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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保青春心境，
快活自在學習
贊助機構：

專題報導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
計劃發展歷程
時光飛逝，由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營運的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計劃快將邁向第四個年
頭。在計劃新開始前，讓我們回顧學苑過往三
年的點滴：

協作伙伴
本校長者學苑凝聚了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和安老事務委員會）、商界（銀聯信託有限公
司BCT第三齡學院）及大學（本院）三方的力
量及資源，攜手為長者持續教育的社會責任出
力。
項目發展過程中，政府、企業及大學各扮
演不同的角色。2009年起，政府撥出啟動資
金，資助本校成立長者學苑及首三年小部份的
營運經費。同年，本校率先引入商界參與，注
重企業社會責任的BCT第三齡學院，撥款贊助
「長青活學計劃」，設立助學金，以學費資助
模式津貼有
勞工及福利局
安老事務委員會
意進修的長
者。本院社
區學習學部
則負責學苑
的營運工
作，如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統籌、教材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BCT第三齡學院
(社區學習學部)
撰寫、宣傳
伙伴協作創造三贏局面
招生及質素

克服困難

不斷求變

保證等不同範疇。跨界別合作擴大了社會資源
及網絡，令計劃可持續發展。

課程發展
「長青活學計劃」在過去十個學期裡，共
開辦了116班別，平均每個學期發展至少二個
新學科，現已累積20個多個學科可供長者選
擇，發展科目分
佈於八大範疇：
健康管理、個人
理財、藝術與文
化、人際關係、
個人生活管理、
電腦與資訊科
技、科學與科技
長者學苑累積2,447人次報讀
及語文運用。
由於反應熱烈，初期報讀人次大幅上升，
令到政府的啟動資金早在2010年底已用盡。
再加上2011年遞交安老事務委員會的持續營
運新計劃未獲批准，欠缺資源下無奈兩度上調
學費，並將課程發展步伐放慢，嚴重影響了
2011和2012年的學生報讀人次。
作為自負盈虧的院校，要承擔累計過百萬
元的營運虧損，壓力非常沉重，我們希望政府
能夠提供足夠的資助，好讓這個饒有意義的計
劃可以續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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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

計劃前膽

計劃與時並進，除了提供傳統的面授課程
外，於2011年更以學校內部資源發展5科嶄新
的網上學習課程（包括「中醫藥常識入門」、
「長者健康飲食」、「理財基本法」、「香港
文化欣賞」及「環保與生活」），學習模式靈
活又具彈性，讓長者可足不出戶的持續進修，
融入數碼世界。學苑更上載個別單元至本苑網
站（www.ouhk.edu.hk/elderacademy），免費
開放予公眾試讀，讓更多長者率先體驗網上學
習的樂趣。

本院去年的資助申請未能成功獲得政府批
准，為此我們會再接再厲，並於本年5月再次
呈交三年發展計劃書（即2013至2015），希
望計劃可以成為政府資助的項目。在此我們與
大家分享在資源足夠的假設下，計劃未來三年
的發展構思：

畢業典禮
計劃設有
六級證書/文
憑，去年更有
第一批共71
名學員，在第
一屆「長者學
苑」畢業典禮
上，從三位主
禮嘉賓― 安
首屆畢業生共有71人
老事務委員會
前主席梁智鴻醫生、香港公開大學副校長（科
技及發展）梁鎮明教授及BCT第三齡學苑院長
劉嘉時女士手上接過「長青活學計劃」證書。

助學金制度
BCT第三齡學苑為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提
供終身最高十科的學費資助。現時每科學費資
助金額為$350，佔每科學費$600的58%。助
學金成立以來，共有超過1,600人次受惠。

新課程發展
「長青活學計劃」於未來三年將發展及推
出共18科面授課程及3科網上學習科目，課程
種類包括：粵劇欣賞、文學賞評、電腦應用、
生活管理及語文運用等，為學員提供更多樣化
的學習科目。

學習新領域
為了進一步落實「跨代學習，長幼共融」
的理念，學苑將開闢更多學習平台，把長者與
年青人聯繫起來。長者與年青人各擁有不同的
個人特質、優點及強項，希望透過知識互換過
程，如教授及分享個人專長或經驗，增加彼此
接觸，建立年青人對長者正面積極的觀念，促
進長幼兩代相互的了解、包容、接納及欣賞。
學苑日後將加強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如「長青互動講座」、參觀、探訪或義工服務
等課堂以外的多元化學習模式，增進長者與外
界的聯繫，鼓勵跨代有更多、更密切的溝通。
要應付計劃的長遠發展需要，確保服務的
多元化及穩定性，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可或缺。
期望不久的將來，本院可以收到政府批款的好
消息，讓學苑得以延續發展。

