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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眾。」——《孟子．梁惠
王．下．莊暴見孟子》

（孟子）問道：「獨自一人欣賞音樂快
樂，跟別人一起欣賞音樂也快樂，哪一種更
快樂呢？」（齊宣王）說：「不如跟別人一起欣
賞音樂更快樂。」（孟子又）問：「跟少數人一起
欣賞音樂而快樂，跟多數人一起欣賞音樂也快
樂，哪一種更快樂呢？」（齊宣王）回答：「不
如跟多數人一起欣賞音樂更快樂。」

為慶祝成立十週年，「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於2014年3月及7月學期推出了「禮舊迎新共賞計
劃」，舊生報讀一個課程，並同時成功介紹一位
新生報讀，即有機會獲贈免費報讀一個課程的學
券，被介紹的新生可同時獲豁免所報讀的一個課
程學費，藉此鼓勵新、舊學員共享「與眾樂」的快
樂，而兩位2014年7月學期的新學員也樂於在此
分享「與人樂」的快樂。

To celebrate the CBMP 10th anniversary in 2014, 
the “Student-get-student” Scheme was launched in the 
2014/03 and 2014/07 intakes by offering a free course 
coupon to each existing student who successfully 
invited a new student to enrol in CBMP course(s).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share with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happiness they gained from the CBMP 
and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me together.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NEWSLETTER

◆		霍家三學員——大家姐麗群(左二)、二家姐麗平(左一)、	
妹妹麗芳(右一)與霍媽媽(右二)。

◆	大家姐麗群(前排右一)與二家姐麗平(後排左二)一起報讀「粵劇戲
曲共賞」課程，樂於與其他學員互動，共享欣賞音樂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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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少樂樂」不若「與眾樂樂」

主婦族  打工族
二家姐霍麗平 大家姐霍麗群

我發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安排靈
活有彈性，可以選擇在下班後的上課時間，
也可選擇我家附近的協辦機構上課。便和妹
妹麗平藉「禮舊迎新共賞計劃」，一起報讀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粵劇戲曲
共賞」，令我和妹妹麗平對粵劇戲曲產生濃
厚的興趣，繼而決定一起跟隨專業老師學習
唱粵曲。隨後更有機會在不同地方舉辦的大
型節慶活動中表演，到老人中心獻唱，為老
友記帶來很多歡樂和美好的回憶，讓我們感
受到少少付出所帶來的莫大意義和滿足感。

除了上課，我和妹妹更參加了協辦機構舉辦
的十週年晚宴、畢業生聚會和盆菜宴等活
動，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擴闊社交圈子。最
大的得著是姊妹倆的感情變得更深厚。即使
現在各有自己的家庭，但因為一起練習唱粵
曲和上課，見面時間也因此而增加了，一起
學習還可帶來更多共同話題。

我很期待三姊妹一起修讀2015年3月學期的
「如何美化家居」課程，相信能與兩個妹妹
共同創造美好的學習時光。我很感謝「禮舊
迎新共賞計劃」，舊學員可藉此機會作出邀
請，助新學員踏出學習的第一步，繼而產生
連鎖反應，掀起全城學習氣氛。

口碑載道，「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於2015年3月及7月學期再度加推「禮舊迎新共賞計劃」，名額
共600個，詳情請參閱本計劃網頁或宣傳單張。期待各學員積極推介，分享「與眾樂」的快樂。

我要感謝協辦機構提供整潔舒適的上課環
境，職員的親切友善令我感到置身在家的溫
暖。上課時間充足，能恰當地配合學習需
要；學費亦相宜，一般市民都能負擔得起。
不經不覺，至今我已報讀了七個課程。課程
內容實用，加上師資優良，學習興趣大大提
升。最深刻的課程是「休閒生活小百科」，
讓我有機會廣泛接觸到不同的興趣活動；其
中一節是舞蹈課，專業導師在上課時教授了
一些基本舞步，大家都跳得非常投入，氣氛
融洽，感覺很愉快。

