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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道
Feature Article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手機應用程式
一機在手，進修更輕鬆

現今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在地鐵車廂裡、巴士上，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很多
人都會用手機玩遊戲、購物、炒股、看新聞、找附近餐館就餐，這些都可以通過
手機App來實現。手機App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無限的便利！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近日也推出課程手機應用程式，讓學員們有更優質的學
習體驗。

Given the ubiquitous use of smartphone among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CBMP 
administrative app is a timely new initiative to offer 
convenience for students to obtain admission and 
course information. Existing students could also log 
onto the system to view their personal study schedule 
and accumulated grade. The app is now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both Google Play and Apple Store.

用家為本
當你點擊「自在人生自學計劃」App時，首頁的八個圖形界面，一目了然地呈現
八個主要內容，包括基本介紹、課程、學員專區、報名資訊、同學會、下載專
區、查詢及宣傳短片。同時各界面更以不同的顏色作區分，除版面色彩悅目
外，更令使用者容易辨識不同的目標界面。例如，想知道如何報名，就可以點
擊報名資訊(桃紅色)。在此界面下，除可了解報名方法、申請助學金、報名須
知等內容外，更貼心地附上示範短片，讓你輕鬆了解報名的程序。

搜尋簡單
作為用家，有時找資料最怕内容過多，令人目不睱給，花很多時間在一些瑣
碎而非自己所要的資訊上。而使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App，完全沒有這種顧
慮，你會發現很快便能在不同界面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例如，你想了解課程
的概況，只需點擊基本介紹，便能找到計劃簡介、合辦團體及協辦機構、簡介
會和學費等內容。當中協辦機構的位置還以google map形式標示，附上詳細
地址及聯絡電話，真正配合用家的需要。

除此之外，下載專區羅列最新的各期「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通訊、
課程簡介及時間表、各式表格及學員通告，助你了解最新的課程資
訊。以往需要定時親身到學校或使用電腦上網才能得到的信息，現
在透過「自在人生自學計劃」App，彈指之間便能將豐富的課程信息資
源帶到你身邊，進修輕鬆又自在。"機"不可失，還不快來體驗一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App，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優質的課程資源

個性化體驗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內容切合學員實際
需要，而且與時俱進，主題不斷更新。點擊 
App的課程界面，你會見到課程簡介、電台課
程、試讀網上課程、免費教材四個項目。其
中，課程簡介讓你了解當期可供報讀的課程資
料，更提供網上報名服務。你還可以透過對有
興趣的課程標註書籤，讓系統提示你下期是否
開課；電台課程設有電台廣播節目重溫；六個
特選網上課程各設兩單元，讓公衆及學員免費
試讀，了解課程的學習模式及深度。

App配合學員的需要，特別設計個性化日程表。學員以學生編號與自
定密碼登入後，可以瀏覽個人日程表，所有於當期報讀的課程，包括
上課地點將顯示在内。學員還可以透過學員專區，查看成績表及累積
積分，功能完善，操作簡便！

利用課程書籤，收藏心儀
課 程 ， 方 便 計 劃 學 習 進
度 。 所 收 藏 的 課 程 開 辦
時 ， 程 式 會 自 動 提 示 學
員。

協辦機構地圖 。

學員可以隨時利用程式登入MyOUHK，查閱時間
表、學習進度及成績表。

試用過的學員，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手機應用程式讚不絕口。
(左起鍾穎彤、葉沛源及郭頴娟）

電台廣播重溫 。

透過篩選功能，學員可快
捷查找目標課程。

IOS Android

掃描QR碼下載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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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寫
Existing Programmes Spotlight

婦女事務委員會講座系列
「婦女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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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的祖父母」講座，主講嘉賓孔美琪博士是資深的幼兒教
育工作者，她分享了大量適合祖父母與小朋友一同參與的
遊戲，又讓學員逐步找出自己與孫兒相處的法寶，教大家
做一個受子女孫兒喜愛的祖父母，建立跨代共融的和諧家
庭。
 