獎項
學苑發展漸見成果，近年得到社會人士的
認同及支持，並連續兩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頒發獎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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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長者友善社區2010
（社會參與）嘉許獎

長者友善措施

◎

香港長者友善社區2011 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動
銅星獎

◎

香港長者友善社區2011
（社會參與）

長者友善措施

◎

香港長者友善社區2011
（尊重及社會包容）

長者友善措施

開展學習生活，令長者的退休生活變得更精彩

學苑發展
活動回顧
「中醫五臟與精神健康」講座

彭醫師給予長者不少保持精神健康小貼士

大部份人只關注身體健康，往往忽略了
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中醫重視人體的身心平
衡，當人的身體能保持健康，而精神又能維

「長青活學計劃」好友聚會
為了進一步加強師生及同學間之溝通和
聯繫，學苑於2012年4月14日特別舉辦一次
好友聚會。聚會當天共有20多人參與，場面
溫韾。參加者來自不同的背景，包括自第一
學期報讀的老朋友、近年才加入的新朋友，
及舊學員帶同從未認識計劃的新朋友。

持平和時，人體才能達到最佳
狀態。有鑑於此，本院從心理
及生理方面全面推廣健康教育
訊息，並於2012年3月23日
安排了彭志雄中醫師講解中醫
五臟與精神健康的關係，依不
同的致病因素（喜、怒、憂、
思、悲、恐、驚七情）及身心
的失調等問題，進行講解及分
析，讓長者了解「驚喜傷心、
鬱怒傷肝、思慮傷脾、憂悲傷
肺、恐懼傷腎」的養生知識，
從而瞭解及掌握身心調和、人體神形合一及
平衡，作為治病、防病及養生的基礎。

茶聚以分組互相認識及導師勉勵環節作
為熱身活動，學院亦把握機會向參加者發放
學苑資訊，包括學苑伙伴協助模式、使用網
上學習平台及課程發展新動向，最後更讓參
加者表達對學苑的期望及意見，當中提問內
容豐富及多樣化，涉及學習科目/模式、學生
助教、學費及助學金等不同範疇，學院逐一
回應及筆錄學員的意見，作為日後計劃改善
的參考。

撮錄部份學員的回饋：
馮女士：

目很
設網上學習科
鼓勵長者
好，這模式可
期望加快
多運用電腦，
目。
推出更多新科

萬女士：
很難得長者無需做
會員，可免費參與學苑
公開講座及特別活動。

葉先生：
體貼學員需要，
證
書附帶學業成績
表，讓
學員可一目了然
檢視個
人修畢之科目。

張先生：
希望計劃可以盡快得到
政府的資助，學費可望下調
及擴大十科助學金的資助。

岑先生：
這裡舉辦的電腦課程
有
別於其他長者中心，
課程內
容全面，教材資料豐
富，但
對初學者而言，需要
更多的
學生助教支援，及須
回家多
加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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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2年9月份「長青活學計劃」招生
現已接受報名，學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額滿即止。
請到港島或荔景教學中心詢問處索取時間表及即時報名，或登入本計劃網址
下載有關詳情。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長青活學計劃」講座系列–
「投資風險知多點」

「跨代學習，長幼共融」活動
日期： 2012年7月16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3:00-4:30
地點： 港島教學中心T11室
內容： 青少年學生義工教授學員使用
網上學習系統查閱成績等

日期：2012年7月9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地點：港島教學中心L16室
講者：證監會代表
內容：講解香港股票市場、市場失當行為及欺詐事件

「長者學苑」課程簡介會

第二屆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日期： 2012年7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 港島教學中心T21室
內容： 介紹學苑運作模式及「長青活學計劃」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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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00-4:00
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楊雪姬演講廳
（九龍何文田牧愛街30號）
內容： 頒發不同級別證書及
卓越獎項予合資格畢業生

1. 有興趣參加上述講座及簡介會活動，請致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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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港島教學中心位於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即上環港鐵站D出口，港澳碼頭上一層）

