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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保青春心境，
快活自在學習
贊助機構：

專題報導

第二屆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第二屆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畢業典

葉茂盛，給人頑強生命力、長青及活力充沛的形

禮已於2012年7月28日，在香港公開大學楊雪

象。藉此喻意本學苑致力為有志進修、與時並

姬演講廳舉行，當日場面非常溫馨。學苑有幸邀

進的長者，提

得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香港公開大

供一個持久和

學校長梁智仁教授、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

優良的學習平

修學院院長呂汝漢教授及BCT第三齡學院院長劉

台；擴闊學員

嘉時女士作主禮嘉賓。他們連同導師及畢業生親

的學習領域，

友，一同見證逾50位長者畢業生的豐盛學習成

讓學員吸收知

果和喜悅。

識的養份，以

是次開幕儀式別具意義，四位主禮嘉賓將
「茁」「壯」「成」「長」四個果實，掛在「長
者學苑」許願樹上。以榕樹為造型的許願樹，枝

正面積極的態
度，迎接生
活的挑戰及轉
變。在各方的

陳章明教授讚揚本校長者學苑
的創新計劃發展，為長者提供
靈活並具彈性的課程。

悉心灌溉和支持下，許願樹定必日益堅壯，結出
更多豐碩的果實。
陳章明教授讚揚本校長者學苑的課程別具創
意，乃一項靈活及多元化的學習計劃，亦是香港
唯一特別為長者的需要而設計課程的長者學苑。
同時，學苑提供網上學習課程，打破學習地區限
制，讓長者能隨時隨地吸收知識，與時並進，豐
盛人生。梁智仁校長則表揚學員退而不休的精
神，為年青一輩的典範，有助推動社會終身學習
的風氣。
主禮嘉賓（左起）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
院院長呂汝漢教授、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
授、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及BCT第三齡學
院院長劉嘉時女士，一同主持開幕儀式。

為促進「跨代學習，長幼共融」的精神，十
多位來自本校正在修讀學位、副學士先修及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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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課程的全日制年青學生，當日分別義務負責司儀、台

得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前、台下、接待及攝影等工作，各展所長。年青學員無

獎項

不感受到長者畢業生那股積極向上的學習動力和熱誠，
眾人互勵互勉，獲益良多。
過往一年，「長青活學計劃」舉辦成功，實有賴各

得獎者

卓越學員獎

王金山
葉佩源

陳深裔

卓越導師獎

許國鑫
黃祥忠

駱廷才
鍾志強

導師及學員鼎力支持和參與。為表揚他們的卓越表現和
貢獻，本苑頒發卓越導師及卓越學習表現獎予以下得獎
者，以示嘉許和鼓勵：

獲第二及第三級證書的畢業生與主禮嘉賓留影，分享畢業的喜悅。

留住畢業難忘時刻 訂購第二屆畢業典禮DVD
如欲重溫當日精彩片段，請參照以下訂購方法，訂購
第二屆畢業典禮DVD：

訂購第二屆畢業典禮DVD表格

(1) 請填妥右方表格，連同港幣四十五元正足額劃線
支票，寄回本院，地址如下：
葵涌荔景山路201-203號3樓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辦事處
訂購第二屆畢業典禮DVD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編號：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支票抬頭：香港公開大學
(3) 每張DVD定價：港幣四十五元正
(4) 只接受支票繳付訂講費用，以其他方式付款恕不
受理。
本院確認訂購及款項後，會直接將DVD郵寄到訂購者
府上。

2

□ 訂購______ 張DVD，總共為____________ 元
□ 已附上足額之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香港公開大學）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 請清楚填寫詳細地址，以免郵誤。

訂購截止日期：2012年11月30日

學院動態

二十周年院慶晚宴 盛況空前
學院二十周年紀念的慶祝活動一浪接一浪，
最後由院慶晚宴掀起高潮，將喜慶氣氛推至高
峰。晚宴於6月15日假龍堡國際舉行，由大學校
董會主席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方正博士主禮，來賓包括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
校董會司庫及成員、副校長梁鎮明教授（科技與
發展）及黃錫楠教授（學術）、合作夥伴、職

