富，亦曾為 
地盤工人進行工傷索償、為建築公司提供法律意見及代表其進行民事訴訟等。此外，黃律師亦曾於《蘋
果日報》、《香港經濟日報》公開發表時評文章，被葉謝鄧律師行高級合伙人謝連忠律師譽為優秀年青 
律師中的絕佳分子。

 萬家輝先生
現為註冊職業治療師。萬家輝曾於多所本地及海外大學�授心理學及輔導學，包括南澳洲大學輔導學 
碩士課程及香港公開大學兒童心理學課程等。萬先生曾多次被傳媒包括電視台、電台及雜誌訪問， 
解答有關兒童心理的問題，近年出版包括《專心一點—兒童專注力訓練手冊》、《香港家變實錄》、《香港
童黨實錄》等心理學叢書。 5



「中醫美容，養生湯水全面睇」講座

本院於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舉行「中醫
美容，養生湯水全面睇」講座，講座於香港公開 
大學何文田校舍楊雪姬演講廳進行，邀請到註冊
中醫師麥超常先生擔任主講嘉賓，共吸引超過 
150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出席。

人體的健康，受氣節變化、地理環境、以致
時間運轉影響。每日的十二時辰與人體的十二條
經脈息息相關，而經脈又與人體的五臟六腑相
配。因此當經絡出現問題會導致氣血循環不順，
引發身體各病症。如，早上7點至9點，胃經旺，
有利於消化，故需吃早餐，長期不吃早餐將會引
致胃部疾病。麥醫師亦與學員分享利用中藥、 

食療、穴位按摩、自制面膜等的不同方法保養美
麗容顏，學員紛紛抓緊機會向麥醫師請�各項切
身關注的問題，場面非常熱鬧！ 

CBMP held a seminar on how to keep beauty 
and health by Chinese medicine on October 19, 2013 
(Saturday), which attracted over 150 students. Dr. Simon 
Mak, guest speaker of the seminar, illustrated the relation 
among twelve-hour day (time-keeping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energy channels and organs, as well as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Chinese medicine scope of practice to 
keep one’s health and beauty.

◆  註冊中醫師麥超常先生的講座坐無虛席，非常受歡迎

◆  麥醫師與學員分享多種保養妙法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參觀香港金融管理局資訊中心

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55位「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學員在導賞員帶領下，參觀金管局資
訊中心。中心包括展覽館和圖書館兩部分，主要
介紹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工作和收藏中央銀行有關
課題的書籍、期刊及其他文獻。

展覽分為四大範疇：「香港貨幣」、「政策」、 
「專題」及「歷史長廊」。其中「香港貨幣」最 受 
學員歡迎，因為它不單追溯了香港貨幣及銀行
體系的發展，亦展出曾在香港及鄰近地區流通的
硬幣及紙幣。另還有不少有趣的展覽，如介紹香
港鈔票的製作過程、
製 造 鈔 票 紙 張 的 原
料、辨別鈔票的真偽
等等，學員都顯得非
常雀躍！而圖書館則
收 藏 了 關 於 香 港 貨
幣、銀行與金融事務
的詳細資料，以及與
全球各地中央銀行有
關的資料。

55 students visited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Information Centre on October 3, 
2013 (Thursday). The guide from HKMA introduc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Hong Kong banknotes and the 
way to identify its authenticity in the “Currency Area” of 
exhibition hall. After that, students were shown around 
the library, which has a large stock of monetary,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lated books and materials.

◆  學員專心地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  80年代的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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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學期網上學習課程簡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自2010年7月學期開始
提供網上學習課程予學員修讀。本院希望透過網
上學習這種模式，更方便學員靈活安排自己的學
習時間，鼓勵更多在職女性加入這個學習計劃，
同時幫助部份較少使用新資訊科技的學員，更熟
悉電腦及互聯網操作技巧，與時代接軌；以豐富
的多媒體�學工具，激發學員的學習興趣，自我
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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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根，同心，共融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 探訪新家園協會

2013年10月26日（星
期六），28位「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同學會會員一同前
往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
處）探訪一班新來港人士，
親身去與他們相處，增進
彼此間的了解，讓原本只
是一個閒適的週末下午，
變得更具意義。

註冊社工趙姑娘向同
學會會員介紹中心的服務
對象及範疇，以短片形式
簡述新來港人士融入香港生活所面臨的困難。現時

「新移民」大都是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他們往往都
面臨著語言文化適應、家庭相處、低收入等問題。 

