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通訊
2011年3月

創刊號

長保青春心境，
快活自在學習
贊助機構：
勞工及福利局
安老事務委員會

專題報導
長者學苑發展
欣悉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通訊創刊，
謹此致賀。我深信貴刊除了將成為一眾老友記和
學苑之間聯繫的橋樑外，更會是推動終身學習風
氣的新動力。
隨著社會進步，醫學倡明，很多現今一代的
長者仍然體魄強健，追求過積極的退休生活。因
此，安老事務委員會近年來致力推動長者透過
終身學習，發揮積極樂頤年的精神及活出豐盛人
生。
安老事務委員會和勞工及福利局於2007年展
開「長者學苑計劃」。在計劃下，辦學團體與社
福機構合作，在中、小學成立「長者學苑」。鑑
於有長者有上大學讀書的期望，「長者學苑」的
模式其後更推展至大專院校的層面，使長者可修
讀學術性更高的課程。
為了讓計劃得以持續發展，政府在2009-10年
度撥款1,000萬元，成立「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繼而在2009年11
月成立，負責統籌「長者學苑」的課程設計、

學制、課外活動、成立和發展等事宜，訂定策略
及措施。我希望在「長者學苑發展基金」的支持
下，「長者學苑計劃」將會有更遠大的發展。
香港公開大學於2009
年成立「長者學苑」，並且
推出一個嶄新且具彈性的
「長青活學計劃」，課程
內容為長者度身訂造，切
合長者需要，值得嘉許。
我謹代表安老事務委員會
感謝香港公開大學對「長
者學苑計劃」的支持，並
祝願香港公開大學繼續將
「長者學苑」發揚光大，惠及更多希望持續進修
的老友記。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
梁智鴻醫生

特別活動預告
我們的約會

第一屆公大「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長者學院」首屆畢業典禮將於2011年7月隆重舉行，屆時
將邀請畢業學員及家屬參與這重要時刻，一同見證學員努力得來
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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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長者學苑

學術及實踐兼備

為嚮應香港特區政府提高長者生活質素的政
策方向，勞工及福利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合作推
行「長者學苑計劃」。香港公開大學對此項活動
極為支持，並於2009年成立「長者學苑」，為60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以推動「
積極樂頤年」及「老有所為」的理念。

他們所能負擔的課程，故
本大學在籌劃及推行「長
者學苑」時，在學習模
式、課程結構及收費各個
範疇也有審慎考慮長者的
需要及能力。

「長者學苑」由本校轄下之專門提供專
業及持續教育的「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負
責營運，現時全港共有八間專上學院，參與
「長者學苑計劃」，非常高興香港公開大學
可成為其中一份子，讓有志進修的的長者，
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協助他們完成
「上大學讀書」的願望。

希望透過出版本通
訊，建立一個資訊和經驗
交流及分享平台，進一步加強與學員、導師、合
作伙伴及社區的溝通及聯繫。「長者學苑」在短
短兩年時間裡，以口碑建立品牌，贏得長者的信
心及認同，實在有賴各方友好及合作伙伴的鼎力
支持，本人在此衷心致謝。

以大專院校層面開辦「長者學苑」，必須履
行社會責任，使長者可持續地修讀學術性更高及

香港公開大學 校長
梁智仁教授

公大長者學苑

長青活學計劃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提供三類課
程予60歲的長者修讀，包括專為長者而設
「長青活學計劃」及旁聽遙距/面授大學學分課
程，當中以「長青活學計劃」課程最受長者學員
歡迎。

為減輕長者的學習壓力，課程不設任何測驗
或考試，評核會以習作或書面報告為主，並配合
學員的出席率。累積滿指定的積分，可獲本院頒
發六個不同等級的終身學習證書或文憑。

課程特色

學苑除獲得安老事務委員會之課程發展及學
費資助外，本院亦致力拓展其他社會資源，承蒙
銀聯信託第三齡學院的贊助，設立「長青活學計
劃」助學金，協助有意報讀計劃，但經濟有困難
的長者邁出學習的第一步，符合資格的學員可以
優惠價錢報讀有關課程。

「長青活學計劃」全年設有三個學期，分別
在每年1、5及9月開課，每學期均會提供不同的
面授或網上學習科目，當中包括健康管理、個人
理財、藝術文化、人際關係、個人生活管理、電
腦與資訊科技、科學與科技及語文運用八大範
疇，配合長者的生活需要及持續學習的目標。