員、學生、校友會
成員等等，場面熱
鬧盛大。
席間，學院頒
贈紀念品予合作夥
伴、校友會代表及
長期服務員工；而
精彩的學生表演亦
讓來賓目不暇給，
當中的時裝表演最
時裝表演掀起全晚高潮。
令人印象深刻，專
業模特兒在台上展示本院學生設計的服裝，盡顯
學生才華橫溢。
院長呂汝漢教授致謝辭時逐一感謝大學的體
恤、合作夥伴的支持以及同事的努力。盛會最後
以獎品豐富的幸運大抽獎作結，來賓無不盡興而
歸。

左起：校董會司庫黃奕鑑先生、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
校董會主席方正博士及學院院長呂汝漢教授主持
切餅儀式。

學苑發展
「跨代學習

活動回顧

，長幼共融

是項活動主

「投資風險知

多少」

務監察
證券及期貨事
了
請
邀
幸
有
是次講座
為學
劉詠琴女士，
理
經
理
助
科
務
及
委員會對外事
個人經濟狀況
按
何
如
：
項
意事
員講解投資注
訊，將投
何消化市場資
如
；
資
投
理
能力作出合
生活等。
，以保障退休
低
最
至
降
險
資風
L16室
中心
(一) 港島教學
2012年7月9日

」活動

要目的為教
導長者使用
的網上系統
本校
、查閱成績
及
更
改個人資料
現場有學苑
。活動
職員、公大
學生義工及
工，向約廿
長者學員義
位出席的學
員
詳
細
示
助他們登入
範、解釋及
學生網站，
協
查
看
個
人學習紀錄
績表，學做
及成
「至Net」學
員。
2012年7月1

6日 (一) 港
島教學中心T

11室

課程簡介會

計劃 的
當日 約有 33 位現 有學 員及 新接 觸本
學苑 的內 容，
老友 記出 席， 課程 統籌 詳細 介紹
助學 金、 積分
包括 長青 活學 計劃 、報 名方 法、
計劃等，現場反應熱烈。
T21室
2012年7月16日 (一) 港島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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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長者學苑」課程簡介會
日

期：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3:00-4:30

地

點： 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4樓
香港公開大學港島教學中心T18室

內

容： 介紹學苑運作模式及長青活學計劃2013年1月份學期的課
程內容、特色、學習模式、積分計劃、助學金申請及報名
方法等

報名方法： 致電熱線29152380（按2-0），或電郵個人資料（參加者
姓名及聯絡電話）至elderacademy@ouhk.edu.hk

新課程推介

「長者護理入門」
人口老化是全球的大趨勢，很多長者會在
老化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不知怎去解決，尤其在疾
病和護理上，他們往往因缺乏相關知識而不知如何處理，
對他們造成困擾。
新課程「長者護理入門」可以讓老友記認識有關老化的基
本概念，在老年期所面對生理及心理上的轉變，鼓勵長者用積
極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情況，並讓他們掌握護理的基本技巧
和概念，懂得善用社會上的資源應付自己的問題，
活出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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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博覽
日常生活環保小貼士
近年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含量不斷上升，全球暖化問題迫在眉睫，引起科學家及環保團
體的關注。全球暖化使地球環境、物種與人類的生活失衡，例如在北極的北極熊、海象、獨角鯨、
北極狐、雪鴞正面臨冰川融化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存活危機，情況刻不容緩。
正在閱讀此篇文章的老友記們，不妨細心回想，可以從哪些生活細節上作出改變，一同出力，
響應環保？就讓我們從今天開始，從日常衣食住行各項習慣中，逐步實踐綠色生活。首先，環保生
活可從四大原則入手：
◎

