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開大學「長者學苑」通訊
2011年7月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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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c 0m 100y 0k

專題報導
與時並進

網上學習

「地區數碼中心聯網」調查顯示，長者學
習電腦後，對日常生活有正面的影響，生活素
質及大腦功能均得到改善。電腦應用可幫助長
者對抗老化，增強記憶力、肢體靈活度、與人
溝通的能力等，並可避免跟時代脫節。調查亦
發現，絕大多數長者對學習、使用電腦及互聯
網並不抗拒。

電腦課程 報名人次屢居首位
公大長者學苑「長青活學計劃」自2009年
6月開展至今，電腦科一直是每學期最多長者
報讀的課程，在兩年7個學期裏，共有701人
次報讀了應用電腦入門(一)及(二)課程，佔整個
計劃總報名人次40%。顯示長者學習電腦的意
欲很強。
本計劃提供實用電腦課程，由淺入深。第
一階段，學習視窗操作、文書處理、中文輸入
法及使用互聯網，讓學員感受到電腦為他們帶
來生活方便。而進階課程則讓學員認識更多網
上服務、常用軟件、簡報工具及電腦系統的維
護及資訊保安措施，讓長者成為精明醒目的電
腦使用者。課程特別安排與電腦課題有關的總
結講座，主題緊貼生活潮流，如數碼生活、無
線電及衛星通訊等，令長者眼界大開，了解日
新月異的科技產品及服務。

青年本科生任電腦課程助教，與學員交換心得

「長者健康飲食」網上課程具特色
現今一代長者的經濟能力及教育程度均較
高，但或許受制於時間地域或身體狀況等問
題，傾向選擇面授以外的學習模式。有鑑於
此，本院推出一系列網上課程，包括「長青活
學計劃」五個科目，為長者建立一個無障礙的
學習平台，他們可因應自己的興趣，隨時隨地
網上學習，靈活安排各樣事務和學習時間。
5月學期，本計劃成功開辦首個「長者健
康飲食」網上學習課程，吸引了一些住得偏
遠，但掌握電腦及互聯網操作的學員報讀。課
程透過網上學習系統提供插圖、動畫、錄像、
話劇及互動遊戲等多媒體輔助教材，增加學習
的趣味性；課程另設網上討論區，鼓勵學員及
導師交流學習心得。
為鼓勵長者持續網上學習，與時代接軌，
自我增值，本計劃將會陸繼推出其餘四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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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程：「中醫葯常識入門」、「理財基本
法」、「香港文化欣賞」及「環保與生活」。
為了讓更多長者體驗網上學習的好處，大學現
正開放了「長者健康飲食」及「中醫葯常識入

門」兩科網上學習課程的部分單元，讓長者
免費試讀，歡迎登入本院長者學苑網頁瀏覽
www.ouhk.edu.hk/elderacademy。

登入大學網站查閱成績 方便快捷
為響應環保，本院已停止郵寄學期成績單
予學員。學員可自行登入本校網站www.ouhk.
edu.hk/students，登入MyOUHK，查閱學業成
績及更新個人資料。程序如下：
1. 首次使用者，必須先設定個人統一密碼。

長者健康飲食的單元，設有多樣化的互動教材

2. 請登入本校網站www.ouhk.edu.hk/students，
按“技術支援”>“設定統一密碼”>“香港
公開大學學生”，在適當方格輸入個人資料
及設定密碼。密碼必須為6個以上字母或數字
組合而成。
3. 取得密碼後，回到本校網站www.ouhk.edu.
hk/students，登入版面右上方MyOUHK。
用戶名稱：英文小階字母s及學生證號碼前7
位數字 (如s1234567)
密碼：即較早前設定之個人統一密碼
4. 成功登入後，將見到學生網站首頁。

教材包含個案討論活動，鼓勵學員在網上分享及交流

學員如有任何操作問題，歡迎致電長者學
苑熱線2915 2380(按2- 0)。

學苑發展
第一屆「長者學苑」畢業典禮
本院已邀請「長青活學計劃」成功獲取
終身學習第一級證書(25個積分)及第二級證
書(50個積分)學員，與其親友參加2011年7
月16日(星期六)在香港公開大學楊雪姬演講
廳舉行之首屆畢業典禮。

畢業禮當天亦會頒發2010／2011「長青活
學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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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30日截止，本院共收到28份提
名表格；經遴選委員會評選後，得獎名單稍後於
畢業典禮公佈。

