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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N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進步進步進步進步、、、、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暨暨暨暨 

08/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ICAN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開展禮開展禮開展禮開展禮 

 

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2008 年 11 月 22 日） 「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暨 08/09 年度

「ICAN 學校」開展禮今天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蓮花廳順利舉行，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泰女士、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蘇朝暉先生及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

席吳榮恪先生擔任主禮嘉賓，與出席來賓作專題分享及頒發「ICAN 學生」及「學校 ICAN 人」

獎項。 

 

「澳門全人教育促進會」自成立以來，配合澳門倡導健康城市和優質生活的目標，致力

推動提升成年人和學生心理素質的工作。在學校方面，我們一直通過「ICAN 學校」計劃，提

升學生的心理素質。在 08/09 年度共有 19 間澳門中小學參加「ICAN 學校」計劃。學生心理

素質有所提升，學習態度、人際關係和生活習慣也有明顯進步，校園氣氛融洽，家庭關愛和

諧。 

 

今天除了是 08/09 年度「ICAN 學校」開展禮外，亦是 07/08 年度澳門「ICAN 學校」頒

獎禮。每年促進會均會舉辦「ICAN 學生」選舉，表揚在實踐「ICAN」上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今年我們更舉辦首屆「學校 ICAN 人」選舉，嘉許在實踐「ICAN」上有卓越表現的教職員及

家長，鼓勵他們繼續發揮「愛己愛人」的精神，在校園以至社會上宣揚心理健康的訊息，繼

續在友濟間豎立良好的榜樣。於典禮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泰女士、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蘇朝暉先生及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榮恪先生頒獎予各「ICAN

學校」、得獎「ICAN 學生」及「學校 ICAN 人」，有關名單請參閱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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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榮恪先生(右一)及「澳門全人教育促進會」監事長黃重光醫生(左一)一同頒發獎項予 07/08 年度傑出「ICAN 學生」，表揚他們在實踐「ICAN」上的傑出表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太女士(右一)及「澳門全人教育促進會」監事長黃重光醫生(左一)與首屆「學校 ICAN 人」合照，鼓勵他們繼續在校園及社會上發揮「愛己愛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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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促進會除繼續推行「ICAN 學校」計劃外，並將推出「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

生」多媒體自學課程，將「ICAN 全人教育」更廣泛和有效地傳遍整個澳門社會。此課程的

對象是成年人，目的是提升大家的心理素質，並使能在個人、工作及家庭三方面發揮更大效

能，使自己活得更好，並從而齊心締造澳門成為一個更和諧快樂的社會。此課程得到澳門教

育暨青年局及澳門基金會的資助，並獲得 14 間機構及學校成為支持單位（詳情請參閱附件 2）。 

 

「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的參加者可通過學習「ICAN」實踐心

理學模式，提升個人的心理素質，掌握「成功」、「進步」、「快樂」的竅門。同時，在工作、

家庭和人際關係上有所改進，繼而影響家人、同事、朋友和其他的人，讓他們也活得更成功、

進步和快樂。課程配套包括「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光碟（內容圍繞 20 位來自澳門

社會不同行業人士的真人真事分享）、書籍及三個學習階段的網上自學課程。學員在完成每一

個學習階段後，將可獲發電子證書。 

 

此課程是一個高效能和實踐性的課程，分為三個學習階段，各階段均圍繞「成功」、「進

步」和「快樂」三大學習範疇。每個學習階段建議修讀時間為 6星期，整個課程必須在學習

平台啟動後 6 個月內完成。課程以互聯網互動形式進行，通過真人真事的錄像和實例，對參

加者發揮參照學習和互相鼓勵的作用，並提供心理評估，讓參加者更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況；

亦鼓勵參加者不斷自我反思，推動自己作正向改變。課程更提供各項服務配合，包括心理素

質評估、每週解說會、查詢熱線服務、學員聚會、網上學習階段分享會及畢業禮等，務求加

強促進會與學員的聯繫，解答學員在學習上的困難，以及讓學員互相勉勵及分享。 

 

 如欲進一步了解更多有關「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歡迎登入

促進會網頁 www.wpedu.mo或參閱有關課程資料（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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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太女士(右八)、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蘇朝暉先生(右七)、「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榮恪先生(右九)、「澳門全人教育促進會」監事會及理事會成員，與一眾「ICAN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資助單位、贊助單位、支持單位及學員一同慶祝課程在澳門正式開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太女士(右六)、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局長蘇朝暉先生(右七)及「澳門全人教育促進會」監事長黃重光醫生(右五)與「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學員一同就「和諧社會，快樂人生」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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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新聞稿附上隨新聞稿附上隨新聞稿附上隨新聞稿附上：：：： 

附件 1. 「ICAN 學生」及「學校 ICAN 人」得獎名單 

附件 2. 「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資助機構及支持單位一覽 

附件 3  「ICAN 成功、進步、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宣傳單張 

 

~ 完完完完 ~ 

 

 

傳媒傳媒傳媒傳媒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全人發展中心全人發展中心全人發展中心全人發展中心」」」」市場傳訊部市場傳訊部市場傳訊部市場傳訊部 

黃樂珊小姐         吳泰康先生 

電話：(853) 6259 3043 / (852) 2839 8927   電話：(852) 2839 8967  

電郵：sandywong@ican.com.hk     電郵：hongng@ica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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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2007/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ICAN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選舉得獎選舉得獎選舉得獎選舉得獎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得獎學生 

葉嘉茜 

郭美琪 中學組 高美士中葡中學 

陳嘉琪 

聖善學校 梁浩仁 

北區中葡小學 吳雯雯 

聖羅撒英文女子中學 (小學部) Selina Cheong 

婦聯學校 劉慧青 

小學組 

中德學校 林淀兒 

 

 

2007/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ICAN 人人人人」」」」選舉得獎選舉得獎選舉得獎選舉得獎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得獎得獎得獎得獎人人人人 

中德學校 劉露露校長 

余秋蘭老師 
聖善學校 

鄧慧琪老師 

黃兆琼老師 

劉楚君老師 北區中葡小學 

李華娣先生 

黃麗卿校長 
婦聯學校 

梁敏霞老師 

高美士中葡中學 雷詠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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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ICAN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進步進步進步進步、、、、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快樂人生」」」」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多媒體自學課程 

資資資資助機構及助機構及助機構及助機構及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    

    

資資資資助機構助機構助機構助機構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基金會 

 

 

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澳門中華教育會 

澳門動物福利會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養生堂 胡英莉診所 

婦聯學校 聖善學校 

福建學校 氹仔中葡學校 

北區中葡小學 高美士中葡中學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