簡介過後，會員歡迎參加活動的22位新來
港人士，大家分成小組一同學習製作簡易的環保
相架。製作過程中大家互話家常，很快便打成一
片，小挑戰為參與者帶來大滿足。其實人際間的
相處就是這樣簡單，只要每人都願意向前行多 
一步，得到的就是意想不到的收穫。活動過後，
有 學 員 表 示「 新 移 民 」其
實 與 本 港 居 民 有 很 多 相 
通點，大家都想為家庭、為
子女做更多，亦願意積極去
融入香港社會。

最後，幾位會員代表分
享了報讀「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的得著，希望可以將這
個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計 劃 ， 更
好 地 在 新 來 港 人 士 中 得 到 
推廣。

28 members from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tudent Association (CBMPSA)  
paid a visit to New Home 
Association (Kowloon West) on 
October 26, 2013 (Saturday). They 
were introduced by the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hen joined a workshop 
to make environmental-friendly 
photo frame with the new arrival 
participants. After the visit, 

members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new arrivals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shared common value with 
us in family matters and had been actively adapting to 
Hong Kong society.

◆  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全賴同學會幹事及義工的 
 周詳準備

◆ 同學會會員及新來港朋友一同
製作環保相架，樂也融融

◆ 大家高舉製成品，開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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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以電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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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加入到網上學習的大世
界吧！

Three eLearning courses are going to be offered 
in 2014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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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將推出：

·CBMP1002CW 兒童成長與護理
·CBMP1012CW 小本創業經營
·CBMP1057CW 逆境當自強（新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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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沒關係，沒關係》知 識 博 覽 
Knowledge Blogger 

香港常在各種世界性城市競
爭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港人為
保持這種領先優勢所承受的壓
力也是世界聞名的。為了不想 
子女「輸在起跑線上」，孩子還
未呱呱墜地，父母已著緊安排
胎�，緊接著，各種親子遊戲
小組、學前預備班、面試班、
興趣班佔滿他們本該無憂無慮

的童年。近期一則「五歲女童不堪
面試壓力，揚言想自殺」的新聞令筆者反思這種
催谷為港童帶來的壓力。該名女童就讀幼稚園高
班，父母在小學面試問題上，幾番責怪孩子「點解
人�做到，你做唔到？」。

故此，本期筆者推介的作品與子女�育相關，
是來自日本繪本作家伊東寬（いとうひろし）先生的
作品《沒關係，沒關係》，這是一本適合家長與
小朋友一同閱讀的親子讀本。伊東寬先生1957年 
生於日本東京都，早稻田大學�育系畢業，作品
曾獲多個兒童文學相關獎項。在這本32頁的繪本
裡，作者透過爺爺的眼光，讓我們平等看待孩子 
的世界。這對爺孫一起做許多的事，他們觀察 
螞蟻、貓咪、樹木、石頭，也一起經歷孩子間的 
打鬧、甚至外在環境的許多危險處境。故事中的 
爺爺把孩子的不安當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每當遇
到困難、害怕、憂慮的時刻，爺爺並不要求孫子
一定要堅強、勇敢，只是溫柔的對他說：「沒關
係，沒關係」。這句再平凡不過的話，隱含著無限
的愛與包容，也代表著爺爺充滿智慧的理解與陪
伴。這種安心的後盾，是成長中最珍貴的力量，
讓孩子在面對生命中每個艱難時刻，有了愛的依
靠，並從中獲得前進的力量。

筆者在誠品書店的暢銷書架上發現這本繪本
的中文譯本，好奇下翻看這個簡單的故事，柔和
的畫風下藏著的細膩感情。雖然還未為人父母，
卻出奇地在這本書上感受到作者對都市人疲倦心
靈的安慰，難怪這本親子讀本會被日本及台灣讀
者評為治癒性溫馨繪本。每個人的心裡面也許都
住著一個孩子，當我們發現自己對愛、對包容的
渴求時，不妨也將心比己，與孩子做朋友、表現
對他們的理解，而非單純填鴨式地灌輸知識技能
及無限提升他們的勝負欲與得失心。

另推介兩輯親子類電視節目—韓國MBC電視
台的《爸爸！我們去哪兒？》及由中國湖南衛視電
視台引入版權製作的中國版同類節目《爸爸去哪
兒》。節目藉由明星爸爸帶
著孩子去偏僻村莊過夜旅
遊的經歷，向觀眾傳遞正
能量，讓更多人關注父
親在子女成長中所擔當
的角色，更重視親子
之間交流與互動。

◆  中國版《爸爸去
哪兒》有港人熟
悉的奧運冠軍 
田亮及台灣演員
林志穎參與 
演出

希望本期分享可以讓大家從更多角度反思對
子女�育的取向，亦歡迎大家透過本計劃電郵
cbmp@ouhk.edu.hk投稿至本欄，分享你心目中
的好作品。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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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