課程特寫
AELP1015CP基礎寫作技巧

AELP1009CP敞開心結

在群體生活中，人與人相處靠溝通，溝
通方式很多，除表情、語言、手勢、動作等
外，最主要的是文字。試想一個人從出生以
至離世每個階段亦需運用應用文，由此可見
應用文寫作的重要性。

都市生活壓力逼人，很容易會引致不同
程度的情緒問題。本課程是以身心健康角度
去分析人生不同階段的問題所帶來的困擾，
並檢視個人在壓力下的反應，及協助學員認
識各種心理困擾的情況和有效處理情緒／壓
力的方法。

書寫實用文也有一定的格式需要依循，
本課程著重介紹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實用文、
各種實用寫作的形式、特點、用語和寫作技
巧。完成本課程後，長者能辨識各種實用寫
作的功能和掌握基礎寫作技巧，並能因應不
同情景的需要而選擇不同方式、運用適當措
詞，以文字與家人和朋友作有效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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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另一大特色是加插了「生命教
育」的元素，協助學員敞開心靡去認識生命
的終結過程，學習如何面對喪親之痛、如何
從喪親之痛中解脫出來、如何從容及有尊嚴
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等。最終，讓學員達
致助人自助，在家庭或群體生活中，
關懷鄰居、朋友及家人，以
坦然面對人生終極課題。

學員心聲及導師分享
憑詩寄意 與君勉之

陳深裔學員

得悉學苑呼籲學員投稿，陋人不才，躍躍欲試，希添諸君雅趣，效
矉之見，萬望各位不吝指正，幸甚幸甚。
「春暖花開日，天香吐艷時，薰風吹送南岸，千紅繫萬紫，
玉樹臨風寄意，燕囀鶯啼趣緻，山青煙水碧，紅桃襯柳綠，春色滿
人間。好時光，上學去，重聚首，高歌引吭。長青活學作提綱，老友
邁向康莊，菁莪化育忙忙，齊步戴四方，確信無難事，只要肯擔當。」

教學初體驗

彭志雄醫師
事。過去看書只求其意思，讀音大多不會花
時間去了解；但要講課就不可以胡混過去，
還好現在科技發達，上網查閱較翻字典方
便，有心就不會難。
擔任中醫藥常識入門網上課程導師，的
確眼界大開。深信大學對這課程投放了不少
資源，學員可透過討論區與導師及同學對
話，文字及影音之整合都很先進，學習資料

彭醫師近年積極參與本計劃教學工作

任教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中醫課程，
可算是機緣。退休多年，我曾經擔心能否重

方便提取及閱讀；如欲深入了解，更可按鍵
跳到細節解釋的部份，非常簡便。版面的設
計及效果媲美專業科網如百度，實在難得。

新披甲上職場；但本著與人分享中醫知識和
增廣見識，就決定加入學苑導師的行列。

學苑在師生溝通方面，確實下了不少功
夫；有靜態的通訊期刋，更有互動茶聚；我

記得第一課安排在下午三點，上課前有

參加了最近一次的活動，加深了解學苑的成

點擔憂，如我這年紀，此時段該當午睡。若

立背景、發展特色和合作伙伴的關係，由商

有呼呼打盹者，該當如何處理？是否要早作

界企業、官方及校方的三角結合，進而學苑

準備，安排小息，做些體操、提提神？事實

與學員和導師的鼎足式、平穩結構，還有熱

我錯了，學員大都精神抖擻，全無倦容。聽

心的學員自發地組織課後活動，確是值得欣

說有些更連續上兩三堂課，較全職學生更認

賞。

真求學和有衝勁。兼且需舟車勞頓，橫跨港
九新界來上課，簡直令人欽佩。

總括而言，過去的參與是我人生一段難
得的旅程，很慶幸當初沒有推掉機會。我深

「教學相長」是教與學相互助長的過

明「不斷吸取新知識，才能使頭腦聰明，永

程，個人亦有一番的體會。中醫引用很多古

保清明的境界」的道理。若時間許可的話，

書冷門的詞𢑥，查字典大多依官方普通話；

希望往後有機會成為學員的一份子，好好學

但我們常用的粵語發音，和正統又是兩回

習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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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博覽
香港政府網站一站通：自遊樂在十八區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址為www.gov.hk）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一站式入門
網站，自2007年推出，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網上資訊服務。該網站分享的資訊廣泛，當中分
類包括政府部門申請表格、文化及康體活動、運輸、出入境等事項，包羅萬有，以方便市民
一站式搜羅各行各業最新相關消息。
香港十八區文化美食各有特色，有待各位老友記一一
細味和發掘。以下介紹搜尋十八區資料的步驟，假日空閒
時，不妨參考網站提供內容，與親朋好友來一個開心的本
地遊吧！
1. 搜索十八區的吃喝玩樂資料，請先選擇

