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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Feature Article

◆		首次參加畢業典禮的譚贛蘭常任秘書長（前排右三）

致辭時表示，政府將繼續全力支持計劃的發展。

◆		一眾主禮嘉賓主持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

◆		謝慧華導師（左）及黃細明

導師（右）獲頒十年長期服務

獎。另外，本屆共有19位導師獲

頒五年長期服務獎。

◆		青年會專業書院（油麻地）的師生帶來精彩的話劇表演，甘顯暘導師更親自作曲填詞，創作

歌曲《滿分人生》，由師生一同合唱，窩心感人。

第十二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

於2016年7月21日（星期四）下午3時正假大

學會堂隆重舉行。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常任

秘書長譚贛蘭女士GBS,	 JP、婦女事務委員會

主席劉靳麗娟女士JP、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

玉山教授BBS,	 JP、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院長黃偉寧博士、香港新城廣播有限

公司副董事總經理宋文禧先生以及「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宣傳大使薛家燕女士一同按下代表

健康、家庭、理財、新科技、溝通與生活知識

的燈泡，同時台下學員高舉燈泡型紙扇搖動呼

應，象徵「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讓學員獲得不

同知識，點亮他們的生活。本屆共有760名畢

業學員獲發不同級別的證書，當中首次有兩位

少數族裔學員完成第一級證書，成為畢業生中

的一員。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自

2004年推出至今，報讀人次已

超過86,700名，成功幫助超過

19,500名學員踏上自學旅途，

讓他們能發揮個人潛能，肯定

自我，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各種挑

戰，從而創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計劃的成功有賴導師及協辦機構

一直支持。今年，學院新增設導

師長期服務獎，以感謝導師對計

劃多年來的貢獻。

第十二屆「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畢業典禮

The 12th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CBMP)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ll on 

21 July 2016. Ms. Annie Tam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Mrs. Stella Lau (Chairperson of Women’s Commission), Prof. 

Yuk-Shan Wong, Mr. Man-hei Sung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Metro Broadcast Corporation Limited), Ms. Nancy Sit (Ambassador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and Dr. Kris Wong officiated 

the ceremony. Over 1000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of the graduates, 

as well as guests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attended the 

ceremony to share the joy of the graduates. 

《滿分人生》 
填詞：甘顯暘導師

作曲：甘顯暘導師

編曲：逸	/	Brayden仔

自在人生 給我無限信心
重拾信心 使我毫無遺憾
明白我必須要勤力上進
給我加添溫暖感

自在人生 這計劃無限創新
靈活儲分 駛我毫無疑問
忘掉往昔的歲月年華逝去
我信這刻可再追

#重覆

盼望滿分 與知識接近
陪我渡過心中憂暗
快樂總會來臨 有知識護蔭
何必天天也去憂心
盼望滿分 對知識信任
求締造我一生興奮
我願推介眾人 知識遍萬人
才能實踐一生的底蘊

我願推介眾人 知識遍萬人
才能實踐一生的底蘊

精彩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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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參觀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 - 社區食物銀行 (2016年6月1日) 
Visit to Kwun Tong Methodist Social Service – Food Bank (1 Jun, 2016)

探訪安貧小姊妹聖瑪利安老院舍 (2016年6月30日) 
Charity Visit to Little Sister of the Poor – St. Mary’s 
Home for the Aged (30 Jun, 2016)

◆		社區食物銀行的

服務目標是為未

能應付三餐溫飽

的貧窮人士或家

庭提供緊急的食

物援助。

◆		約30位同學會會員與一班老友記合

唱懷舊金曲，大家都樂在其中。

◆		同學會的會員花心思為老友

記獻上自製的金魚掛飾。

◆		參觀的學員用心準備各類食物捐贈有需要人士。

◆		卓越學員陳靜霞充滿自信，在台

上分享學習為她帶來的轉變，讓

她視野更廣闊。

◆		主禮嘉賓會見卓越學員，親切勉勵，了解他們的學習得著與需要。

◆		大批親友專程支持，場面溫馨。

如欲重溫當日精彩片段，請參照以下方法	
訂購第十二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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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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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接受支票繳款，其他方式恕不受理

5)	 	訂購截止日期：2016年10月15日

本院確認訂購及款項後，會直接將DVD郵寄到指定地址。

訂購第十二屆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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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導師帶領大家一齊領略電影《功夫》背後所蘊含的

哲學巧思，又將其中的哲學道理透過生活化例子深入

闡述，	讓參與的學員大受啟發！

◆		同學會會長蕭婉文(右)

致送紀念品予何志明導

師(左)。

「電影哲學人生」講座（2016年7月2日）
Seminar: Philosophy, Film and Life (2 Jul, 2016)

