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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學期全新推出的電台廣播課程 ─ 「營養餐單」，由註冊營養師 
吳耀芬女士擔任專題講座之主講嘉賓，與學員分享健康飲食之道。當中有 
學員表示得益良多，既可以認識有營養
的食材，以及適當進食分量和配搭，還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訂下自己的營養
餐單，也有學員表示建議的營養餐單不
但易於烹調，更是色香味俱全呢！

2019年9月17日學院舉辦全新課程「產前
產後營養與護理」體驗講座，並邀請了註
冊營養師蘇梓熙先生講解有關孕婦於懷孕
期及產後的身心需要，以及可能出現的健
康狀況。此課程已於2019年11月學期推
出，適合準媽媽及照顧者報讀。學員可以
學以致用，為自己或家中孕婦提供孕期和
產後的營養資訊及護理技巧，以迎接照顧
初生嬰兒的挑戰。

今年「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踏入十五周年，新一年希望推出更多不同課程，務求令學員增進各方面的知識，亦希望編撰與學員生
活息息相關的課題，以八個學習主題區分，包括：健康護理、文化探索、人際與社會、資訊科技、財務管理、親子教育、職涯通識，
以及生活智慧。透過不同的主題，讓學員親身體驗，並透過實踐與反思，將體驗所得的知識和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Feature Article 專題報導

學習主題(1)：健康護理
健康小百科─怎樣計算每天所需卡路里？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生活體驗學習

護理小百科─孕婦於孕期及產後要攝取不同的營養嗎？

學習主題(2)：生活智慧

生活小百科─如何進行家居DIY維修和保養工作？

「家居維修保養常識」面授課程是本計劃的熱門課程，不少
學員都從該課程汲取有關家居安全、維修及清潔工作的基礎
知識，更常有學員提出希望有進階課程。為了讓學員可以隨時
獲得家居維修及保養的操作技巧，進階課程將以視像課程模
式於2019年11月學期推出，透過網上平台或手機應用程式為
學員提供家居DIY的小錦囊。此外，學員亦可於專題講座及總
結講座，直接向導師發問。

下期通訊將介紹其他學習主題，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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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人士可免費報讀「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

為鼓勵社會上有需要人士邁出自學自強的第一步，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在婦女事務委員會協助下設立「自在人生
自學計劃」助學金，資助合資格申請者報讀本計劃課程。現時第一級資助的「調整後全年家庭收入」已由港幣$20,882調高至港
幣$40,240。 

Feature Article 專題報導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助學金

第一級資助

申請資格
現正領取香港特區政府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調整後全年家庭 
總收入低於港幣$40,240。

資助內容
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最多可申請 3 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申請9科
資助。

第二級資助

申請資格 調整後全年家庭總收入介乎港幣$40,241 - $77,810。

資助內容
符合資格學員每學期最多可申請 3 科助學金資助，終身可申請4科
資助。

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活動剪影：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舉辦「糭形散銀包」布藝
班活動。雖然開始時有會員因未能掌握縫製技巧而顯得
手忙腳亂，但得同學們彼此相助，最後每人都成功製作
一個獨一無二的應節散銀包，享受一個愉快的下午!

2019年5月31日
「糭形散銀包」布藝班活動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舉辦「認識法律援助」 講
座並邀請了高級法律援助律師凌慧璇女士及署理助理首
席法律援助律師陳道潔女士為學員講解法律援助服務。
講者深入淺出地分享法援署可提供的服務，例如：民事
或刑事訴訟法律援助、計算財務資源及分擔費、取消或
撤回法律援助及上訴等課題，加深了學員對法援服務的
了解。

2019年6月15日
「認識法律援助」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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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Development & Activities 學院動態

一眾「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在 
香港公開大學葵興校園參加「心肺復
甦法訓練」課程。香港消防處─消防
安全總區救護員為學員作出非常專業
和詳盡的講解，並親自示範。他們生
動有趣的演繹使學員非常投入，學習
氣氛十分熱烈！每位學員在完成課程
後亦取得證書，大讚實用。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舉辦的戲曲中心參觀活動已於
10月9日順利舉行。當日同學到達座落在西九文化區的戲曲
中心，在專業的導賞員帶領下參觀不同的設施，例如：大劇
院、茶館劇場和演講廳等。活動增進學員對本地戲曲藝術文
化的認識，讓學員大開眼界。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
十一次周年會員大會」已於10月19
日於香港公開大學葵興校園完滿結
束。當日亦頒發了義工嘉許狀和慶
祝同學會成立十一周年。會後，學
院邀請到香港乳癌基金會主講預防
乳癌的最新資訊。講座內容十分充
實，學員踴躍參加，令整個演講廳
座無虛設。

