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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保青春心境
快活自在學習
贊助機構：

專題報導

三大最受學員歡迎課程推介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長青活學計劃」自

到高級的至潮軟件使用，每節課還有青年學生義工

2009 年成立以來，開設多門短期面授科目，遍及

從旁協助，讓「初哥」學員也可以不費力氣成為電

健康護理、個人理財、藝術與文化、人際關係、個

腦達人，不僅為以後的生活帶來諸多方便，同時更

人生活管理、電腦與資訊科技、科學與科技和語文

能與兒孫拉近距離，增進感情。

應用等二十多個科目。自開課以來，其中三類課程
特別受學員歡迎，每個學期都引發報讀熱潮，今期
我們將向大家介紹這三類課程的吸引之處，並且分
享報讀學員的心得和體會。

應用電腦入門課程

中醫課程
現在流行以健康飲食達至養生的目
的，而中醫一直推崇用自然調理的方式養
生，以整體的觀念調養身體，近年來中醫養生便在
長者中掀起了熱潮。有見及此，本苑推出「中醫藥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安坐家中便能知天下事。

常識入門」及「實用中醫養生食療」兩個課程，旨

要成為一個與時並進的長者，學習電腦的使用是大

在幫助學員認識中醫的基本概念和探討中醫範疇中

趨勢。本苑考慮到長者初學電腦的困難，因此課程

的經典養生定律，教授學員運用有關知識，處理常

設計會著重其連貫性及實用性，以漸進形式
分為三個階段，從初級的電腦基本設備認識

見健康問題，從而保障自己和家庭成員的健康。

實踐退休之樂
長者為家庭、事業勞碌半生，年屆六十，踏入
人生另一階段，如何籌劃多姿多采、無憂無慮的退
休生活，正是本課程的主要內
容。本課程涵蓋七大主題，包
括心理、飲食、運動、理財、
與家人溝通等退休後通常會遇
到的問題，希望學員修畢課程
後，能完善個人退休計劃，實
踐退休之樂！

課程主任李曉雲女士為長者簡介「長青活學計劃」
課程資料

詳細課程資料，請瀏覽本苑網頁
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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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讓我們來一起分享學員修畢課程後的心得
和學苑職員的體會吧！

學員對「應用電腦入門（一）」課程的綜合體會

課程主任李曉雲女士對
「實踐退休之樂」
課程的體會

對於我們這些沒有電腦基礎的學生來說，剛學

參與協助「實踐退休之

習電腦使用時，覺得有點跟不上，還好有駱老師的

樂」的第一節課很難忘，課

耐心指導，加上學生義工從旁協助，讓我們對電腦

程共有三十多名學員報讀，

的恐懼變成滿足感。此外，學習的環境很不錯，是

座無虛席。導師吳煒鍔和學員們的年紀相約，剛剛

一人一電腦，每位學員可按個人能力及進度使用電

經歷了退休後生活的衝擊，所以有很多親身經歷的

腦。現在我們經常把電腦應用到生活上，與家人的

趣事和同學分享，不僅引來學員們的陣陣笑聲，而

關係更勝從前。

且每個故事都發人深醒，令人感同身受。兩個小時

學員冼鴻對「實用中醫養生食療」課程的體會
我覺得中醫著重預防疾病，西醫則著重治療疾

的課程沒有悶場，反而不知不覺在一個個精彩的故
事中結束了。課堂完結後，學員們還熱烈地和老師
討論，看來是找到知己了。

病，各顯神通。注重養生原則乃是防預疾病、延年
益壽的良方。學習了這門課後，我體會到首先注意
飲食；其次適度運動；加上保持樂觀情緒；最後定
期身體檢查。

學員蘇趙玉蓮對「實用中醫養生食療」課程的
體會
通過學習這門課程，我體會到養生之道是按照
天地陰陽變化的規律，調整體內的陰陽變化，再配
合四季氣候改變，做到飲食有節制。如夏天注重清
涼解暑食療；秋天多些滋潤的食療；冬天才進補。
生活有規律，定時進食，定時休息，常做運動，鍛