歡迎各位畢業學員及親友繼續於「自在人生自學計劃」Facebook專頁發佈訪客帖子，或在

個人Facebook發佈相片(分享對象設定為公開)，然後用hashtag(井號)標注第十二屆自在人生自

學計劃畢業典禮，與大家一同分享畢業的珍貴回憶。

留住畢業難忘時刻
訂購第十二屆畢業典禮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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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活動 地點

2016年10月22日（六）
下午2:30	-	3:30

「今日的祖父母」講座
主講嘉賓：孔美琪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教學中心11樓K1104室
2016年10月22日（六）
下午3:45	-	4:45

「魅力法寶：親和力」講座

主講嘉賓：梁頌恩女士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講 座 系 列

「婦女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6月11

日假葵興教學中心為「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學員舉行了兩場講座。第一場「身心

健康	 -	 積極人生的要訣」講座，主講嘉

賓李翠莎博士與學員一同探討健康身心靈

的要訣，更帶領大家練習簡單的伸展操。

這套伸展操可以有效舒緩壓力，李博士鼓

勵大家在繁忙的日程中抽出5分鐘好好善

待自己，舒展後更可以事半功倍，提升工

作效率。第二場的「婦女基本法」講座，

主講嘉賓黃幸怡律師與大家一同回顧婦女

角色與地位的轉變，介紹性別主流化等概

念，鼓勵女性關注自身權益。黃律師還列

舉世界各地政商界的傑出女性，證明女性

真正撐起半邊天，希望學員不要少看自

己，繼續終身學習，活出美麗人生。超過

70位出席學員均表示深受啟發，互相交

流討論，反應熱烈。最後，蕭婉文會長代

表同學會向各嘉賓講者致送感謝狀，以示

謝意。

Over 70 CBMP students joined the 

“Seminar on Mind-Body Health – The Key 

to Living a Positive Life” by Dr. Trisha 

Leahy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and “Seminar on Women’s Basic 

Law” by Ms. Sandy Wong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on 11 June 2016. 

The attending students were all impressed 

with the speakers’ sharing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eminars.

婦女事務委員會講座系列 - 講座預告

課 程 特 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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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張圖片，用不同的角度，就能看出不同畫面。 ◆		講者經驗豐富，學員受益匪淺。

◆		大家投入練習身心靈活伸展操。 ◆		學員踴躍發問。

◆	李翠莎博士

◆	黃幸怡
律師



為感謝會員多年來對同學會會務及活動的支持，幹
事會現誠邀所有會員參與同學會第八次周年會員大
會暨七周年生日慶典。屆時，幹事會將安排切蛋糕
儀式，與一眾會員分享喜悅。

日期：	2016年10月16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1時30分	至	2時30分

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葵興教學中心K1104室

地址：		葵興葵昌路51	-	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11樓

請致電同學會熱線	63 512 514 查詢及報名。

同學會第八次周年會員大會暨七周年生日慶典

同 學 會 專 欄	
Studnt Association Column

同學會手工藝班活動預告 

第一堂 - 

銀盆種澄花
開班日期：2016年10月28日(五)，下午2時至5時
地點：葵興教學中心8樓K0807室

第二堂 - 

可愛小蜜蜂
開班日期：2016年12月2日(五)，下午2時至5時
地點：葵興教學中心8樓K0807室

堂數：共兩堂 (各3小時)
材料費：$50
導師：Fanny Wong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備註：  會員必須同時參加「銀盆種澄花」及
「可愛小蜜蜂」。

萬勝節南瓜
開班日期： 
2016年10月12日(三)，下午1時半至4時半
地點：葵興教學中心9樓K0909室
堂數：共一堂 (3小時)
材料費：$25
導師：Joanna Siu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年年有餘
開班日期： 
2016年11月14日(一)，下午1時半至4時半
地點：葵興教學中心8樓K0807室
堂數：共一堂 (3小時)
材料費：$25
導師：Joanna Siu
名額：共一班，每班30人

幼兒音樂與律動教育證書課程學 院 課 程 介 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課程

Course	Code	/	Title

時數

Lecture	Hours

學費	(港幣)

Tuition	Fee	(HKD)