我認為「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很值得
推介，所以已把握近期再度加推「禮舊迎新
共賞計劃」的機會，介紹丈夫和妹妹麗芳一
起報讀2015年3月學期的課程，讓更多人一
起享受自學自在的快樂。期望有更多新課程
推出，讓我和親友們可持續地選讀各式各樣
的科目，令生活更多姿多采。

2014年初，我跟姊姊麗群在街上偶遇一位朋
友，閒談間才得悉她是聞名已久的「自在人
生自學計劃」學員，正值當時推出「禮舊迎
新共賞計劃」，由舊學員介紹的新學員可以
免費試讀一科，我便一口氣在2014年7月學
期報讀了「中醫傳統康復療法」和「粵劇戲曲
共賞」兩個課程。

轉捩點 ——「禮舊迎新共賞計劃」

「與人樂」的快樂

跟妹妹麗平不一樣，我有全職
工作，所以進修只能安排在工
餘時間，而且上課地點必須方
便下班及回家。

我是家庭主婦，多年來要打理
家務和照顧年幼子女，即使沒
有打工也分身不暇，更遑論進
修。現時子女已長大，照顧家
庭的擔子較從前輕省了，心裡
希望可以學多一點，讓生活變
得更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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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P1074C 認識食物成份/添加劑新 課 程
New Programme(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2:00	-		
4:00pm

「跨代共融好家庭」講座
Seminar	on		

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

葵興教學中心9樓K0908室
K0908,	9/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2015年6月13日	
(星期六)

2:00	-		
4:00pm

探訪香港心理衛生會順天展能中心
Charity	Visit	to	The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Shun	Tin	Centre

九龍順天�天衡樓地下6-25室
	Unit	6-25,	G/F,	Tin	Hang	House,		

Shun	Tin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待定
2:30	-		
3:30pm

參觀嘉頓有限公司深井廠房
Visit	to	Sham	Tseng	Plant	of		
The	Garden	Company	Ltd.

新界深井深慈街1-11號
1-11	Sham	Tsz	Street,	Sham	Tseng,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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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不單是維持人類生命的元素之一，更與我
們的健康及生活質素息息相關。現今科技發達，食
物種類日益繁多，與此同時，坊間及網路上卻充斥
�各種似是而非的健康資訊。即將於2015年7月學
期推出的新電台廣播課程「CBMP1074C認識食物
成份/添加劑」，旨在讓學員對食物與個人及環境健
康有正確的認識，透過介紹食物標籤及各種影響健
康的食物營養成份，引導學員以批判思維分析各類
食物的營養成份，並應用到日常生活�，成為精明
的消費者，為自己及家人選購合適的食品，以享受
健康飲食之樂。

新課程共十三個單元約可分為四部分：單元一
至三的“食物成份入門”簡述食物中的成份及其與
健康的關係，以及說明食物標籤和食物添加劑的分
類和功能；單元四至十的“食物成份知多點”闡釋
各種食物類別對身體的影響；單元十一至十二的	
“飲食精明眼”解釋現今飲食的注意事項；最後

的單元十三則介紹市面常見的“功能食品”，分析
其成份及對身體的影響。

正在籌謀如何保障個人及家人的健康的您，萬
勿錯過。

A new course “CBMP1074C Understanding Food 
Composition/Additives” is scheduled to be offered in the 
July 2015 intake in the radio mode.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food composition and food additives, and make use of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everyday life to protect their 
family’s health while enjoying healthy eating.

單元一 食物成份入門：食物與健康	

單元二 食物成份入門：認識食物標籤

單元三 食物成份入門：認識食物添加劑

單元四 食物成份知多點：高脂肪食品

單元五 食物成份知多點：高糖份食品

單元六 食物成份知多點：高鹽份食品

單元七 食物成份知多點：高纖維食品

單元八 食物成份知多點：高鈣食品

單元九 食物成份知多點：動物性食品

單元十 食物成份知多點：植物性食品

單元十一 飲食精明眼：選購包裝食品

單元十二 飲食精明眼：出外飲食

單元十三 認識功能食品

2015年6月學員活動預告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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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2015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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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48CR
認識地產	
物業投資