導師吳煒鍔與學員分享退休後有趣的親身經歷

鍊身體，不要過勞，才會健康無憂。

新課程

粵劇欣賞
戲曲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瑰寶，更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結晶。
粵劇，也稱廣東大戲，是中國戲曲的一種，融合了廣東省珠江三角
洲一帶的語言和文化之後發揚光大，深受老一輩戲迷的喜歡。
踏入二十一世紀，大家都可以坐享家中，透過瀏覽網頁或者收
聽電台，拉近與粵劇紅伶老倌之間的距離，也可以在戲院、會堂、
劇院、社區中心，甚至露天場所欣賞到生動悅耳的大戲。
新課程「粵劇欣賞」的開辦讓初次認識粵劇，但沒有粵劇基礎
的長者對這門歷史悠久、豐富多采的舞臺藝術有概括性的認識，提
升對粵劇的興趣。這門課程主要以七個方面介紹粵劇：歷史與基本
元素、舞台妝容與服飾、粵劇行當與劇目、音樂與樂器、身段與基
本功、著名粵劇演員、本地表演場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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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發展 - 活動預告：

第三屆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第二屆「長青活學計劃」畢業學員與一眾主禮嘉賓於典禮完畢後合照

本苑早前已致函邀請「長青活學計劃」成功獲
取終身學習證書的學員，與其親友參加第三屆香港
公開大學「長者學苑」畢業典禮，本屆成功獲取終
身學習第一級證書的學員有 26 位，第二級證書 14
位，第三級證書 5 位，本苑在此恭賀這 45 位畢業生。
畢業禮當天亦會頒發 2012/2013「長青活學計劃」

有關典禮詳情如下：
舉行日期：2013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
舉行地點：何文田牧愛街三十號
香港公開大學楊雪姬演講廳
舉行時間：下午 3 時至 4 時

卓越學員及卓越導師兩個特別獎項，以嘉許具優秀
表現的學員及導師。這些獎項之提名已在 2013 年
6 月 21 日截止，經遴選委員會評選後，得獎名單稍
後於畢業典禮公佈，屆時我們一同見證及分享他們
努力得來的學習成果。
當日我們邀請了正在修讀「長青活學計劃」的
長者學員為已獲取終身學習證書的學員慶祝打氣。
為促進「跨代學習，長幼共融」的精神，我們還會
邀請正在學院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年青學生擔任義
工，負責司儀、台前、台下、接待及攝影等工作。

學院院長呂汝漢教授 ( 中 ) 頒發第二屆「長青活學計劃」
卓越導師獎

預祝長者和青年義工一起參加的第三屆畢業典禮圓
滿成功！
除此之外，本屆畢業典禮很榮幸邀請到香港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梁
智仁教授，BCT 第三齡學院（「長青活學計劃」助
學金贊助方）院長劉嘉時女士蒞臨主禮嘉賓，與眾
多學員一起分享畢業的喜悅。
BCT 第三齡學院院長劉嘉時女士 ( 左二 ) 與第二屆「長
青活學計劃」卓越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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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健骨之旅
本苑於 2013 年 4 月 12 日曾舉辦參觀房協「長
者安居資源中心」— 健康之旅活動，參與活動的學
員均表示是次活動令他們獲益良多，大大提高家居
安全意識。有見及此，本苑將聯同「長者安居資源
中心」合辨另一主題活動 — 健骨之旅，目的提高
學員對骨骼健康的知識。

長者的不同情況提供評估及諮詢服務，歡迎學員踴
躍報名參加，勿失良機！
日       期：2013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       點：油麻地眾坊街 3 號駿發花園地下

學員可在健骨之旅中，透過不同的測試，包括

活 動 費 用 全 免， 名 額 30 名， 有 興 趣 的 學 員， 請

互動式電腦測試及遊戲，超聲波骨質密度測試等，

即 致 電 本 苑 (2915 2380 按 2 ﹣0 字 )， 或 電 郵

即時獲得骨骼情況報告。職業治療師將會針對每位

(elderacademy@ouhk.edu.hk) 報名。

「長青活學計劃」義務導師招募
學苑現正招募熱心服務社會、具有教學經驗
的人士，成為本計劃課程的義務導師。熱心助人
的你，事不宜遲，請即報名，與長者一同邁出自

電       郵：elderacademy@ouhk.edu.hk
郵       寄：葵涌荔景山路 201-203 號 3 樓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辦事處收」