EDU3023CP 幼兒音樂與律動教育 25 $3,200

開課日期：每年6月、12月

查詢電話：3120	9988

學院網頁：http://www.ouhk.edu.hk/lipace

音樂有著超越語言的力量。研究指出，聽覺是幼兒探索外界

事物的主要媒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幼兒透過接觸音樂與律

動，有助發展體能和社交情緒，亦培養他們的思考和想像力。在

音樂配合肢體動作活動的教育中，幼兒能夠用身體感受和表達音

樂，體驗創作的樂趣，從中激發他們的思維及各種潛能。

現今社會對幼兒音樂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大，父母都希望在子

女早期發展的黃金時期，利用音樂讓孩子動起來。有見及此，本

院開辦幼兒音樂與律動教育證書課程，為幼兒教育工作者或有意

投身此行業之人士提供一個培訓機會。

本課程內容全面且專業，以互動的形式教學，深化學員對幼

兒音樂教育的概念，了解幼兒音樂與律動教育的基礎及不同的音

樂教學法的授課策略，包括奧福(Orff)、達克羅士(Dalcroze)和高

大宜(Suzuki)音樂教學法。課程更會講解設計音樂與律動課程的實

際方法和技巧，以實踐堂上所學的理論之餘，更提高教學質素，

帶領幼兒享受音樂的樂趣。

Certificate in Music and 

Movement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in-dep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designing 

and delivering early childhood 

music courses and facilitate young 

children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It covers different 

music teach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course development techniques.  

The programm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aspire to work 

or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music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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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資歷架構知 識 博 覽	
Knowledge Blogger

現時市面上大部份課程均有與資歷架構掛鈎，可謂是一個重要的主流評核標準。本刊將一連兩

期詳細介紹資歷架構，讓大家可以進一步了解什麼是資歷架構，及其對我們工作、持續進修有

甚麼幫助。

為清楚說明不同程度的資歷水平、確保各項資歷的質素，以及為各程度的資歷提供銜接階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於2008年5月5日正式推行資歷架構，以整理主流教育、職業培訓

和持續進修三方面的資歷。

香港的資歷架構是一個七級的資歷級別制度，涵蓋學術、職業專才及持續教育及培訓等不同界

別，藉此推廣及支持終身學習，並在日益全球化和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中，不斷提升我們工作

人口的素質，專業性和競爭力。所有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皆通過質素保證，並按照客觀及明確

的標準去釐定其級別。每個不同級別的特點，由「資歷級別通用指示」根據	 (1)知識及智力技

能；(2)過程；(3)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及(4)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運算能力這

四個範疇來界定。

總編輯		 	

謝凱琳女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輯委員會	

其他成員

朱潔婷女士

周妙蓓女士

劉穎珊女士

梁芷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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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事 動 態
Staffing Development 

新同事介紹

大家好！我是Polly，今年5月加入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社區

聯繫及學院規劃部擔任課程主任，主要職責是協助課程和活動策劃及對外聯

繫。

大學畢業後我一直從事跟社會公益有關的工作，希望藉自己的綿力去回

饋社會。在加入學院的首三個月，我很榮幸有機會協助籌辦及參與「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及「長者學苑」的兩個盛大的畢業典禮。在每一個畢業學員的身

上，我除了感受到他們對求學的熱忱，更體會到他們展現出「活出你的日子，

忘記你的年齡」的人生態度。對於仍在修讀碩士課程的我，確實要好好向每位

學員學習。

「旅程本身就是收穫」，我深信這兩項計劃能讓學員在學習的旅途上有

正面的影響。在此祝願各位保持樂觀積極的心境，繼續豐盛人生，共勉之。

Hello, I am Polly.  I have joined the Community Liaison and Institute Planning team of LiPACE as a Programme Officer 
since May 2016.  I am responsible to assist in the coordination of courses and activities, and liaise with external parties. 

I have devoted myself to serve community after graduation.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and Elder Academy of OUHK just within first three months since I have 
joined the team.  What I have learnt from each graduate is not only their enthusiasm in learning, but also their life attitude – 
“Live your life and forget your age.”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a Master’s Degree Programme, as a student, I do understand 
and sincere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they have paid.  

There is a quote that says,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I strongly believe these two programmes will give students a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effect.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you all a joyous, healthy and fruitful life.  

2016年10月學員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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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三)
5 Oct, 2016 (Wed) 2:00 - 4:00 pm

參觀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Visit	to	Society	for	Abandoned	Animals

元朗僑興路白沙村第一段

Section	1,	Pak	Sha	Village,	Kiu	Hing	

Road,	Yuen	Long

2016年10月16日(日)

16	Oct,	2016	(Sun)
2:30 – 4:30 pm

「一起走過的日子	-	香港老街漫談」講座

Seminar:	Anecdote	about	Hong	Kong	roads	and	streets	 

葵興教學中心11樓K1104室

K1104, 11/F,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2016年10月29日(六)

29	Oct,	2016	(Sat)
2:00 – 4:00 pm

探訪中西區展能訓練中心

Charity	Visit	to	C.W.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entre

香港卑路乍街18號再輝大厦1字樓

1/F,	Joyful	Building,	18	Belcher’s	Street,	
Hong	Kong

離職消息	Staff	Departure

社區學習學部高級行政經理伍天慧女士已於2016年7月27日離職，本院非常感謝她對學部的服務
及貢獻。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局資歷架構https:/ /www.hkq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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