2015年7月6日起	
(逢星期一)

林柏希先生
田兆源先生

及
劉嘉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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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50CR
中醫養生食療

2015年7月7日起
(逢星期二)

林柏希先生
曹信恩	
中醫師

逢星期六
早上	

9:00	-	10:00

逢星期六
晚上	

8:00	-	9:00

CBMP1074CR
認識食物成份/	

添加劑

2015年7月8日起
(逢星期三)

陳美思小姐 黃凱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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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MP1057CR
逆境當自強

2015年7月9日起
(逢星期四)

陳美思小姐 丁錫全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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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兆源先生
於美國加州主修財務並取得碩士學位，在南加州從事地產開發及銷售達12年。2002年回流香港加入信	
和置業有限公司，負責集團的租務部業務，包括住宅、商廈及商場租務；現為信和置業營業部聯席董事，
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

劉嘉輝先生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

曹信恩中醫師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取得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榮譽)理學士學位，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中
醫。現為「康德堂」中醫診所註冊中醫師，亦是《經濟日報》及《招職》專欄作者及新城數碼生活台節目

「學好管理」嘉賓主持。

黃凱詩女士
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食品及營養科學。現任「尚營坊健康顧問」高級營養師及私人體適能運動教練，
亦是《am730》及《經濟通(ETnet)》專欄作者，曾擔任新城知訊台節目「知識迎人」嘉賓主持。著有《瘦
出滋味》、《瘦身可餐》、《愈食愈fit》、《瘦得有營》、《吃出形態》、《以營補營》及營養食譜《營養師
的500卡瘦身餐》、《營養師的200卡甜品》及《營養師的500卡瘦身食堂》。

丁錫全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精神科)。丁醫生曾到
不同地方接受專業訓練，包括精神分析心理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臨床催眠治療等等。現為香港大學醫
學院榮譽助理教授、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顧問、香港教師協會醫事顧問、香港戒毒會執行委員會委
員及屯門智障支援服務育智中心委員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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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大學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當我收到「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的通
知，確認可以參加參觀香港大學活動，感到非常高
興，並期待參觀日子的來臨。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下午，我乘坐剛開通
的西港島線直達香港大學站，步行至集合地點—
馮平山樓地下。在兩位綠袍大使(穿著傳統服飾
的香港大學學生)帶領下，我們共46位同學開始
參觀活動，包括荷花池、中山公園和孫中山紀念
像等。當中以「本部大樓」內過百年歷史的「陸祐
堂」最具遊覽和歷史價值，因為陸祐曾在清朝做
大官，其後人也對香港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加上
電影和電視劇「南海十三郎」中男、女主角的邂逅

學員蔣啟明

場面就是在「陸祐堂」實景拍攝，是我們的集體回
憶。可惜當天沒有對外開放，近在咫尺，卻緣慳一
面，只能徒嘆奈何!	

On 28 January 2015 (Wednesday), 46 CBMP 
students 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Led by the Green Gown Guides (HKU  
student volunteers), the students walk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s most famous buildings and 
landmarks such as  Lily Pond, Sun Yat-sen Statue 
and The Main Building to share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		學員遊覽極具建築特色的校園。

◆		綠袍大使的講解詳盡。

◆		一眾學員於香港大學東閘大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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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影響人的性
格 及 做 事 方
式，藉此幫助
大家了解自己
的 長 處 與 弱
項，從而計劃
出快樂人生。
逾70位出席學
員認識了能量
的真正含義、
紫微斗數的文
化內蘊及命盤十二宮，並即席分享討論，反應熱
烈。最後，蕭婉文會長代表同學會向兩位講座嘉
賓致送紀念品，以示謝意。

	
There were more than 70 CBMP students 

attending the “Seminar on Zi Wei Dou Shu and 
Life Planning” on 24 January 2015. The two 
invited guest speakers, Mr Richard Tsang Kar Kin 
and Mr Henry Chong Kwok Tung, shared with the 
students their knowledge on life planning and Zi 
Wei Dou Shu (Purple Star Astrology). With the 
guest speakers’ interesting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recognize their own life 
planning and gave high comments on the seminar.

