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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歷架構是一個七級的資歷框架。每項資歷均按照一套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去釐定該資歷的級別，表明所應達致的
成效標準。本計劃自2019年3月學期開始，已有5個課程列入資
歷架構第二級別，包括：

上述課程與本計劃其他課程之分別在於評核部份，資歷架構第
二級課程除基本作業外，設有額外評核。額外的評核內容將更有
效評估學員在完成課程後是否能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果。

學員如修畢上述課程並在整體的評核中取得合格成績 (包括基
本作業及額外評核，總體成績達50分或以上，出席率達7成或以
上)，將獲頒相關資歷架構第二級別修讀證明，為日後銜接學術
課程或就業課程作好預備。當中，如學員基本作業達合格分數
（即50分或以上），可同時獲得積分*。累積足夠積分後，可獲頒
發不同級別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以下課程將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Feature Article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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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第二級別證書課程

視像學習課程

CBMP2036C 求職技巧入門證書

CBMP2001C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證書

CBMP2065C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證書

CBMP2031C 輕鬆學電腦證書

CBMP2073C 輕鬆學電腦進階證書

2019年3月學期全新推出的學習模式－
視像學習課程：

將較 難用文字傳遞的知識，透過視像逐步展示，務求
令學員更容易掌握學習內容，亦增加趣味性。學員可
隨時隨地登入網上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收看自己報
讀的視像學習課程影片。

已修讀CBMP1XXX課程的學員，如欲獲取CBMP2XXX同名課程
的修讀證明，必須另行報讀此CBMP2XXX課程。

備註：
* 如學員報讀CBMP2XXX課程，基本作業及出席率達合格要求，
但整體的評核成績為不及格，則不會獲得積分。

旅遊攝影 (2019年3月學期)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 (進階)
寵物護理
認識自然與種植
中國文化與傳統宗教
關節保養與護理



活動剪影：

由「自在人生自在計劃」同學會舉辦的「遺產規劃及信託法律」講座已於葵興校園順利舉
行。是晚邀請了擁有超過40年執業經驗的香港律師會遺產事務委員會主要委員馬華潤律
師為主講嘉賓。馬律師以既專業又風趣幽默的方式去闡釋如何有效規劃遺產，及訂立合心
意又具法律效用的遺囑和持久授權書。這課題既是一門專業學問又切合實際需要，吸引同
學們踴躍參加，整個演講廳都座無虛席。同學會會長蕭婉文女士向馬律師致送紀念品，以
感謝香港律師會遺產事務委員會的鼎力支持，並期待日後能有機會去探索其他法律議題。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舉行了第十次周年會
員大會暨慶祝晚宴。當晚節目精彩豐富，包括：十
年回顧、大抽奬、遊戲以及歌唱表演，場內氣氛熱
鬧，學員及親友盡興而歸。

2018年10月20日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十次周年會員大會暨慶祝晚宴 
CBMPSA 10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cum Celebration Dinner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幹事到訪「元朗大會堂少
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除了解到不同族裔，如：巴
基斯坦、菲律賓、印尼等文化外，幹事們更親身體驗
Henna彩繪，又即場教導少數族裔婦女們製作富有中國
特色的桔仔黏土以作交流。最後，同學會更送贈早前由
同學親手製作的絲襪花及手繪心意咭，以表心意！

2018年10月27日

同學會幹事與少數族裔婦女文化交流活動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y with Ethnic Minority Women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會員一行20人，到了「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探訪一班老友記，與他們唱歌、做熱身操、玩遊戲，同學會更預備了小禮物給老友
記！會員與老友記們都過了一個愉快又充滿意義的下午！

2018年10月31日

探訪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
Charity Visit to ELCHK, Shatin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for the Golden-Aged

一眾「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到了位於大埔工業
村的益力多工場參觀。在導賞員帶領下參觀了益力
多的生產線、來自世界各地的益力多等等。參觀
後，學員還即席品嚐了最新鮮的益力多飲品。

2018年10月22日

參觀益力多工場 Visit to Hong Kong Yakult Co Ltd

2018年10月12日

「遺產、遺囑及持久授權書」講座 
Seminar on “Estate, Will and Powers of Attorne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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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請參閱學員通告，以了解活動報名詳情。

免費課堂體驗

流行文化與潮流之
免費電視係咪真係免費！？

日期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4:00-6:00

地點 葵興校園11樓K1110室 

講者 何志明先生-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卓越導師 
(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

報名方法 查詢及報名：2915 2380 (按1, 0)

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之 
給自己一個讚：自我認識及管理

日期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4:00-6:00

地點 葵興校園11樓K1110室 

講者 王學雯女士－全球職涯發展師

報名方法 查詢及報名：2915 2380 (按1, 0)

活動預告：
日期及時間 活動 地點
2019年2月25日（一） 下午2:00 – 4:00 參觀葵興校園及課堂體驗 葵興校園
2019年2月27日（三） 早上9:30 – 12:30 香港文化古蹟遊 集合地點：大埔墟港鐵站
2019年3月2日（六） 下午2:00 – 4:00 「運動治療與健康」講座 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2019年3月14日（四） 下午2:30 – 4:00 探訪獨居長者 (經恩庭長者活動中心安排) 九龍何文田冠暉苑鳴暉閣地下

2019年3月16日（六） 下午2:00 – 4:00 「西藥知多少–正確解讀藥物標籤」講座
講者：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註冊藥劑師 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2019年3月30日（六） 下午2:00 – 4:00 「西藥知多少–執藥盒小貼士/小工具」講座
講者：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註冊藥劑師 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2019年4月6日（六） 下午2:00 – 4:00 「西藥知多少–常見藥物副作用講解及處理」講座
講者：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註冊藥劑師 葵興校園11樓K1104室

New Programme(s) 新課程

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面授） 旅遊攝影（視像）

新課程將於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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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認識及管理
二 目標管理
三 終身學習
四 思維及態度管理
五 情緒管理
六 壓力管理
七 時間管理
八 個人財政管理
九 人際關係管理
十 工作管理的基本技巧
十一 工作態度及服務文化
十二 溝通技巧
十三 危機管理

學習單元 單元主題

一 如何選擇合適的相機？
二 攝影基本步：曝光控制
三 拍出電影感：景深控制
四 風景的對焦
五 顏色＝感覺！白平衡的運用
六 怎樣才是好的構圖？
七 測光真的那樣重要？
八 顏色搭配知多少
九 拍好人像：溝通關鍵
十 善用好光線！
十一 人像攝影的構圖與裁切
十二 旅行拍攝小貼士
十三 攝影新鮮人整裝待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