「文化、康樂及運動」

2. 按入後，
將出現以下版面，

3. 請選擇

「香港自遊樂在18區」

請再按分類

「香港自遊樂」

4. 登入後，將見十八區分類地圖（見左）。請按個人喜好
按地區搜尋各區觀光點、購物、美食及娛樂資訊等：

5. 每區均提供美食、
名勝、交通及地圖
指標供參考，簡潔
易明。例如：新界
離島區的寶蓮寺。

6

學院動態
學院成立二十週年 慶祝活動源源不絕
投資者教育日2012
優質教學論壇暨教學優異獎頒獎典禮
「投資者教育日2012」為學院二十週年
紀念的慶祝活動掀起序幕。活動由本院與證監
會合辦，於今年2月11日（星期六）在本校楊
雪姬演講廳舉行，主題為「在動蕩的投資環境
如何自處」。同日有兩場講座，分上下午時段
舉行，邀得多位專家及資深業界人士，當中包
括資深基金經理錢志健先生、資深金融業人士
關永盛先生、資深基金經理李鴻斌先生及資深
證券業人士林一鳴先生發表演說，分析今年的
經濟環境，為投資者指點迷津。

「積金人生 決策審慎」
強積金投資講座
學院聯同積金局於今年3月3日（星期
六）在本校楊雪姬演講廳，舉行「積金人生
決策審慎」強積金投資講座。積金局的代表及
資深業界人士先後發表演說，預測今年的基金
走勢。三位講員分別是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董
事會成員林昶恆先生、積金局聯繫課高級經理
陳安定先生以及香港專業財經分析及評論家協
會副主席鄧聲興博士。

優質教學論壇暨教學優異獎頒獎典禮於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在本部楊雪姬演
講廳舉行。活動前半部分為優質教學論壇，學
院有幸邀得在港推動網上學習的先鋒之一容
艷琼博士擔任嘉賓講者，以「利用Web space
2.0進行真實評估：由設計到實踐」為題發表
演說。
活動下半部分為教學優異獎頒獎典禮，嘉
許15位在教學、課程設計以及學生培育三方
面都有傑出表現的兼職導師。獲頒教學優異獎
的導師包括朱惜玲博士、何志宇先生、余寄撫
先生、李少棠先生、李紀平先生、姚浩然先
生、胡惠明先生、梁廣雄先生、許衛球先生、
麥周露嬋女士、麥偉貽先生、黃任賢博士、翟
鳳嬋女士、劉永全先生及鍾志源先生。

學院榮譽顧問陳振東博士主講
「終身學習、齊創未來」公開講座
學院榮譽顧問兼渝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主
席陳振東博士，於5月12日（星期六）應邀講
解「中國市場營銷策略– 如何建立品牌及開
拓中國市場」，吸引許多學生及公眾人士慕名
而來。陳博士有豐富的創業營銷經驗，成功將
多個外國品牌引入內地市場。他以自己白手興
家、由低做起的經歷，勉勵年青人擁抱挑戰、
勇往向前。

二十週年紀念晚宴

左起：積金局對外事務部主管陳利碧衡女士、
講者鄧聲興博士、林昶恆先生、
本院院長呂汝漢教授及積金局陳安定先生。

晚宴已於今年6月15日（星期五）舉行，
廣邀了教育機構代表、合作伙伴、職員及學生
共慶盛事，當中有學生表演、時裝秀、抽獎及
校友會成立典禮等精彩環節助興，眾人盡興而
歸，下期將有較詳細的報導。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其他成員

黃秀玉女士

陳智嫻女士
梁秀賢女士
林淑欣女士

編輯
何麗英女士

劉苑馨女士
陳諾恩女士

電話：2915 2380（按2）
傳真：2242 0890
網址：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電郵：elderacademy@ouhk.edu.hk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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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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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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