2019年8月2日
「心肺復甦法訓練」課程

2019年10月9日
參觀戲曲中心

2019年10月19日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第十一次周年會員大會」

及乳癌教育講座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同學會與「港島傷健中心」合作，
舉辦了「社區共融計劃─共融服務日」活動。當日同學們
與中心的會員進行共融活動及遊戲，氣氛熱鬧，大家都投
入其中，且聽聽以下一位參加者分享活動的點滴。

「今次活動很開心，大家都很專注。我們義工隊分成四組，

與學員一同做手工、唱歌，還參加拼字遊戲，想不到他們手

巧靈活又聰明，我們更連奪兩個獎項呢！」葉同學

2019年6月24日
社區共融計劃─共融服務日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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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活動詳情有待最後確定。

New Programme(s) 新課程

香港電影欣賞

2020年同學會活動一覽表

寵物美容與護理(視像)

新課程將於2020年3月學期推出，請參閱課程簡介及時間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主題

一 電影欣賞：從香港電影談起
二 回到香港電影初萌時
三 從輝煌到低谷的香港電影
四 香港電影留守與北上的抉擇
五 香港電影的時代精神
六 展現本地生活與文化的香港電影
七 香港電影裡的城市保育和集體回憶
八 吳宇森和徐克的暴力美學
九 杜琪峯和劉偉強的警匪與黑幫電影
十 周星馳和彭浩翔的無厘頭喜劇
十一 許鞍華和岸西：以香港女性為題材的電影
十二 王家衛的浪漫光影
十三 香港電影新動力：新晉導演

參觀活動
1 參觀虎豹別墅

(2020年6月/10月)
2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文

大學眼科中心 (2020年3月)
3 參觀香港故事館 (2020年6月/10月)

講座
1 向痛症說BYE─護脊工作坊  

(2020年2月)
2 眼睛健康講座 (2020年6月/10月)
3 保健強身及推拿按摩講座  

(2020年6月/10月)

探訪活動
1 探訪西貢蛋家灣戒毒村 (2020年10月)
2 善恩會「開飯喇」- 608柴灣區派飯活

動 (2020年6月/10月)
3 探訪善恩會探訪長者中心/安老院或樂

善堂李賢義裔群社 (2020年3月/6月)

學習單元 單元主題

一 認識美容工具和設備
二 洗澡前美容步驟（上）
三 洗澡前美容步驟（下）
四 洗澡與吹毛
五 貴婦犬修剪
六 史納莎犬修剪
七 松鼠犬修剪
八 寵物貓基本美容
九 寵物護理及行為
十 寵物急救
十一 寵物按摩
十二 爬蟲類動物的照顧及護理
十三 另類小動物的照顧及護理

免費課堂體驗

今年12月及翌年1月將舉行兩個免費驗課程，對寵物美容或電影欣賞有興趣的您不容錯過！

寵物美容與護理
貓狗照顧護理技巧  

日期 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6:30 - 8:30

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8室 
(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11樓)

講者 何紀宜小姐 －國際專業寵物美容學院導師

報名方法 查詢及報名: 2915 2380 (按1,0)

香港電影欣賞
走過香港電影的歷史長廊

日期 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11:00 – 下午1:00

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葵興校園11樓K1108室 
(葵涌葵昌路51-53號九龍貿易中心第2座11樓)

講者 Mr. Derek Lam －歷史及文化課程導師 

報名方法 查詢及報名: 2915 2380 (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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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與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的合作安排

由 2019年7月12日起，學員如成功完成以下「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 (獲「資歷架構」認可及具資歷學分的課程)，可申請豁免修讀
僱員再培訓局「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的指定課程，讓「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學員可將所學銜接至職業導向課程。

現時，僱員再培訓局「零存整付」證書計劃包括陪月員基礎證書、護理員
基礎證書、嬰幼兒照顧員基礎證書及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有關計劃詳情及申請程序，請聯絡本院或向僱員再培訓局查詢。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課程
可申請豁免修讀僱員再培訓局 
「零存整付」證書計劃下的指定課程

CBMP2036C求職技巧入門 求職技巧基礎證書 (兼讀制)

CBMP2084C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 個人素養基礎證書 (兼讀制)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陳智嫻女士

編輯 朱潔婷女士

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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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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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歷架構第2級別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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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共有8個課程已列入資歷架構第二級別。

課程除基本作業外，設有額外評核。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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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

CBMP2031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輕鬆學電腦

CBMP2073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輕鬆學電腦進階

CBMP2001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CBMP2065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進階

CBMP2036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求職技巧入門

CBMP2084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生涯規劃與人生管理

CBMP2008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健康飲食 (由2019年11月學期開始)

CBMP2086C 自在人生自學計劃證書 – 營養餐單 (由2019年11月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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