In early March, the CBMP launched a 
Facebook activity which required participants to 
send messages via Facebook Inbox after giving 
like  to the CBMP Facebook. On 19 March 2015 
(Thursday), 18 participating CBMP students visited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imited, CBMP’s 
radio partner. Metro’s representative Eric showed 
the recording studios of different channels and 
demonstrated different recording equipment. The 
students found the 1-hour visit very impressive.

「紫微學說與人生」講座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參觀「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電台課程合作伙伴–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		同學會會長代表致送紀念品
予莊國棟先生(右)。

宇宙能量學和紫微斗數是甚麼？跟個人性格或
人生計劃有甚麼關係?	在西方社會，宇宙能量學已
開始逐漸普及。宇宙是由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
所構成的一體，地球在宇宙中，如星海之一粟；能
量是物理學中描寫一個系統或一個過程的一個量，
以光、電、熱、聲、磁、波、氣的形態存在於宇宙
當中。宇宙星體的引力除了令星體之間維持平衡，
保持一定距離之外，也影響不同星體的天氣、生
物、思想模式。紫微斗數是中國傳統命理學裡面的
一個支派，透過一個人出生的四柱(年、月、日、
時)，確定十二宮的位置，構成一個完整的命盤，
系統性地預測一個人一生的社會關係與際遇，邏輯
嚴謹，過程標準化，卻又蘊含變化，有較高的數理
演繹性。

「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同學會於2015
年1月24日(星期六)舉
辦了「紫微學說與人
生」講座。講座嘉賓
曾家健先生及莊國棟
先生分別講解能量及
紫微斗數，並從歷史
悠久的紫微斗數星體
學角度去闡釋能量怎

本計劃於三月初舉辦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Facebook專頁活動，學員需於限定時間內讚好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Facebook，並以Facebook	
訊息(Inbox		
Message)
報名參觀新
城廣播有限
公司，名額
有限，先到
先得。

	
2015年3月19日(星期四)，「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學員一行18人參觀了電台課程合作伙伴–新城
廣播有限公司。新城電台代表Eric先簡單介紹新城
廣播有限公司的發展歷史，並與學員分享一些電台節
目主持的技巧及注意事項，然後帶領學員參觀電台內	
製作不同節目頻道(財經台、音樂台等)的錄音室。	
Eric悉心安排了一個錄音室，介紹並示範了裡面不
同器材的用途，更讓學員們有機會戴上耳筒，一嘗
當節目主持人的滋味。是次參觀雖然只是短短一個
小時，但都能令學員大開眼界，留下深刻印象。

	

◆		同學會會長代表致送紀念品予曾家健
先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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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是一項大型
及無障礙的學習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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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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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舉行。

第一場宣傳活動於2015年1月23日假鑽石山荷
里活廣場舉行，由新城知訊台節目主持思敏及林
柏希擔任司儀。司儀先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王
佩兒女士簡單介紹自學計劃的精彩內容，後由香
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署理院長黃偉寧
博士闡述自學計劃的理念，並邀請到兩位課程學
員分享參與自學計劃後的得著和轉變。其後，歌
手岑日珈上台獻唱，更跟現場觀眾玩「大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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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肇平及組合天
堂鳥陸續出場，藉個人經驗去分享「活到老、學到
老」的重要性。最後司儀訪問課程導師，鼓勵透過
不斷學習的方法，令自己的人生更精彩、更豐盛。

Representatives from Women’s Commission,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OUHK and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members joined the promotional events 
hosted by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imited at 
Plaza Hollywood, Diamond Hill on 23 January 2015 
(Friday) and at Fortune Kingswood, Tin Shui Wai on 
1 February 2015 (Sunda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NGOs, promotional counters were set up for on-
site enrolments. Artists were invited to deliver stage 
performance.