「開心老友記」節目錄影
「開心老友記」是全港首個專以長者為對象的電視節
目，為長者提供日常生活資訊。公大長者學苑應香港無線
電視台的邀請，參與2011年4月27日播出之「開心老友
記」節目錄影。當天本院課程統籌與課程導師，偕同兩名
學員，接受主持潘芳芳小姐的專訪。受訪期間，學員表現
輕鬆自若，與導師一同分享在學與教過程的感受及得著。
由綵排直至錄影完畢雖然只有短短十餘分鐘的時間，但已
令學員非常雀躍。本院希望透過此電視節目，讓更多老友
記認識及修讀「長青活學計劃」，充實其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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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潘芳芳小姐、黃志雄學員、陳深裔學員、
解天樂導師及課程統籌何麗英小姐參與節目錄影

「時裝與文化價值」講座
談到現今服裝趨向環保及人性化的設計。當中
有一些長者，分享他們年輕時從事車衣或製衣
業的工作點滴，見證香港時裝文化的興替。

解先生剖析香港時裝的發展

是次講座於2011年3月16日下午於本院荔
景教學中心順利舉行。本院非常感謝「製衣業
訓練局」的鼎力支持，借出活動場地及邀請主
講嘉賓，與長者學員分享「時裝與文化價值」
的講題。

第二部份由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
助理教授吳秀芬博士，講解選購「第三齡人士服
裝」的五大原則：美觀、稱身、保暖及舒適、保
護、易穿及易打理；並解說及示範切合長者需要
而設的康健服裝，如「防跣襪」、「安全衣」及
「夾底開合衣」等，幫助長者在選擇衣服時，能
配合個人身體狀況，作出更合適的配搭。

講座分為兩部份，首先由本院「香港文化
欣賞」導師解天樂先生帶領學員回顧香港時裝
的演變歷程，從四、五十年代的工作服開始，
吳博士細心講解康健服裝

長者學苑課程簡介會
日期： 2011 年 7 月 20 日 ( 星期三 )
時間： 下午 3:00-4:30
地點： 港島教學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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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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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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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活學計劃」講座系列
流動上網服務愈來愈普及，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
了不少方便和娛樂，也提昇了我們的生活質素。但使
用流動上網服務時，必須經常留意所使用的流動數據
量，如果不經意或不自覺地使用了超出預算的數據用
量，你便可能需繳付額外的數據費用。如你在本港以
外地方使用，所涉及的數據漫遊費便更加昂貴。
你應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數據費用？在使用流動上
網服務時需注意什麼呢？流動網絡營辦商又實施了什
麼措施協助客戶避免經歷「帳單震撼」？為協助長者
解答這些問題，本院將舉辦免費講座，透過分享真實
個案，為大家提供使用流動上網服務的智醒貼士，以
及無線網絡安全資訊，讓你能盡享流動數據服務所帶
來的好處。

講題：智醒上網路路通
日期：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港島教學中心
    (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4樓)
內容：
 流動上網陷阱
 提防流動數據漫遊服務
 Wi Fi傳送保安等
講者：電訊管理局代表

報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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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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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特寫
AELP1025EP 中級英語運用(二)
本課程延續AELP1022EP基本英語運
用(一)、AELP1023EP基本英語運用(二)及
AELP1024EP中級英語運用(一)的學習，目的
是讓學員在日常生活可以運用所學之英語詞彙
及語法。本課程以最貼近學員生活的題材，增
加學員對學習英語之興趣。每一課題均包含常
用的英語詞彙及實用的英語語法，務求令學員
增加於生活中運用英語之機會，活學活用。此

單元內容：
1. Making a hotel reservation
2. On the plane
3. Immigration
4. Asking directions
5. Checking in at the hotel
6. Entertaining at a restaurant
7. Shopping for clothes
8. Visiting a museum

外，本課程每一單元會溫習學員已學之英語時
態及基本句式。當學員完成本課程後，能更有
自信地以英語作為基本溝通的媒介。

協作伙伴
馳騁學海

充實生活

60c 0m 100y 0k

在現今香港社會，持續進修常被視為在職

齡人士提供資助，就是希望鼓勵他們透過持續

場力爭上游的必要條件，實用意義大於一切。

進修，擴闊社交網絡，建立興趣。我們也注意

許多人營營役役大半生後，均希望享受人生，

到部分人士希望增進退休理財方面的知識，因

毋須再為事業不停增值。然而，從工作崗位退

此與不同社福機構合作，提供有關退休理財及

下來，並不代表精彩的退休生活便隨之而來。

投資基礎的課程，幫助他們妥善理財。

妥善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活，是相當重要的一
步，而持續進修，則有助尋找人生下半場的意
義和樂趣。