第二場的「魅力法寶：親和力」講座，主講嘉賓梁頌恩女士
全程面帶笑容、聲綫甜美，身體力行讓大家感受親和力這
個魅力法寶。她準備了一個小測試，讓學員了解自己屬於
哪一種思考行爲類別。不同類別的人會有不同的信息接收
偏好。有些人對聲音特別敏感，有些人對圖像特別敏感，
而這些都可以透過眼睛解讀線索進行推測。如果可以掌握
到你的對象屬於哪一類型，溝通自然可以事半功倍。
 
近60位出席學員均表示深受啟發，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相關問題請教講者，互相交流討論，反應熱烈。最
後，同學會幹事藍潔屏代表同學會向各嘉賓講者致送感謝
狀，以示謝意。

About 60 CBMP students joined the “Seminar on 
Grandparents Today” by Dr Maggie Koong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and “Seminar on Lucky Charm: 
Affinity” by Ms Juan Leung (Member of Women’s 
Commission) on 22 October 2016. The attending 
students were all impressed with the speakers’ 
sharing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eminars.

梁頌恩女士 

 孔美琪博士

學員積極發問。

同學會幹事藍潔屏女士(左)致送
感謝狀予梁頌恩女士(右)。

講座內容精彩，學員樂在其中。

活動預告
日期及時間 Date & time* 活動 Activity 地點 Venue

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
2:00 – 5:00 pm

探訪惜食堂
Charity Visit to Food Angel

九龍海壇街235號豐盛大廈地下
3/F, Fung Sing Building, 235 Hai Tan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
1:30 – 3:00 pm

科學探索行
Science Explorer

香港沙田科學園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hatin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
7:00 – 9:30 pm

「從行醫悟出什麼是成功人生」講座
Seminar: Secrets to a

Successful Life

葵興教學中心
Kwai Hing Learn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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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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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活動日期以學員通告及本計劃網站公佈為準。
*Exact activity dates may vary, please visit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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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資歷架構
上期我們介紹了什麼是資歷架構，究竟資歷架構與我們
有何關係呢？以下兩個問答，希望可以幫助大家作進一
步了解。

政府為什麼要推行資歷架構？
2008年開始，政府推行資歷架構，主要目的是︰鼓勵持續
進修、終身學習；締造多元化的資歷，促進資歷之間的銜
接；協助各行各業持續發展，長遠而言有助提升香港的人
力質素及競爭力。

資歷架構與我何關？
資歷架構建基於一套有系統的質素保證機制，提供有質素
的學習機會及途徑，讓市民進修時有清晰的方向。因此，
學員/僱員可策劃個人進修計劃及進階路徑；促進不同
界別的資歷銜接；進修時選擇有質素的課程；也可進行
過往的工作經驗確認，獲取認可資歷。可見，資歷架構
增加了資歷的透明度；可清楚知道資歷的級別及完成相
關課程所需的學習時間；减低重複學習；提供彈性，實
踐終身學習。

第八次周年會員大會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八次周年大會，於2016年
10月16日(星期日)於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
興教學中心順利舉行。會上，同學會內務副會長楊慧賢女
士向會員回顧2015/2016年度同學會舉辦及參與的活動；
會長蕭婉文女士介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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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周年大會共錄得61位會員出席，133位會員授權代表
出席。會上以194票贊成(包括授權投票)，全數通過2017
年同學會活動安排及2017-2018年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同學會幹事會成員名單。經幹事會內部互選後，2017-
2018職務一覽詳見右表。

The 8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apacity Building 
Mileage Programme Student Association was held on 
16 October 2016 (Sunday). Ms. Yeung Wai Yin, Vice-
President (Internal), reviewed the activities held in 
year 2015/2016 while Ms. Siu Yuen Man, President, 
announced the activity plan of year 2017. Financial 
balance was reported by Ms. Fung Wai Kin, Treasurer. 
 
61 members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133 members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to attend and vote of the 
election. A total of 194 members agreed the activities 
plan for 2017 and lis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2017-2018.