Reduce 減少使用

  ◎ Reuse 廢物重用

   ◎ Recycle 循環再用

   ◎ Replace 替代使用

各位老友記，不妨參考以下衣食住行的環保小貼士，並持之以恆地實踐：
◎

舊衣物捐贈合法志願團體，或轉贈予
有需要人士。

◎

破舊衣物可作家居除污布料。

◎

支持綠色餐單，少肉多菜。

◎

支持本地有機食物。

◎

預計適當的食物份量，以減少廚餘及
避免浪費食物。

◎

自備食物盒，減少使用即棄餐具、木
筷子、發泡膠盒等即棄餐具。

◎

家中不使用即棄檯布及餐具。

◎

購物時自備購物袋，清洗乾淨後繼續
循環使用。

◎

選購沒有或少用化學農藥和肥料培植
的蔬果。

◎

使用冷氣機時，調校溫度至攝氏
25.5度 (每調低一度，耗電量會增加
10%)。

◎

定期清洗隔塵網，並封好長期不使用
的冷氣機，避免塵埃影響冷凍功能，
增加用電量。

◎

安裝低流量水龍頭，從速修理滲漏的
水管或水龍頭，不致長期滴水。

◎

以花灑淋浴代替浴缸浸浴，可省水達
八成之多。

◎

避免使用乾衣機和化學洗滌劑，利用
陽光曬乾衣物。

◎

廁所水箱加設省水裝置，如盛了水或
石粒的膠樽，升高貯水水位，減少沖
廁用水量。

◎

使用無磷的環保清潔劑。

◎

綠化家居，在室內栽種淨化空氣的植
物，以洗米水或洗菜水灌溉，實行有
機種植。

◎

購物時先考慮是否有實際用途及需
要。

◎

儘量購買家庭裝或補充裝，避免購買
獨立包裝或過多不必要包裝的物品。

◎

實行家中廢物分類，將過期雜誌、報
刊、電池、塑膠瓶等，投入回收箱。

◎

如路程較短，可直接步行或以單車代
步，既可節省金錢，又可鍛鍊身體。

◎

減少使用保鮮紙，改用有蓋保鮮盒儲
存食物。

◎

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和集體運輸工具，
如鐵路和巴士，避免乘坐的士或私家
車。

◎

節約能源，選購及使用慳電膽及選擇
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

駕駛者停車等候時，應停車熄匙，避
免空氣污染。

◎

關掉長期不用的電器的開關掣及減少
設定電器於備用狀態。

◎

應定期檢查車輛，以確保排氣喉沒有
噴出黑煙。

◎

電器如無人使用，不要長開。

如欲了解以上詳情或參考更多資料，請瀏覽以下網址：

<香港房屋委員會>環保生活錦囊

<香港政府一站通>公眾參與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hdw/b5/
aboutus/events/green/tips_01/tips_1.htm

http://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
public/?/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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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寫
AELP1027CP應用電腦入門（三）
電腦科技日新月異，一日千里，所
單元介紹
以認識現今資訊科技的應用，實有助我
單元一 網上服務—網上地圖、電子賀卡及網上遊戲
們與時並進，緊貼社會步伐。本科是延
單元二 網上服務—MSN網上聊天
續AELP1016CP應用電腦入門（一）及
單元三 網上服務—Facebook (一)
AELP1026CP應用電腦入門（二）的進階
單元四 網上服務—Facebook (二)
班，旨在教導學員製作聲音片段、影音片
單元五 網上服務—Youtube
段、賀卡、相簿及使用youtube。其次，課
單元六 短片製作
程亦會教導學員使用即時訊息工具MSN及
Facebook，讓學員能與親朋好友保持聯絡，從而讓學員進一步認識和
了解視窗作業系統的操作。透過本課程，學員應能更熟悉互聯網的使
用，有效運用網上服務和獲取資訊，藉此擴濶知識領域，並緊密聯繫
親朋好友，隨時隨地分享生活點滴。

義工分享及學員心聲
互勵互勉
長者學苑畢業典禮那天，我負責司儀的工
作，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當司儀。還記得學苑職
員何姑娘問我能否在那天當義工司儀，我不用
考慮便一口答應了，或許是因為自己是長者學
苑的學生助教，所以能一同參與典禮，看著老
友記畢業，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那天一早便要開始綵排，綵排數次後，已
經是午飯時間，我們走到OU CLUB，我看到畢
業的老友記及家人已經陸續來到，急不及待領
取畢業袍，捧著一束束鮮花，手持相機不停地
拍照，在旁的我深深感受到他們是多麼的興奮
和喜悅。