新城宣傳活動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		婦女事務委員會委員王佩兒女士(中)、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署
理院長黃偉寧博士(左三)、歌手岑日珈
(左二)、徐肇平(左一)及組合天堂鳥(右一
至三)一同分享「活到老、學到老」的重
要性。

◆		司儀訪問陳嘉恩導師(中)。

◆		學員馮燕群(左二)及黃惠蓮(右二)分享參與「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後的得著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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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身為「儀容之道」課程的導師，但我是以
學員身份參加「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活動，
到「安貧小姊妹會聖若瑟安老院」探訪長者。

探訪活動安排了遊戲環節，各院友分得一張寫
滿數字的Bingo遊戲紙，我們需要聆聽主持人宣讀
號碼，幫助院友核對其遊戲卡上的數字。每當院友
中獎，就是出席學員為院友當跑腿取禮物的時候;
中獎院友都開心雀躍得像孩子一樣，我們正也樂在
其中呢！

能有機會去探望一班院友，我非常感恩。跟我
同組的「老友記」十分開朗健談，告訴我有空時還
會做義工幫手摺衫，我不禁被這顆熱心所感動。即
使「老友記」已屆87歲高齡，也願意付出去服務其
他院友，實在很值得我們學習！	

探訪環節結束後，我們便在院舍職員帶領下參
觀院舍設施。到達手工藝室，見識了院友和義工們
精緻的手工藝品，眼界為之大開，於是各自選購心
頭好，以示支持。

感謝同學會幹事會的安排，除了在百忙中抽出
寶貴時間籌備活動之外，還有學員義工慷慨捐出物
資，讓院友們收到更多禮物，皆大歡喜呢！

40 CBMP Student Association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a charity activity held on 10 February 
2015 (Tuesday) at 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 
St. Joseph’s Home for the Aged.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were briefed by 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on the skill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ged. They then 
made use of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play interactive 
games, which helped better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situation of the aged.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探訪「安貧小姊妹會聖若瑟安老院」

為您跑腿 樂在其中  學員湯 華

新城宣傳活動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第二場宣傳活動於2015年2月1日星期日假元
朗天水圍置富嘉湖舉行。活動一開始，司儀林柏希
分別與婦女事務委員會轄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召集人黃祐榮先生、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
修學院署理院長黃偉寧博士簡介自學計劃的精彩
內容和理念，然後訪問課程學員及課程導師，跟
現場觀眾分享參與自學計劃後的好處，突顯自學
計劃的優點。大會更邀請到陳明恩、徐偉賢及組

合Gentlemen到場支持，透過唱歌表演及互動遊
戲，推廣「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多元化課程和靈活
具彈性的學習模式，並鼓勵持續學習，邁向自學自
強的新里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召集人黃祐榮先生(後排右三)、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
專業進修學院署理院長黃偉寧博士(後排中)、新城廣播有限公司助理營
業總監張碧琪小姐(後排左三)、課程導師蔡香生博士(後排左一)、司儀	
林柏希(後排左二)、陳明恩(後排右二)、徐偉賢(後排右一)及組合
Gentlemen(前排)齊齊鼓勵持續學習，邁向自學自強的新里程。

◆		學員陳樂之(中)及闕秀玲(左)的分享。

◆		透過現場互動遊戲，推廣「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

8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早於1923年，安貧小姊妹會已開始在香港展
開安老服務工作，聖若瑟安老院位於牛池灣的舊
院為迎合安老服務設備條例，須進行維修或改善
工程，遂於1996年決議用舊院址之地與發展商交
換，於上水興建一所新院舍，2003年落成，同年
11月順利遷入。院舍樓高三層，設備完善、地方
寬敞。一樓是專為有特別護理需要的長者而設；	
二樓及三樓的房間簡單潔淨，基本設施齊全，	
兩位長者共住一房。

踏入這所安老院，看見遠處一座耶穌基督聖
像，我心中已感覺平安和喜樂。院舍中的長者，	
年紀最大的是一位102歲的婆婆；安排跟我同組
的「老友記」，精神飽滿、口齒伶俐，我還以為她
80多歲，原來已經93歲！