知識博覽
Knowledge Blogger

2017-2018年度「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幹事會成員
會長： 蕭婉文
外務副會長： 林奕雲
內務副會長： 楊慧賢
秘書： 馮燕群
財務幹事： 馮惠堅
宣傳幹事： 藍潔屏
會員福利幹事： 陳樂芝

聯絡幹事： 葉慧燕、羅雪芳、彭淑琼、
顏燕霞、鍾穎彤、鄺月玲

香港公開大學代表： 陳智嫻

同學會幹事會成員聯同著名收藏家鄭寶鴻先生一起主持切蛋糕儀式。

同學會專欄
Student Association

活動剪影

2016

16
OCT

「一起走過的日子 ― 香港老街漫談」講座
Seminar: Anecdote about Hong Kong
Roads and Streets

芳香護老日
Community Service Day: Aromatouch Service for Elderlys

2016

3
NOV

所有義工服務前均已接受專業訓練。

200位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以芳香照護手法服務近900位長者。

2016

29
OCT

探訪中西區展能中心
Charity Visit to C.W.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entre

參觀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Visit to Society for Abandoned Animals

經過是次探訪，學員更懂得愛護動物、尊重生
命，及提高對動物權益的認識。

同學會的義工與中心院友一起做簡單的伸展操。

學員認真聆聽中心職員的講解，學習如何和初次
見面的狗隻相處。

大玩Bingo遊戲，幹事更為院友獻唱多首時代曲，
有「上海灘」、「萬水千山總是情」等。

香港歷史愛好者，錢幣、郵票、歷史圖片及明信
片等的有名收藏家鄭寶鴻先生，為學員帶來資訊
豐富，精彩的講座。

20165
OCT

2016



以上課程由2017年3月13日開始接受報名，查詢請致電︰29152380 (按2-0)

學院課程介紹
Other Programmes Offered in LiPACE

AELP1036CP 隸書課程《曹全碑》*新課程
本課程內容包括書法筆法之熟習、隸書簡介，並瞭解隸書的特色、筆劃、結構及書寫技巧。課程理論與實習
並重，安排導師示範、指導及自行練習。希望透過這門課程，令學員熟習書法技巧，以及能夠欣賞不同的書
法作品。本課程是書法初/中階的延伸學習，專為有興趣持續學習隸書的學員而設(需具楷書基礎)，課程以臨
習《曹全碑》字帖為主。

註： 1) 各學員上課時請自備毛筆、墨汁及九宮格紙。    2) 本課程提供《曹全碑》字帖為主要教材。

單元一 隸書的概說及變化
單元二 《曹全碑》隸書臨習
單元三 隸書基本筆法
單元四 隸書字型結構
單元五 隸書作品章法
單元六 隸書的賞析

長者活學計劃

AELP1037CP「痛症認知入門」及
AELP1039CP「痛症認知入門(二)」課程
我們經常聽到老人家說：「渾身疼痛，這裡痛，那裡痛」，叫苦連天。調查
顯示，本港有近八成長者受到痛症問題困擾，即使服用止痛藥，也只是暫
時緩解症狀，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過量服用止痛藥更會適得其反。有見
及此，本校長者學苑分別於2015年及2016年開辦「痛症認知入門」及「痛症
認知入門(二)」課程，教導長者認識常見的痛症、各種疼痛分類及部位的分
辨，讓學員對痛症有基本認識。同時，課程亦向長者介紹不同的預防及治
療方法。

課程至今累積報讀人數多達三百人次。不少學員表示，此課程內容實用且
深入淺出。自從報讀後，學員都對痛症加深了認識，學懂如何選擇適當紓
緩痛症的方法，並對自己的健康更加關注！在此鼓勵各位尚未報讀「痛症認
知入門」及「痛症認知入門(二)」課程的學員，可以「活到老，學到老」，以積
極的態度踢走痛症！

---------------------- 編輯委員會 ----------------------
總編輯： 謝凱琳女士
編輯： 陳智嫻女士
其他成員： 朱潔婷女士、郭燁琼女士、周妙蓓女士、林淑欣女士、劉穎珊女士、梁芷瑩女士、羅麗好女士
電話： 2915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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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