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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老年友好城市」

與)」、「長者友善措施(尊重和社會包容)」及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7年10月1日發表「長

「全港性長者友善措施獎銅星獎」三個獎項，

者友善城市指引」，推動各國透過八個範疇：

以表揚學苑在「促進長者參與社會，提高長者

(一)交通、(二)住所、(三)室外空間及公共環境

生活質素」的努力成果。

和設施、(四)社區的支援及健康服務、(五)參與

長者日2011「為長者友善 多行一步」慶

社區活動的機會、(六)就業及參與義工服務的

祝活動於2011年11月18日，假香港文化中心

機會、(七)資訊交流和尊重及(八)社會包容，創

露天廣場舉行；主辦單位於活動當日頒發獎項

造一個提倡積極晚年、共融的無障礙環境。

予各得獎機構，本院社區學習學部高級經理及

「香港長者友善社區」計劃

學部主管黃秀玉女士代表領獎。主禮嘉賓為勞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下稱社聯)參考世衛組
織的框架，於2009年起，推動「香港長者社
區友善計劃」，鼓勵各界回應和參與，共同締
造達致國際水平的「長者友善城市」。香港
公開大學長者學苑(下稱學苑)就此積極嚮應，
推出多門適合長者報讀的課程，為長者提供持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陳章明教授、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教授、
香港賽馬會董事范徐麗泰博士、社聯行政總裁
方敏生女士及「流金頌」計劃總監胡令芳教
授，逾千名長者、學生、商界及機構代表出席
支持，場面盛大熱鬧。

續進修的機會，以協助長者學習新科技和新知
識，與時並進。

學苑榮獲「2011長者友善措
施」三個獎項
自2010年開始，社聯推出「長者
友善措施致意行動」，表揚各政府部
門、公司和服務機構，積極推出符合
長者友善原則的政策、措施、服務或
產品。今年學苑很榮幸連續第二年，
獲社聯頒發「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
動2011」－「長者友善措施(社會參
主禮嘉賓與一眾獲嘉許的機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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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期盼
長者學苑計劃開展至今，在中、
小學和大專院校成立了的長者學苑已達
113間。當中只有七所專上學院提供長
者學苑，本校既然是其中一員，自然希
希望繼續參與第三年齡持續教育服務。
遺憾學苑現正處於欠缺資助的過渡期，
在營運上遇到一定的困難，在此希望本
苑的努力成果，繼續獲得政府的肯定，
並可儘快獲得撥款資助，讓學苑可全面

學苑獲頒發「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動2011」三個獎項

學苑特色及成就

發展不同領域的學習課程，以滿足不同背景及
程度的長者需要。學苑於本年度將致力加強跨

學苑獲社聯頒發三個獎項，得到社會各界

界別的合作，推動長者與本校青年學生/區內青

的認同和肯定，與學苑為長者學習提供貼身的

少年及社區不同長者服務機構會員進行交流及

服務有關。政府早年推動「長者學苑」在大專

分享活動，達致「長幼共融」、社會和諧的目

院校發展時，原意不希望額外增加大專院校的

的。

教學和行政負擔，鼓勵由現有的教職員或學生
擔任導師、或把有剩餘學額的科目開放予長者
修讀，故大部份大專學院集中資源提供旁聽課
程，但學苑希望為長者多做一點，銳意為退休
人士或長者打造屬於他們的「長者學苑」，故
特別投放龐大的資源，重點發展「長青活學計
劃」，由專責團隊協助課程發展、教材編撰及
導師聯繫等工作。
本計劃獨特之處，在於課程內容、結構、
收費及導師等各個範疇均從長者角度出發。如
提供穩定的開課與上課時間、切合長者興趣及
能力的短期科目，教材內容編撰均以長者生活

2011/12年度「長青活學計劃」
卓越獎項提名

為大前提。而別具創意的網上學習課程，更惠

凡於2011年5月、2011年9月及2012年1

及行動不便及居住偏遠的長者，讓學員登入由

月期間，曾報讀或任教計劃的學員或導師，均

大學發展的網上平台及系統進行互動學習及自

可參與「卓越學員」或「卓越導師」的提名。

行查看學業成績。在BCT第三齡學院資助下，

有關提名表格，現已上載至學苑網站www.