探訪活動安排了遊戲環節，院友們玩得非常
投入；在玩Bingo遊戲的時候，「老友記」能夠自
己把棋子放在數字遊戲紙上，無需別人幫忙，她
說曾經玩過這個遊戲，所以還記得玩法，以93歲	
高齡來說，實在非常難得。我們準備離開的時
候，「老友記」顯得依依不捨，並表示希望同學會
可以再次到訪。

最後，院舍職員給同學會安排導賞，帶領大家
參觀長者的房間、教堂、禮堂、休息室、醫療檢查
室、日常用品小賣店和手工藝室等等。手工藝室內

擺放了很多巧奪天工的手工藝品，是院舍內的長
者和義工們共同努力的成果。部份售賣手工藝品
所得的善款，會奉獻到其他安貧小姊妹會屬下的
安老院。

由於探訪活動報名人數踴躍，需抽籤決定；
我有幸抽中，獲得參與這項探訪活動的機會，真
是眼界大開。原來在香港寸金尺土的地方，也有
一所環境優美、設備完善的安老院。在此感謝「自
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幹事會的安排！

新的一年，祝願各學員及家人主寵滿溢、喜
樂常在！

眼界大開  學員郭 娟

特別鳴謝以下同學會會員對是次探訪的物資奉獻(排名不分先後)：譚佩貞、何婉嫻、陳樂芝、	
黃醒群、梁鳳貞、陳銀歡、羅燕、雷雪儀、楊慧賢、蕭婉文。

◆		同學會會員與「老友記」一同玩遊戲。

◆		活動結束後，同學會會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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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作 伙 伴	
Partner(s)

樂群社會服務處�魚涌中心 

樂群社會服務處�魚涌中心於2013年底正式投
入服務，主力為港島東區婦女及學童提供各類型課
程及興趣活動，2014年11月開始成為「自在人生自學
計劃」協辦機構，學員可透過修讀「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的多元化課程發掘好奇心、激發求知慾，從而增
進知識;與此同時，課程可凝聚一群熱愛終身學習的
朋友，擴闊社交圈子及提升自我。

不少婦女往往因為忙於照顧家人，反而忽略自
己的需要。本中心最近開辦的「儀容之道」課程，旨
在幫助婦女學員發揮她們從內而外的美麗。最後一
課，在一片拍掌及歡呼聲的鼓勵下，導師帶領一班妝
扮得端莊秀麗的學員，於本中心的長型走廊以優美
的步姿展示出她們自信的一面。
學員經歷過膽怯的退縮、躍躍欲
試的戰戰兢兢，才能自信滿滿地
學以致用，第一次踏上有如舞台
的長型走廊，以貓步秀(Catwalk	
Show)形式實踐課程所學的重要
訊息——欣賞自己、肯定自己。貓
步秀圓滿結束後，學員更互相投
選最喜歡的「模特兒」，以肯定的
話語互相激勵讚賞，正是本中心
期盼樂見。

本中心將會陸續加推其他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讓學
員接觸不同範疇的領域，延續豐

香港印度裔富商夏利里拉家族掌舵人夏利萊博
士於2014年12月29日病逝，享年92歲，我們對此表示
深切哀悼。

夏利萊博士是成功企業家，更是知名慈善家，
支持專上教育發展，不遺餘力。2008年，本計劃獲
得由夏利萊博士捐款成立Padma & Hari Harilela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und，資助合資格申
請者報讀本計劃課程，以鼓勵社會上有需要人士邁
出自學自強的第一步，歷年來不少學員受惠。

本計劃謹向夏利萊博士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並
且銘記夏利萊博士對本計劃的貢獻。

盛人生。如今年3月開辦的「中醫藥常識入門」課
程，預期學員修畢課程後，可活學活用，將中醫藥常
識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Lok Kwan Social Service Quarry Bay Centre 
joined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to be one of the collaborating NGOs in November 
2014. The Centre is dedicated to equipping learners 
with a positive mindset, widening their perspectives, 
stimulating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developing 
their capacity and potential so that they can build up 
self-confidence and be able to contribute more fully 
to their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y.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profound sadness 
at the passing of Dr. Hari Naroomal Harilela on 29 
December 2014. He was 92 years old.  