日期：2014年1月3日（五）

地點：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學中心K1104室

地址：新界葵涌葵昌路51 - 53號九龍貿易中心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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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士姓名及聯絡電話)至cbmp@o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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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同學會第五次週年會員大會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五次週年會
員大會，已於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於香港
公開大學何文田校舍楊雪姬演講廳順利舉行。
會上，同學會外務副會長鄭瑞�女士向會員回顧
2012/2013年度同學會舉辦及參與的活動；會長江
笑芳女士介紹2014年各項精彩活動安排；而財務
幹事馮惠堅女士則匯報過去一年同學會帳戶的收
支狀況。

是次週年會員大會共錄得91位會員出席，90位
會員授權代表出席。會上以181票贊成（包括授權
投票），全數通過2014年同學會活動安排。

The 5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tudent Association 
(CBMPSA) was held on October 19, 2013 (Saturday) in 
Serena Yang Lecture Theater in Ho Man Tin Campus. 

Ms. Cheng Shui King, Vice-President 
(External), reviewed the activities held in 
year 2012/2013 while Ms. Kong Siu Fong, 
President, announced the activity plan of 
year 2014. Financial balance was reported 
by Ms. Fung Wai Kin, Treasurer. 

91 members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90 member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to 
attend. A total of 181 members (including 
the authorizations) voted and agreed the 
activities plan of year 2014. 

機 構 巡 禮
NGO Voice 香港仔坊會�育服務持續及

成人進修社區學院

香港仔坊會�育服務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 
學院（坊會）於2013年9月22日（星期六）為中心 
學員舉行第九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
邀請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靳麗娟女士J.P.、香港
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院長呂汝漢�授、
香港仔坊會理事長楊翠珍女士、香港仔坊會�育
服務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院榮譽院長陳梁夢蓮
女士及香港仔坊會「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 
會長蕭婉文女士擔任主禮嘉賓。

自2004年加入成為本計劃協辦機構以來， 
坊會每年都為中心學員舉辦畢業典禮，至今已是 
第九屆。是屆坊會畢業典禮共有104名學員獲 
頒發證書，多位嘉賓、學員親友共聚一堂，分享
喜悅，場面熱鬧。學員在中心負責人帶領下參與
到典禮籌備工作中，學以致用，展現自信活力。

香港仔坊會�育服務持續及成人進修社區學
院已連續九年頒發「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卓越機構

（服務與支援）獎項，累積畢業學員人數989人，
當中更有80位男性學員。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held its ninth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on September 22 2013 (Saturday). 

104 graduates were awarded different levels of 
certificates in the ceremony. Number of guests, 
friends and family of the graduates shared the joy in 
a lively atmosphere.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emony under 
guidance of colleague in the centre.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has been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NGO Award (Student Support & Services) 
for nine consecutive years.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graduates totals 989 and among them 80 are men.

◆  坊會每年舉辦畢業禮，增加中心學員的歸屬感

◆  會員投票通過2014年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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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霍偉德。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是我
第一個在「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參加的課程。這一班
共有18位學員，當中只有
2位男學員。起初的確令

我有點不安。但經過幾節
課後，同學間互相了解， 

大家都相處融洽，當我未能
抄下筆記時，女士們更很樂意

協助呢！

我們都稱此課程的導師為蔡Sir，他是一位
很有耐性及細心的導師，�會我們不少家居維修
的知識，好像如何維修抽屜、水管、窗戶和門鎖
等，又向我們講解如何使冷氣、雪櫃等電器歷久
常新的方法，此外也有�我們如何選購、混合
及塗抹油漆，使油漆不易脫落，使家居看起來更 
整潔亮麗！蔡Sir亦向我們介紹不同種類的瓷磚，
講解那種瓷磚適合用於廚房及浴室。他還購買了
真實的瓷磚樣板和切割工具，讓我們親身嘗試 
如何使用。當學習螢光燈一課時，蔡Sir亦購買
了不同的螢光燈，解釋它們的特性及讓我們嘗試 
裝拆，使我們能更了解螢光燈的運作原理。

每節課後，蔡Sir都會安排足夠的問答時間，
提供他的專業意見予同學
參考。整個討論時間令我
們獲益良多，過程亦十分
輕鬆愉快！我期待著2013
年11月學期的課程，亦很
高興能夠跟大家分享這些
難忘的學習經驗！

（註：學員霍偉德以英文投稿， 
中文為本處提供之譯本）

My name is Frederick H. Fos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taken a course in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Mr. CHOI Ting Por was 
the instructor of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There were 18 
participants of which only two were male students and 
the rest were ladies. It was a bit intimidating at first, but 
after a few lessons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and we got along quite well. When I was unable to take 
down the notes, ladies was kind to let me copy theirs. 