「長青活學計劃」設立助學金制度，連續三

ouhk.edu.hk/elderacademy。所有提名，經本院

年為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提供學費優惠。配合

的遴選委員會進行評選，得獎者將於第二屆香

大量年青學生助教、義務導師及客席講者的教

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畢業典禮獲嘉許。

授，讓長者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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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師悉心教授，學員獲益良多。

學苑發展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登陸「長青網」
長者專門網站「長青網」是由政府資訊科

服務和措施，並按長者的需要和興趣編排，例

技總監辦公室撥款資助的計劃，協助長者取得

如有關日常生活、醫療衞生、住屋和護理服

網上豐富資訊，融入數碼世界。網站以簡約界

務、社交和康樂活動，以及安老事務委員會推

面，為長者提供一站式的生活資訊，綜合了政

行的項目，包括「長者學苑」計劃。

府、非政府組織及私營機構提供的各種產品、

很高興學苑於去年正式登陸「長青網」，
開拓多一個網上平台，讓全港長者認識本校長
者學苑，如「長青活學計劃」之課程資料；及
鼓勵學員可多接觸資訊科技，與時並進；輕鬆
增值自我，豐盛退休生活。
現在，學員除可瀏覽學苑網站www.ouhk.
edu.hk/elderacademy外，亦可隨時隨地登
入「長青網」以下網址: www.e123.hk/site/
eaouaelp/mission，查閱學苑最新課程及有關活
動資訊。

活動回顧
投資先要溫功課•「為退休作準備的理財策劃」講座
理財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無論處於人生

保險、股票、基金、債券，如何制定及評估投

任何階段，我們都應作合適的個人財務計劃，

資組合，分析退休後的投資取向，令學員獲益

以達到不同短線及長線投資目標。為使老友記

良多。

們為退休生活作出充分準備，學院於2011年

有謂「投資先要溫功課」，投資必須謹慎

11月23日(星期三)舉行「為退休作準備的理財

理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損失。如欲了解更多

策劃」講座，並榮幸邀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有關資訊，歡迎登入證監會網站：www.sfc.hk

委員會（證監會）對外事務科助理經理劉詠琴

及其學•投資網站：www.InvestEd.hk。

女士，向超過三十位「長青活學計劃」學員，
分享其專業財務策劃知識及經驗，以助長者檢
視及策劃其退休理財安排，做個有預備的退休
人士。
劉女士表示，理財策劃有助釐定明確的個
人目標，考慮個人限制，爭取較高的回報。當
遇上環境變化，應適當檢討及調整財務狀況及
安排，以確保投資回報符合預期，安享穩定的
退休生活。她並向學員介紹各種理財工具，如
劉女士深入剖析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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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長者學苑」課程簡介會
日期：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港島教學中心 T03室 (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內容：介紹學苑運作模式及「長青活學計劃」5月學期課程內容、特色、學習模式、積分計劃、
    助學金申請及報名辦法
報名方法：致電熱線29152380(按2-0)或電郵個人資料(如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至
      elderacademy@ouhk.edu.hk

「長青活學計劃」講座系列
講題：中醫五臟與精神健康
日期：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港島教學中心 L16室 (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講者：彭志雄先生(註冊中醫師)
內容：講解心肝脾肺腎之生理功能、不同情緒對五臟的影響及身體機能之協調及統一
報名方法：致電熱線29152380(按2-0)或電郵個人資料(如參加者姓名及聯絡電話)至
      elderacademy@ouhk.edu.hk

學院動態
2012年6月 學院二十週年誌慶 精彩慶祝活動一覽表
為慶祝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踏入二十週年，本院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當中
包括公開講座，頒獎典禮、論壇及晚宴等，歡迎各界人士出席參與。如欲了解活動詳情及報名手
續，請查閱以下網址：http://www.ouhk.edu.hk/lipace。

舉行日期

活動主題

2 月 11 日
( 星期六 )

投資者教育日 ( 已圓滿結束 )

3月3日
( 星期六 )

「積金人生•決策審慎」
積金局合辦，醒你積金貼士，
強積金投資講座 ( 已圓滿結束 ) 退休唔駛憂

4 月 14 日
( 星期六 )

優質教學論壇暨卓越教學獎頒 嘉許傑出兼職導師，共策更優
獎典禮
質教學

5月

「終身學習•齊創未來」公開 名人嘉賓，細訴奮鬥經歷及精
講座 – 精彩人生系列
彩人生

6月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6 月 8 日至 11 日
展覽週
( 星期五至一 )
6 月 15 日
( 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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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二十週年晚宴