Dr. Harilela was not only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but also a renowned philanthropist who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In 2008, Dr. Harilela made a generous donation 
to set up the “Padma & Hari Harilela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 Fund” to subsidise eligible 
applicants to enrol courses in the programme. Many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is Fund to take the first step 
of self-learning.

The CBMP would like to convey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His generous support to the 
programm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us all. 

◆「儀容之道」課程的學員在貓步秀(Catwalk	Show)後跟湯 華導師(左一)大合照。

知 識 博 覽
Knowledge Blogger

深切悼念夏利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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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助理基礎證書課程

普通話正音訓練證書課程

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人口老化和病菌肆虐令市民對醫療護理的需求愈來愈大，加入護理行業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今
期首先推介由本院獲僱員再培訓局(ERB)資助開辦的診所助理基礎證書課程，適合有志從事西醫診所助
理之待業人士報讀。學員透過課程裝備基礎醫護知識和技術，既可取得醫護界職場的入場券，又能運
用知識照顧家人的健康！課程特色是學費全免，出席率達八成更可獲發放培訓津貼，並配有為期六個
月的就業跟進服務。歷屆班別中已有「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修讀了這個課程而從中獲益！

內地與香港經貿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普通話已成為彼此溝通的重要橋樑，擁有流利的普通話有
助提升工作能力，本地的幼兒及中小學校亦紛紛以普通話作為不同科目的授課語言，提升學生日後升
學就業的競爭力。今期另一推介是由本院獲ERB資助開辦的普通話正音訓練證書(國家語委水平測試備
試課程)，適合有意提升普通話語音水平及報考「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人士。課程由具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員資格的導師任教，鞏固學員的語音純正度，加強說話能力，並可藉此準備應考相關
之認可測試。

課程時數	：	124小時 (12天全日及7天半日)

授課語言	：	廣東話	(講義及考試為英語，
講義輔以中文專詞對照)

預計開課月份：2015年6月/	7月

課程內容	：	診所運作、基本醫療護理技巧、感染
控制、藥物認識、與病人溝通技巧、
個人素養、求職技巧

課程時數	：	90小時	(30節)

授課語言	：	普通話

預計開課月份：2015年7月 (暫定逢週二晚)

課程內容	：	單音節字的朗讀、多音節詞語的朗
讀、選擇判斷、朗讀短文、命題說話
及雙向對話

學習模式	：	講授、朗讀、命題說話、模擬測試、
導師回饋

入讀資格	：	
•		具確切意願報考相關公開考試；及

入讀資格	：	

•		完成中五學歷程度及具兩年工作經驗；或持有
香港中學會考證書/	文憑考試證書 (五科合格)；及	

•	具就業意欲；及	

•	對診所助理工作有興趣；及	

•	通過面試和英文入學試

學費：全免

•		具中級普通話程度 (完成不少於120小時普通話
課程)；或通過評核測試。

學費：

歡迎網上預約面試，請即登入www.ouhk.edu.hk/lipace/ERB　   
查詢請電：3120 9988

歡迎網上預約面試，請即登入www.ouhk.edu.hk/lipace/ERB　   查詢請電：3120 9988

註:	 收入是指從工作(包括受僱及自僱)中所賺取的工資及薪金、經營業務所得的淨收益及每月所得長俸。受僱及自僱的收
入包括底薪、逾時工作收入、花紅、佣金及津貼等，扣除法定的5%僱員強積金／公積金供款。而花紅、雙糧及約滿酬
金等類似性質的收入，應以相關工作時段來平均計算。

入息	(註) 學費

沒有收入或低收入	
(每月收入為$9,000或以下)

$0

每月收入為$9,001至$19,500 $1,725

每月收入高於$19,500 $5,750

The ERB co-ordinates, funds and monitors training courses and services that are market driven and 
employment-oriented so as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LiPACE is one of the 
appointed training bodies listed in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that conduct courses on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under the “Manpower Developmen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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