第三齡是人生另一黃金階段，只要好好規
劃，積極學習，自然得享豐盛美滿的生活。

第三齡人士從工作或家務崗位退下來後，
可以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或報讀各類課程，發
掘並培養興趣，亦可藉此增進知識。由於他們
的閒暇時間增加，又毋須事事以實用為考慮，
可以涉獵的範圍變得相當廣泛，從語言、藝術
文化、科學、健康以至資訊科技，都可考慮嘗
試。
「BCT第三齡學院」為報讀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長青活學計劃」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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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齡人士學習新知識，既可擴闊視野，又能加
強與社會的連繫

學員心聲及導師分享
學而後知不足
學員 陳深裔
本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人一生
應多方面學習及嘗試。在2011年1月學期，
「長青活學計劃」推出「香港文化欣賞」新課
程，這科目看似很冷門，但感覺很新鮮，所以
我報讀了。
解老師雖然很年青，但講解深入淺出，搜
集很多資料，如老香港的照片或影片來引發學

龍虎山郊野公園觀景台

員興趣及思考，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本地文化
的發展。經導師的引領、指導和啟發，參加者

山、和昔日上環港澳碼頭附近的平民夜總會等

重拾很多兒時的回憶，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

基層市民活動之歷史時，勾起大家不少的集體

細心的欣賞。譬如本地兒歌「氹氹轉，菊花

回憶及共鳴；學習氣氛特別濃厚，滔滔不絕的

園…」，又或「月光光，照地塘…」等等。

分享。導師更鼓勵我們把這些重要的歷史事

學員大都生於四、五十年代，當導師說到
油麻地榕樹頭的露天粵曲晚會、長洲的搶飽

蹟，透過口傳的方式與年青一輩分享，為「香
港文化遺產的承傳」出一分力。

“Never too old to learn, never too late to turn”
活到老、學到老的英文諺言
導師黃祥忠（Franko Wong）
最初答應擔任「長青活學計劃」英語導

追問這兩個字有何分別及應如何運用。那刻真

師，並沒有想太多—心想這不是一般學院舉

的被那位學員考起，要冷靜想一想才能回答他

辦的傳統英文課程，不應只著重教授字彙或文

的提問。

法等，應顧及長者的學習興趣。回想自己十多
二十年前在加拿大（一個英語為主的國家）讀
書時所體驗的西方文化，主要透過學習英語，
了解地球另一端人的生活；現在有機會教長者

珍惜與感恩是我從這些長者身上所學到的
生活智慧，我很享受與長者一同學習的時間，
也感謝公開大學給予我機會與長者一同成長！

學習英文，也希望能夠帶領他們「遊歷」世
界，擴闊眼界。
與長者閒談時，發現他們因兒時家貧或工
作繁忙關係，一直無法學英語。現在既已退下
來，難得公開大學提供有關課程，他們都抓
緊機會，努力追回錯過了的夢。本人非常欣賞
長者的學習熱誠和認真態度，他們的求知慾令
我不敢怠慢，更認真備課，還記得上課時提到
“Hello”和“Hi”兩個生字，即時有一位長者
Franko熱愛旅行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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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博覽
食物安全
自日本地震引發的核電事故及台灣食品被揭發含塑化劑等事件後，香
港市民對食物安全的意識有所提升。現時香港食物安全的監管由食物環境
衛生署及食物安全中心(中心)兩個部門專責處理，它們每月在入口、批發
和零售層面抽取食物樣本，進行微生物含量測試、化學測試及輻射測試。
中心會每月公布「食物安全報告」，讓市民可適時地獲得最新的食物安全
資訊。

食物種類

樣本

測試項目(微生物含量測試及輻射測試)

一

不同的新鮮蔬菜、水果及豆 化學測試，例如 : 除害劑 ( 如甲胺磷、
蔬菜、水果及其
類、醃製的蔬菜及涼果、乾 水胺硫磷、「滴滴涕」、「六六六」等 )、
製品
防腐劑、染色料及金屬雜質
菜和即食的蔬菜等。