學自強的第一步，以宣揚「積極樂頤年」及「老
有所為」的理念！請將個人覆歷及證明，透過以
下方式交回本苑。

學苑發展 - 活動回顧：

長幼共融電腦工作坊
本苑於 4 月 25 日舉行「長青活學計劃」電腦
工作坊，指導學員使用香港公開大學學生行政系統
網站，登錄個人帳戶，查核個人資料、學業成績和
報讀課程等，更解答學員在使用電腦時所遇到的疑
難。活動當日有 13 名學員出席，學苑更邀請 9 名
學院的全日制同學協助長者跟隨導師進度順利完成
每個學習項目。希望透過是次活動，學員不但能掌
握學生行政系統網站的使用方法，更為網上「漫遊」
增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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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全日制學員協助長者學員使用學生行政系統網站

參觀房協
「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健康之旅

學員於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門前留影

資源中心的長者義工為學員葉沛源量度血壓

為了提高學員對長者家居安全的意識，本苑於

認識長者輔助工具：中心職員介紹了多項專為

4 月 12 日安排學員參觀香港房屋協會「長者安居資

長者設計使用的輔助工具，如防滑開瓶器、自動感

源中心」
，當日共有 13 名學員出席，7 名來自學院

應燈和電動升降座椅等，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啊！

全日制課程的同學更義務參與活動，陪同學員同行
「健康之旅」，實踐長幼共融的理念。

注意戶外安全：遊戲是穿上安全裝備，仿如太
空人在月球漫步，穿越陷阱重重的模擬戶外環境，

活動當日，房協安排導賞員及長者義工帶領學

如凹凸、濕滑的路面，避開坑渠和絆腳樹根等。由

員逐一詳細了解各個展區內的模擬家居展品，務求

此教導我在外出時，要注意戶外環境安全，並要調

令學員明白長者家居安全的重要性。

節心態及生活習慣，確保出入平安！

以下有兩位學員分享參與活動後的感受。

學員 葉沛源
參觀上述活動後，十分高興與大家分享我的收穫：
測試身體機能：透過一系列免費的電腦互動
測試，包括記憶力、平衡力和血壓等，從而了解
到自己的身體機能仍屬良好，鼓勵我要繼續努力
「keep fit」。

總而言之，這次活動能夠令我和各位出席的長
者學員，增廣見聞、獲益良多。在此衷心感謝長者
學苑職員李小姐、林小姐悉心安排帶領及各位公大
全日制同學陪同照顧，讓我們愉快地享受一個難忘
的「健康之旅」！

學員 梁慕嫻
這是一個娛樂與學習並重的健康之旅，各項遊
戲與測試提醒長者要留意個人身體狀況。另外，各

認識家居安全：參觀模擬家居單位，認識了在

項適合長者的家居安全傢具和高科技產品，讓長者

家中有各式各樣潛在的長者家居安全問題，這些反面

大開眼界，而且明白到家居安全的重要性。衷心感

教材教導我要注意家居安全，時刻避免意外發生！

謝各位義工和職員的熱情款待。

資源中心的長者義工協助學員進行互動測試

導賞員為學員介紹模擬家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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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好料

讓身體指數告訴我們 —
認識身體質量指數 BMI 和中心肥胖指數 WHR

肥胖問題，不僅與美麗、自信等主觀的價值

除了 BMI，另外一個判斷身體是否屬於過重的

掛鉤，長者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肥胖所帶來的健康隱

黃金標準就是中心肥胖指數 WHR。WHR（waist-

患。肥胖將使某些特定疾病的風險大幅提高，例如，

to-hip ratio，縮寫為 WHR），其計算公式如下：

高血壓、心血管疾病、關節炎等。

WHR

=

腰圍 (cm) ／臀圍 (cm)

很多人會通過體重來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認
為體重超標就是肥胖。但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體重
過重未必代表肥胖，很多運動員也屬於體重超標，
但絕不是肥胖。肥胖指的是體內脂肪組織累積過多