李紫菱同學(左)與長青活學計劃學員梁礪鋒
一同擔當畢業典禮司儀，感受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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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紫菱小姐(學生義工)
典禮將近開始的時候，我心情愈來愈緊
張，但看到老友記那些燦爛的笑容，不其然的
放鬆了心情。典禮確實使我有很深體會，主禮
嘉賓在台上致辭，感謝我們年青義工同學，台
下的畢業學員則用眼神及點頭向我們表示謝
意。那一刻，有一種甜甜的感覺湧上心頭，當
我們的付出得到回應的時候，這一切都很美
好。
在典禮中的「真情對話」分享環節，另一
位學生義工說了一句說話，使我感動得眼泛淚
光，那句說話就是「有些時候，老友記所學的
東西對我們年青人來說只是按一個鍵般簡單，
但當老友記學會了，他們卻會十分興奮。」其
實老友記的努力學習就如同我們讀書學習一
樣，他們都需要我們的體諒與支持，他們活到
老學到老的精神，實在是我們的榜樣。
典禮結束後，所有畢業學員在場外大合
照，他們那一刻的燦爛笑容，我一輩子都不會
忘記，每一個都很美很帥。最後還有一個老友
記向我送上熱情的擁抱，更不停地和我合照，
使我變得跟她一樣興奮。感謝學院給我這個機
會去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讓我能分享他們的
喜悅，為他們付出一點努力。

談利用互聯網資訊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學員葉沛源

互聯網電子服務發展一日千里，是都市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在日常生活中，不時作
網絡搜尋和接觸各種新奇的資訊和服務，在此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當中的小貼士吧。
1. 衣 ：每逢購買新衣服，我會利用下列網站，

3. 住 ：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如想置業安

參考一下現時流行的服飾，配對尺碼顏色

居，查閱網站，即可得知最新消息，如各區

等。此外，不少網站平台均設有訂購及送貨

樓價指數、成交情報、樓房資料等，盡在掌

服務。家中購買心頭好，方便快捷，大家必

握之中。

有收獲呢！

◎

中原地產網站：www.centanet.com.hk

◎

生活易網站：www.esdlife.com

◎

美聯物業網站：www.midland.com.hk

◎

亞瑪遜網站：www.amazon.com

◎

水務署網站：www.wsd.gov.hk

◎

香港ebay網：www.ebay.com.hk

◎

中電香港網站：www.clponline.com.hk

◎

煤氣公司網站：www.hkcg.com

◎

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

2. 食 ：「民以食為天」，我是為食一族，不時
「揀飲擇食」，搜羅世界各地美食。到處嚐
鮮，乃人生一樂也。下列飲食網站是我的最
愛，食肆地點、食家評論、優惠情報，包羅
萬有。每當查看各國佳餚，我都不禁豎起拇
指大讚：「yummy yummy，好正啊！」。
◎

開飯啦網站：www.openrice.com

◎

搵食易網站：www.foodeasy.com

◎

U Food：www.ufood.com.hk

4. 行 ：無論上班、逛街、旅行⋯⋯我經常瀏覽
下列網站，它們提供點對點路線建議及車資
明細，做個醒目消費者，有機會節省很多時
間和金錢呢！
◎

港鐵路線百科：www.mtr.com.hk

◎

九巴路線服務：www.kmb.hk

◎

城巴/新巴路線：www.nwstbus.com.hk

◎

新渡輪航線資訊：www.nwff.com.hk

◎

香港國際機場：www.hongkongairport.com

◎

國泰航空公司：www.cathaypacific.com

以上網站為我帶來衣、食、住、行的便利，各位老友記不妨
嘗試一下，當中或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呢！最後衷心感謝香港公開
大學長者學苑，讓長者有機會進入校園，進修學習，與時並進。
另外亦感謝鍾志強老師教我們應用電腦，使我活學活用，領略資
訊科技帶來的方便及樂趣！

葉沛源先生參與分享環節，
詳談讀書感受。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其他成員

甘翠萍博士

陳智嫻女士
梁秀賢女士
林淑欣女士

編輯
黎惠君女士

吳沛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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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