證監會合辦，市場專家分享投
資智慧

回顧二十年教育里程，師生共
證發展點滴
展出學生佳作 美術、設計、時
裝、書法、攝影共冶一爐
校友會成立典禮、時裝秀、學
生表演，齊齊為盛宴助興

新課程特寫
AELP1020CP 中級普通話(一)
隨着祖國的迅速發展，普通話的影響力

學苑導師透過情景對話、朗讀及討論等活

及地位在世界日益提升。回歸以後，內地與香

動，營造輕鬆愉悅的普通話學習環境，全面提

港的關係不可分割，普通話成為重要的溝通語

高學員學習實用普通話的興趣及能力。

言，近年更牽起一股學習普通話的熱潮。
「中級普通話(一)」銜接及延續「基本普
通話(一)」及「基本普通話(二)」的內容，鼓勵
學員持續及有系統地學習普通話。本科課程設
計以循序漸進之教學方式，針對常見粵普詞彙
之差異，教授普通話的難音、難調，如變調、
輕聲、兒化等，並加強教授日常生活可以運用
的實用普通話，逐步提升長者對普通話之聆
聽、表達及溝通的能力及信心。

AELP1007CW/P 香港文化欣賞
香港是一個中國傳統與西方思想、新舊事

本課程以介紹香港本土文化為主，集結

物相互交融的國際大都會，過去二千多年以華

長者成長歷程的點點滴滴，探討在不同年代的

人聚居為主，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其後亦有百

生活領域，包括城市建築、交通運輸、經濟貿

多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引進了不少西方文化，

易、溝通媒介、大眾娛樂及口語符號六方面，

從而形成今日「中西合璧」的獨特文化。當中

讓學員重拾昔日的記憶及情懷，細味箇中樂

涉及不少歷史古蹟、文物建築、表演藝術及節

趣，建立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及歸屬感。

慶活動，都與我們一起成長。這些物質與非物
質的文化遺產卻是眾人共同擁有的財富，我們
有責任保護和保存它們。
近年香港面臨本土歷史文化與傳統消失
的危機，如舊建築被清拆或取締、傳統手工藝
失傳等，希望透過本課程喚起長者「文化保育
及傳承」的集體回憶和觀念，進一步保存、延
續及繼承有價值的文化，從一代人傳到另一代
人，一直傳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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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心聲及導師分享
走進開心學堂 生活多姿多彩
學員楊易
我年屆七十有多，難得有機會成為香港公
開大學長者學苑「長青活學計劃」其中一名學
員，實踐終身學習的心願。回想昔日的自己如
同一滴水，快將乾涸，慢慢意識要滙合泉源，
領悟與大時代接軌的重要，才不致落伍。
學苑提供的長者課程實用性很強，我在
「說話的藝術與技巧」、「中醫養生食療」
及「長者健康飲食」等課程中學到的知識及技
巧，可轉化及運用到在義工探訪服務中。感激
導師們的提攜及同學們的幫助，無論課堂內外
的學術或閒暇活動，使我彷如置身於學生時代
的歡樂大家庭裡。在這裡，遇上很多恩師，他
們以互動及活潑的表達方法，舉出很多生活的
事例，讓學員更易吸收和消化。課堂經常彌漫
著「愛與歡樂」的氛圍，上課時間過得很快，
大家不單忘記小休，連下課也不願離去。為了

不辜負老師的悉心教導，我經常自我提醒要勤
學及交功課。
只要大家願意走進學苑，就好像去到學術
界的大觀園一樣，可以找到專為長者及退休人
士度身訂造的專業學科，琳琅滿目，美不勝
收。學習為我帶來無窮的喜樂及滿足，希望在
有生之年，可以
一一報讀學苑的
所有科目，並跟
隨同學們、導師
們一起努力趕上
前進的步伐，向
著標竿一直跑。
我在此向各位長
者學苑負責同工
致以衷心感謝和
敬禮！
楊易投入學習的旅程，並且滿
載而歸

亦師亦友 教學相長
導師張其江
兩年多前，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我加入
了香港公開大學「長青活學計劃」的導師行
列，任教普通話課程。回想第一次上課時，我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一來害怕自己的普通話
能力是否足以應付課程的要求，二來擔心學員
會不會嫌我年紀老邁。為了解一下學員對我的
印象，猶記得當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們是
長者，我也是長者，長者教長者應該不會有代
溝吧！」當時全班發出一陣哄堂的笑聲。從他
們的表情及笑聲看來，我知道我或許已獲得他
們的認可，緊張的心情頓時平靜下來。
大部分長者都很用功學習，他們雖然年紀
較大，但還是孜孜不倦，且很少缺課，我被他
們認真的學習態度深深打動。為了鼓勵學員
積極學習普通話，我愛在第一課上，展示一本
跟隨我多年的殘舊字典，用以說明如要學好普
通話就要下一番功夫(經常翻查字典)。我亦會