學費資助

成就及發展動向
轉眼間，「長者學苑」昂然邁向第三個年
頭，踏入第八學期，並成功開辦15項及65班課
程，累積報讀人次達一千五百人。本院未來會陸
續發展更多元化的面授及網上學習新課程，並加
強聯繫合作伙伴（社會服務機構）在社區舉辦課
程或邀請合資格長者擔任課程導師，形成學習網
絡。最後，希望透過「長者學苑」平台，讓長者
能「長保青春心境，快活自在學習」。

院長呂汝漢教授（右二）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右三）
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右一）手中接過「長者
友善措施（社會參與）」嘉許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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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
呂汝漢教授

學苑發展
「長青活學計劃」課程一覽

健康管理

個人理財

語文運用

長者健康飲食*
長者護理入門
實用中醫養生食療
中醫葯常識入門*

理財基本法*
投資有道

基本普通話(一)
基本普通話(二)
中級普通話(一)
中級普通話(二)
基本英語運用(一)
基本英語運用(二)
中級英語運用(一)
中級英語運用(二)

人際關係
人際溝通技巧
敞開心結
與青年人溝通技巧

八大範疇

說話的藝術與技巧

香港文化欣賞*
粵劇欣賞
書法初階

個人生活管理
日常社交禮儀
應用法律入門
優質生活管理
基礎寫作技巧
實踐退休之樂

*

藝術與文化

科學與科技
環保與生活*

電腦與資訊科技
應用電腦入門 (一)
應用電腦入門 (二)

另設網上學習課程

「長青活學計劃」講座系列
講題： 「時裝與文化價值」
日期： 3月16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3:30-5:50
地點： 香港公開大學
荔景教學中心208室
內容： •

香港流行時裝的演變

•

衣服與環保關係

•

何謂第三齡人士服裝

•

第三齡人士服裝特色

•

如何選購合適的衣物

參加辦法：致電2915 2380留座

*

特別鳴謝CITA製衣業訓練局支持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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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活學計劃」課程特寫
由2011年1月開始，本計劃陸續推出網上學習課程，讓長者可隨時隨地輕鬆學習，靈活地安排各樣
事務和學習時間，亦希望可藉此便利居住偏遠或行動不便的長者，避免因上課而舟車勞頓，節省金錢及
時間。網上課程的學員可於該學期內無限次重溫網上教材，鞏固所學。透過本院附設網上學習導向課和
課程專題講座等面授課節，促進師生及學員間之互動及溝通，並建立網絡學習平台及群組，有助長者體
驗無窮無盡的知識世界。

AELP1007CW 香港文化欣賞
課程幫助學員了解週邊的生活，包括城
市建築、閒暇消費、品牌創意及社會現象(如
網絡世界、潮流用語)，進而享受多姿多采當
代文化，繼續積極投入及回饋社會。鼓勵學
員參與年青一輩的對話，共同建立對香港之
歸屬感及長幼共融的氣氛，讓傳統生活智慧
得以承傳。

AELP1005CW 理財基本法
個人理財與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例
如投資、消費、置業、旅行、兒童教育、人生
保障、退休生活等等。無論你處於人生那一階
段、是草根或中產人士，都要懂得如何運用有
限的經濟資源，來達到不同的人生目標。本科
旨在介紹個人理財的重要性，藉著認識各種理
財工具的功能，讓學員按自己的需要，安排一
個合適的個人財務計劃，望達到真正的財務自
由。

協作伙伴
第三齡持續學習

擴闊社交拓視野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銀聯信託有限公司（BCT）自成立以來，一

「長者學苑」成立的目的，亦是為長者提供持續

直以幫助香港人創造更美好的退休生活為己任。

進修的機會，提升長者生活質素，與BCT第三齡

在業務上，BCT專注提供優質的退休金產品及服

學院的理念不謀而合。我們很高興成為「長青

務；而在業務以外，BCT亦希望伸延這個理念。

活學計劃」的贊助機構，幫助有需要的第三齡人

因此，2009年6月BCT慶祝十周年之時，成立了

士，以優惠學費報讀計劃下的課程，享受持續學

BCT第三齡學院，推廣終身學習，希望使第三齡

習的樂趣。

人士的退休生活更豐盛。

我們喜見學苑不斷發展，更出版「長者學
苑」通訊，加強學苑及學員之間的溝通，及讓素
未謀面的學員也能分享心得及經驗，互相鼓勵，
並收凝聚各學員之效。「長者學苑」通訊創刊號
的誕生，標誌著「長者學苑」邁向
另一重要里程，相信將有更多長者
加入學苑的大家庭，共享終身學習
的樂趣。我們亦希望透過繼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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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活學計劃」，與學苑一起努