二

各樣新鮮、冰鮮及冷藏的豬、
牛等肉類及家禽、在食肆出
化學測試 ( 例如防腐劑、染色料及獸藥
肉類、家禽及其
售的即食肉類和家禽菜式，
殘餘 )
製品
以及該肉類原材料的製品，
例如臘味、香腸及火腿等。

三

水產及其製品

四

微生物測試 ( 總細菌含量及致病原，例
奶類、奶類製品 包括雪糕、芝士、奶類及奶 如沙門氏菌和李斯特菌 )
化學測試 ( 例如三聚氰胺、防腐劑、染
及冰凍甜點
類製品等。
色料、甜味劑及獸藥殘餘 )

五

殼類及殼類製品

六

其他食物

一般包括魚、貝類，蝦、蟹 化學測試 ( 例如防腐劑、毒素及獸藥殘
及魷魚等水產及其製品。
餘)

包 括 米 / 麵 / 粉、 麵 粉、 麵 化學測試 ( 例如防腐劑、染色料及金屬
包及殼類早點等。
雜質 )
混合食物
致病原、防腐劑及染色料

調味料及醬油
防腐劑、染色料及甜味劑

點心
致病原及防腐劑

小食
致病原、防腐劑及染色料

飲料
防腐劑、染色料及甜味劑

蛋及蛋類製品
染色料及三聚氰胺

壽司
微生物測試

其他

糖及糖果
防腐劑、染色料及甜味劑
作為一個精明的消費者，應光顧可靠的商舖及保持均衡飲食，選購有衛生保證的食品，減低食
物風險。當選購新鮮的海產，避免購買有異味、已變質的；由於甲醛會令魚肉質變韌，應避免購買
肉質較韌的魚類。甲醛可溶於水，烹煮後會揮發，因此食用前應徹底清洗和煮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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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
社區學習學部榮獲「校長卓越成就獎」
本院社區學習學部獲頒2010年度「校長
卓越成就獎」，以肯定學部同工在過去7年來
為婦女及長者課程努力的成果。現時社區學習
部共有7位職員，負責統籌「自在人生自學計
劃」及「長者學苑」課程。

社區學習部能獲頒發「校長卓越成就
獎」，實在有賴院長呂汝漢教授(右一)統領及
大學各學院和部門的通力合作。當中特別要鳴
謝大學的教育科技出版部，如果沒有他們支援
教材的發展、編輯及製作，課程亦不會受到這
麼多學員的歡迎，持續報讀。
社區學習學部的團隊介紹
左一： 何麗英(Susanne)
課程經理
左二： 梁秀賢(Shirin)
課程助理
左三： 劉苑馨(Linda)
課程助理
左四： 陳智嫻(Crystal)
課程主任
右二： 黃秀玉(Candy)
高級課程經理暨社區學習學部主管
右三： 陳諾恩(Lucina)
課程助理

梁智仁校長(右四)頒發「校長卓越成就獎」予本院
社區學習學部同工

粵劇導賞講座暨折子戲工作坊
本院致力推動及培養大眾對文化藝術的興
趣和鑑賞能力，故推出「粵劇藝術欣賞證書」
課程及定期舉辦有關講座及工作坊。2011年3
月27日「香港青苗粵劇團」兩位主要演員藍天
佑及鄭雅琪應邀到何文田校舍楊雪姬演講廳主
持粵劇導賞講座暨折子戲「白龍關」工作坊。
「香港青苗粵劇團」是一個專門培訓本地
梨園新秀的粵劇團體，為有志投身文化藝術界
的年青專業接班人提供訓練和實習機會。當天

兩位年輕但富演出經驗的演員在舞臺上分享穿
戴服飾、頭飾、化妝等難得一見的幕後準備過
程，令現場觀眾嘆為
觀止。大會事前更實
錄式拍攝了演員籌備
演出的整個過程，包
括讀劇本、背曲、身
段設計、練唱及對戲
等精彩片段，用作粵
劇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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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文女士
郭 卉女士
朱偉恒先生
梅嘉齡女士
陳倩如女士
陳智嫻女士
龍家浚先生
范詠詩女士
廖靜雯女士

梁秀賢女士
劉苑馨女士
陳諾恩女士
林淑欣女士

總編輯
黃秀玉女士

編輯
何麗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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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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