為每名學員預先準備好漢語拼音的名片，在首
節課發給學員，然後把姓名唸出來，唸完後再
請學員自己唸。我對學員沒有太高的要求，他
們畢竟年紀大，記性稍遜，他們能學多少就多
少，我不想給他們添加任何壓力，如唸不對的
我再唸一次，直到唸對為止。
為了進一步提升教學效能，我曾經報讀香
港公開大學「長青活學計劃」電腦課程，希望
日後能以電腦輔
助教學。我在電
腦課程中，認識
到不少年紀相若
的新朋友，有些
同學更是普通話
課程的學員。在
教和學的過程
中，我深深體會
到教學相長的深
刻意義。
導師張其江及太太喜愛旅遊，
領略各地風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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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博覽
「揀飲擇食」營養標籤與你息息相關
市場上充斥著大量聲稱「高纖」、「低
甜」、「低脂」、「低糖」或「低鹽」的食
品。當中又有多少「名副其實」，反映事實的
全部？
我們作為消費者，在選購產品前，必須解
讀營養標籤上的食物參考量，計算營養成分和
能量，從而選取切合個人需要的食物種類和分
量，控制體重、膽固醇和血壓等。
如何解讀營養標籤？
食物參考量以「每100克／毫升」、「每
食用分量」或「每包裝」表示，當中列出食物
的能量及七種指定標示營養素（1+7）：
能量：

以千卡路里（千卡）或千焦耳
（千焦）作標示單位，能量值說
明進食該食物參考量後，可獲取
多少能量。
總 脂 肪、 飽 應限制這些營養素的攝取量，以
和 脂 肪、 反 保持心臟健康和理想體重。
式脂肪和糖：
鈉：
吸收過多的鈉（或我們常稱的
「鹽」），有機會引致高血壓。
蛋 白 質 和 碳 攝取適量的蛋白質和碳水化合
水化合物：
物，是維持均衡飲食的要訣。
其他營養素： 包括膳食纖維、礦物質、維他
命、膽固醇等，留意攝取量。

何為「營養素含量聲稱」? 「低脂」、「無
糖」、「較高纖」?
「營養素含量聲稱」與食物的營養素含量
有關，說明某種營養素的含量水平，如低脂高

聲稱
含義
例子及法定條件
不 含、 無、 含 量 微  不含脂肪：每 100 克
零、沒有
不 足
/ 毫升食物含不超過
道， 沒
0.5 克脂肪
有 或 幾  不 含 糖： 每 100 克
乎沒有
/ 毫升食物含不超過
該種營
0.5 克糖
養素
 不 含 鈉： 每 100 克
/ 毫升食物含不超過
0.5 克鈉
很 低、 非 常 鈉 在 食
很低鈉：每 100 克 /
低、極低、超 物 中 的
毫升食物含不超過 40
低、特低、勁 含 量 很
毫克鈉
低、激低 ( 只 低
適用於鈉 )
低、少提供、 含 有 少  低 脂 肪： 每 100 克
少 量、 含 量 量 該 種
/ 毫升食物含不超過
低、略含、薄 營養素
0.5 克脂肪
 低糖：每 100 克 / 毫
升食物含不超過 0.5
克脂肪
 低鈉：每 100 克 / 毫
升食物含不超過 120
毫克鈉
來源、含、含 含 量 顯  鈣 的 來 源： 每 100
有、提供、有 著， 含
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
有有用
120 毫克鈣；每 100
分量的
毫克液體食物含不少
營養素
於 60 毫克鈣
高、含豐富、 含 量 大  鈣 的 來 源： 每 100
含 大 量、 富 量 營 養
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
含、 豐 富、 素， 含
240 毫克鈣；每 100
多、提供多、 量豐富
毫克液體食物含不少
含量多
於 120 毫克鈣
(資料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安全中心
<營養標籤多面睇了解營養聲稱>小冊子)

鈣，無糖等，可分為以下五大類：

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主席

編輯委員會成員

呂汝漢教授

陳卓東先生
陳耀昇先生
陳倩如女士
范詠詩女士
何麗英女士

鄭東城先生
張紫伶女士
陳智嫻女士
廖靜雯女士
莊仰賢先生

電話:
傳真:
網址:
電郵:
地址:

2915 2380 (按2)
2242 0890
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elderacademy@ouhk.edu.hk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辦事處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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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t delivered, please return to Office of the Elder Academy, Li Ka Shi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UHK
201-203, Lai King Hill Road, Kwai Chung.

1. 瀏覽本計劃網地址：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2. 致電查詢熱線：2915 2380 (按 2)
3. 連同已貼上港幣$3的A4呎吋回郵信封寄以下地址：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3樓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辦事處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長保青春心境，快活自在學習

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