1. BCT第三齡學院成立典禮
2.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教授頒發紀
念品予BCT第三齡學院院長劉嘉時女士

力，使第三齡人士的退休生活更加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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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心聲及導師分享
人生的第一次 – 旁聽生

學員黃玉芳

去年年初，我非常興奮，有機會到香港公開
大學做旁聽生，與本科生一起上課。當我接到
上課通知時，心情既興奮又擔心。離開學校已幾
十年時間，雖然在昔日工作裡，也有進修一些課
程，同學大多數是在職的成年人；但現在自己已
是長者，要與年輕的本科生一起上課，不知情況
如何?當時滿腦子都是問號，並懷著複雜的心情期
待上課。
正式上課時，最讓我感動的是，導師和同學
對我非常熱情，把我當成一個普通的學生，我很
快就消除了顧慮，非常享受學生的身份，心裡滿

活到老 學到老

學員何坤然

我年近70，退休快將兩年了。2009年的秋
天，我在「老有網」看到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
苑」的招生單張，即時報讀3個課程，直至現在已
連續修讀了3個學期，完成8個課程。
通過持續進修，提高了我的電腦及普通話知
識水平及生活質素。我自覺改善了不良飲食習
慣，亦開始注重三低的健康飲食習慣及關心當前
環保的議題。透過學習，我的普通話會話能力得
到提升，因而能應我教授的水墨畫班學生的要

退休後之教學人生

導師鍾志強

退休後，難得有機會把自己懂得的及喜
歡的知識，在課堂裏有系統地教授給學生，
提升他們的生活。幾年前，從網上得知公開
大學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招募義務導
師，便嘗試申請，有幸獲得錄取，便開始到
協辦機構擔任導師。及後，公開大學開辦

懷幸福感。我很羨慕這些年青的同學能上大學，
而回想自己幾經辛苦才走到今天，所以現在我會
很珍惜學習機會；但他們反而羨慕我在退休後，
仍可這麼瀟灑地來上課，而他們現在才開始大學
生活，還有幾年才畢業，擔心畢業後找工作等問
題。
和同學的交流，讓我對年輕人有更多的了解
及使我得到鼓勵，讓我更加珍惜這得來之不易的
機會。我會繼續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享受每
一天！在此感謝香港公開大學，讓我有此機會體
驗大學的學習生活，為我的人生添上豐盛的一
頁。

求，用普通話授
課。很開心因為持
續學習，幫助我提
升教學質素，達致
良好的教學效果，
讓我退休後還可繼
續回饋社會。
能取得上述的佳績，歸功於香港政府和公開
大學「長者學苑」。今後我會「活學活用」及「
活到老學到老」。

「長者學苑」，又得到學苑邀請作應用電腦入門
的導師，不經不覺由開辦的第一學期一直教到現
在。
比較坊間的電腦班，這裡有大學級的課室設
備及教材，亦能兼顧導師及學員的需要。起初擔
心一班有40名學員，水平很參差；若只得導師一
人的話，恐怕不能照顧好每位同學。幸好地，學
院安排一些青年學生擔任導師助手，在課堂裏幫
助同學們練習及解決他們操作上困難，以便跟上
進度。
現在看見同學們學會上網看報紙、看電視、
搜尋資料，增加知識；又懂得利用電郵和遠方的
親友保持聯繫，在佳節送上祝福。我們師生對此
都很開心滿足﹗謝謝公開大學「長者學苑」開辦
這麼實用和優質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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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
除了「長者學苑」外，本院還有其他適合長者報讀的中國藝術與文化證書課程。