身體脂肪按照在身體的分佈可分為兩型：上

的結果，也就是體內脂肪超出正常量。一般來說，

身肥胖型與下身肥胖型。上身肥胖型，也就是過

正常人體內約有 1/4 是脂肪，另外 3/4 由水分、骨

多脂肪積聚於腰間，此類肥胖比較容易有心血管

骼組織、與非脂肪組織或稱為瘦肉組織組成。很多

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危險；而下身

人減肥僅僅減掉了水分就誤認為減肥成功，但實際

肥胖，也就是所謂的脂肪積聚於臀部或腿部，相

上體內脂肪並沒有減少。

對來說比較安全。

那我們應該如何評價自己是否屬於肥胖一族

若男性大於 0.9，女性大於 0.8，則為上身肥

呢 ? 由於個人的體型骨架不同，為了同時顧及身高

胖，相對於下半身肥胖的人，上身肥胖的人應更加

和體重的配合，現在國際上統一採用的指標是身體

注意生活習慣和飲食習慣。

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縮寫為 BMI），其計
算公式如下：

分

級

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過輕

BMI ＜ 18.5

正常範圍

18.5 ≦ BMI ＜ 24

過    重

24 ≦ BMI ＜ 27

BMI 是現在最科學的判斷身體是否屬於過重的

輕度肥胖

27 ≦ BMI ＜ 30

黃金標準之一，最有利於健康的理想值為 22，變化

中度肥胖

30 ≦ BMI ＜ 35

在 10% 以內都是符合理想的範圍，男女皆相同，

重度肥胖

BMI ≧ 35

BMI

=

體重 (kg) ／身高 (m2)

通常年輕人適用較低的 BMI 值，長者適用較高的
BMI 值。也可根據理想 BMI 值與個人身高，推算出
個人的理想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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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比值：男性 ≦ 0.9，女性 ≦ 0.8

同事動態

大家好，我是 Natalie，加入了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已一年
多，很榮幸可以加入社區學習學部。
我認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非常重要，假期時我喜歡到處遊歷，增廣見聞，
認識不同國家文化特色，享受各國美食，不亦樂乎。除此之外，與不同文化
背景人士交流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終身學習尤其重要，這就是「活到老，
學到老」。

課程助理 劉穎珊女士
大家好，我的名字很好記，大家可以叫我小雲，因為我身材小
可以想像成小小的一片雲。
很高興加入香港公開大學社區學習學部這個溫暖的大家庭，我
一直對營養學、心理學、護理學、中醫學這些來源於生活的知識很有
興趣，所以自己的主修專業也與健康相關。在生活中我是一個喜歡畫
畫、烹飪、跳舞等，很生活化的人，能夠將自己學過的知識用在日常
生活中真的是很讓人興奮的一件事！所以當我看到「長青活學計劃」
設有健康、理財、電腦、語言表達等相關實用課程時，真的很想和學
員們一起上課。

課程主任 李曉雲女士

知識來源於生活，希望以後大家相互交流，多學一些其他領域
的知識，讓生活更加充實一些！

大家好，我是 Katrina。去年十一月加入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社區學習學部，協助籌劃和支援「長青活學計劃」及「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各
項工作。
在這短短數月間，我接觸過不少有興趣報讀「長青活學計劃」課程的老友記，
他們豪不吝嗇地和我分享報讀課程的原因。雖然他們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經歷，但
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就是要豐盛退休人生。這完全配合「長青活學計劃」的宗
旨：「為長者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發揚積極樂頤年的精神和老有所為的理念」。
因此，老友記的分享一方面對完善本計劃有重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更是對本計劃
的一種肯定。
學海無崖，唯有終身學習才是「王道」。在此，與各位學員共勉之。

課程助理 衞錦思女士
編輯委員會
電話：2915 2380（按 2 ﹣0）

總編輯

其他成員

甘翠萍博士

陳智嫻女士

林淑欣女士

傳真：2242 0890

編輯

梁秀賢女士

衞錦思女士

網址：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李曉雲女士

劉穎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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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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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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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