Choi Sir was a very patient and meticulously 
teacher. He showed us how to repair broken drawers, 
water pipes, windows, locks, as well as how to maintain 
appliances such as air conditioners, fridge to make 
them much more durable. Also he taught us which 
kind of paint to buy and how to mix them for house 
painting so that the flat will be more presentable and 
the paint is more durable. He taught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tiles and what kind of tiles to use for bathroom 
and kitchen. Apart from this, he brought different tiles 
samples and tile cutter and let us try to cut it, so that 
we can have some firsthand experience. This was the 
same case with the replacing of fluorescent lamps. He 
brought different types of fluorescent lamps to class 
to explain their properties and let us try disassembling 
and reassembling them so that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y work.

Question and Answer time was 
provided and the discussion was lively 
and joined in by everyone. All in all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course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course 
in November 2013. I am very glad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with everyone 
and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as good a 
time as I did during my lessons.

學 員 心 聲 
Student Voice

Excellent Learning Experience

學員霍偉德

◆  蔡Sir手繪的筆記圖文並茂，容易理解

◆  學員霍偉德

徵稿啟示 Call for Articles

喜歡創作並樂於與人分享的老師和同學請 
注意！你「身懷絕技」，但從不顯露於人前？你一
直尋找分享自家創作的平台？現在是你作品得以
面世的機會！一個專為分享自家創作的平台即將
面世！歡迎用以下兩種作品形式投稿：

自在留言板
刊登師生自由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詩詞、 

散文、座右銘或格言等，內容圍繞對人生感悟。
文章以500字為限。

舞文弄墨
刊登師生書畫、手工藝或攝影作品。投稿請 

附上藝術作品相片及約100字的作品介紹。

想和大家分享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尋找知 
音人？無須猶疑，請即行動，踴躍投稿！

來稿請附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通訊地址， 
寄電子郵箱cbmp@ouhk.edu.hk或郵寄至新界葵涌 
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8-11樓「自在 
人生自學計劃」辦事處收。信封面或電郵請註明 
投稿欄目。

CBMP Newsletter is a platform for you to share 
your articles and art works.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submit your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poems, essays, 
motto or maxim. Calligraphy, painting, handicrafts or 
photographs are also welcomed.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share your master piece with all CBMP students. 
Action Now! 

Articles and artwork can be sent to cbmp@ouhk.
edu.hk or mailed to CBMP Office, 8/F-11/F, Tower 2, 
Kowloon Commerce Centre, 51-53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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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我在香港公開大學任�，主要�授的對
象是註冊護士，近年參與「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及

「長青活學計劃」�學，兩者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及「長青活學計劃」的學生 
來自不同階層，普遍都是較年長的學生，他們在
課堂的學習態度非常良好，求知慾很強，從而令
我改變了對非醫療專業學生的印象及想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大部份的學生都是女
性，由初期他們互不認識，到後來打成一片。課
堂上他們會提出很多有趣的問題，我便會引導她
們在課堂上討論，從而令他們在互動中吸收知
識。我所任�的科目是「健康飲食」、「長者健康與
護理」等等，課堂會要求學生交功課，學員都要根
據有關課題要求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會把從課
堂中所吸收的知識應用在功課上，再加上他們個
人的經歷、生活習慣及參與課堂後的改變抒發在
文章內，加強了我對學員的背景、生活習慣及健康
狀況的了解。在短短的十堂課內，改變她們長久
以來的生活習慣，的確令我非常有成功感。

學員們完成了課程後，他們亦會留意我下學
期將會�授之科目，並會繼續報名支持，這是
我意想不到的！為了延續學員能夠在課堂以外得
到健康的機會，我會組織每月一次的行山活動， 
令他們可強健體魄及親親大自然。行山後大家會
吃一頓豐富的午餐，現在行山人數已由初期的十
多人到現在的三四十人，實在是令人鼓舞！我也
沒想過，透過「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以及「長青活
學計劃」，可以認識到一班既有活力，而且擁有豐

富人生經驗的學員。正所謂「�學相長」，希望自
己以後能夠繼續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及「長青
活學計劃」的學員�授更多實用的課程。

Before teaching in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and Active Elderly Learning 
Programme (AELP), my students are mainly registered 
nurses. The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s and enthusiasm 
in knowledge from CBMP and AELP students impressed 
me a lot. I always guide students to discuss some 
interesting topic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absorb the 
knowledge though thinking and interaction. It makes 
me feel successful when I find student’s long-standing 
habits and lifestyle has been changing gradually to a 
healthier way after taking my class.

導師區炳麟

 導師 分 享  
Instructor Voice

學無止境，終生獲益

◆  導師區炳麟（第三排右一）與學員打成一片、其樂融融。

◆  區老師與學員聚會，關係亦師亦友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