中國古代陶瓷鑒賞證書
本課程旨在向同學介紹中國宋、元、明、清
代陶瓷收藏與鑒賞的知識和竅門。學員在課堂和

課程編號/名稱

實物參觀等活動可以深入瞭解各個朝代的陶瓷鑒
賞方法，以及收藏重點。

課堂時數

參觀時數

學費

ARTS3034BP 清代陶瓷收藏與鑒賞

24

6

$3,300

ARTS3034BP 元代陶瓷收藏與鑒賞

24

6

$3,300

ARTS3034BP 宋代陶瓷收藏與鑒賞

24

6

$3,300

中國書法藝術基礎證書
本課程旨由淺入深，由基本運筆法開始，通
過分析漢字的結構、筆法、筆力與體勢學習書法

科目編號/名稱

及其欣賞和品評，並由當代書法名家余寄撫先生
及其它書法名師親自教授。

課堂時數

講座時數

學費

ARTS2008CP 楷書入門

27

3

$3,300

ARTS2009CP 行書入門

27

3

$3,300

ARTS2010CP 隸書入門

27

3

$3,300

粵劇曲藝證書
粵劇戲曲源遠流長，雅俗共賞，是香港本土

歌會友之效，值得推廣以發揚光大。現時本院提

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粵劇結合了歷史、文

供下列的粵劇曲藝課程，當中包括全球首個粵劇

化、音樂、唱歌和舞蹈等，將不同的元素共治一

網上學習課程，透過創新的網上學習及面授混合

爐，成為一門別具風格的表演藝術。學習或欣

學習模式，培養學員對粵劇戲曲藝術的興趣和基

賞粵劇戲曲，不單可以陶冶性情，提高對藝術和

本認識，不但適合粵曲愛好者提高欣賞水平，亦

美學的修為；同時也有助認識中國的傳統歷史文

有助學生、教育界或社會人士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化、培養表演信心、技巧、與及減壓、消閒和以

藝術。

課程編號/名稱

課堂時數

學費

CA040 粵劇曲藝基礎證書

120

$14,000

CA041 粵劇曲藝中級證書

120

$14,000

CA042 粵劇曲藝高級證書

120

$14,000

CA043 粵劇曲藝高級進修證書

120

$14,000

SA019 粵劇曲藝高級研習班

120

$14,000

CA057 粵劇藝術欣賞證書(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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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網上)及30(面授)

$8,250

知識博覽
中醫養生調養
全球社會正逐步受人口老年化的問題困擾，

而有效，其要點對外界為順應自然，對內則通

根據香港统計處資料，香港人口將會進一步老

過運動及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改善身體氣血流

化，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將由2003年的11.7%

通，以有效的運動方法，如學習太極拳、八段錦

顯著上升至2033年的27%。香港作為全世界第三

等來強身健體。

名最長壽的地區，如何提升市民的健康質素，使
長者保持青春活力，高齡而不老化，是中醫工作
者的一個挑戰。

長者除了定期運動之外，亦要配合日常飲
食、注意均衡營養及選用有益的保健食物。茲將
食物的名稱及功用列表說明，可自行搭配其他食

養生學是中醫特有的學科，源遠流長，實用

材烹調進食。

食物名稱

功用

建議用法

茯

苓

利尿、降血糖、抗腫瘤、降血脂

可以做茯苓糕或茯苓粥

枸杞子

降血醣、抗脂肪肝並有降壓作用

可作湯劑使用或煲粥

黑

豆

養血平肝、止汗

可作豆漿或作湯劑

菱

角

除煩解熱、消暑止渴

可作水果食用或作菜肴

大

棗

補脾益胃、養血安神

可作糕點或湯劑

彌猴桃（奇異果）

可以防癌

作水果或果汁食用

黑芝麻

潤燥滑腸，滋養肝腎

作芝麻糊糖水

合桃仁

強腰膝、補肺氣

作合桃糊糖水

葡

萄

維他命P

作水果食用

蓮

子

養心安神、健脾止瀉

可作糖水及湯劑

木

耳

益腎養陰、和血潤燥

可作湯劑

編輯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主席

編輯委員會成員

製作助理

呂汝漢教授

陳卓東先生

梁秀賢女士

崔少妙女士

劉苑馨女士

李秀文女士

陳諾恩女士

郭

林淑欣女士

總編輯
黃秀玉女士

卉女士

電話: 2915 2380

朱偉恒先生

傳真: 2242 0890

編輯

區漢英先生

網址: 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何麗英女士

梅嘉齡女士

電郵: elderacademy@ouhk.edu.hk

陳倩如女士

地址: 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辦事處

陳智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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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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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