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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發熱發光

Sam Kung
MSAA 會長

MS ALOHA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時光飛逝，聖誕前夕作一個小結，MSAA 秉承一貫宗旨，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好讓
校友可以透過參與，有所得著。讓我們與你一起回顧今年的多采多姿活動，如果你錯
過了，我們希望明年可以見到你的踪影，作為給予我們的鼓勵 !

今屆的班底以 3 個舊人配搭 5 個新人，期望在新的思維和火花沖擊下，更有新意。

暮春之際，  Tony 統籌了新一屆 MSAA 就職典禮之後，  由 Matthew 先為本會打嚮頭
炮，他除了是我們會議召集人，還精心策劃了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orkshop，
昔日曾上莊的他，富有實幹經驗，很順利地辦到有聲有色。他的一團火，在 5 月燃燒
了 Eddie，身為副會長的他，透過邀請 3 位傑出校友來分享工作心得，他們給學生作
了一個精彩的演說，看見學生參與後的得著臉色，使我們都添上莫明欣慰。

炎炎夏日，David 構思了以「咖啡」會友，令一眾咖啡迷痴可以上了一個別開新面的
coffee tasting，亦知道公平貿易的重要性；當天相聚，樂也融融。正因為我們籌辦
的活動形式多元化，如果可以放上電子刊物上， 永存紀錄，  讓向隅的校友，可以在任
何時候，透過電子平台，與我們分享箇中點滴。MS Aloha 會刊便由此創運而生，
Lilian 負起編輯之重擔，創刊號面世，事前所遇的困難，非筆墨所能形容，MS Aloha
將本會信息和你們定時連結在一起，加上 Linus 為我們擔起網上宣傳之責，  確保將需
要宣傳時的資料，定時發放。

Kitty 是我們的司庫，處理帳目井井有序，一目了然；她亦統籌了一場專業人士講座，
邀請了大律師闡釋生活上的法律小百科，秋天除了是落葉季節，大家還享受了一場風
趣和生動的專題性講座。靜極思動； Eddie、Tony 和 Matthew 更聯手合辦了以足球、
籃球和校友組隊競賽，此謂「校友齊參予，球賽樂無窮」。

在新的班底中，我們是每 2 個月開會一次，旁人如我，不得不讚一句，即使身體縱有
多不適，Eddie 都堅持抱恙出席，無論工作有多繁重，David 更在放工後狂奔趕回來
開會，他們的承擔，堅持和責任心，教人動容，其他幹事同心出力，這種精神，亦互
相激勵對方。此外，所有曾給予本會出力的人，包括 helper Celia ( 她為我們採訪各
校友 )，本會致以衷心感謝 !

最後，  不能不提的是，MS 部門給我們的肯定和資源配合，  Winnie 每次為我們加班開
會，身體力行，對她的幫忙和參與，心存感激，對現有的班底，更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來年合作機會，盡展所長，盡力做到最好，精彩人生共創，口碑互傳 ! 

2011 年，本會還需要多一些對 MS 有歸屬感的人，願意付出時間、精力、心思的你，
歡迎電郵 : msalumni@cityu.edu.hk，一起群策群力，發熱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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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也有瀏覽 Facebook 的習慣,我也喜歡見到朋友的近況。看到朋友
分享旅遊相片、結婚喜訊、孩子出世等歡欣消息都替他們感到喜悅。曾經有激
烈的討論，Facebook 是否需要 dislike 這功能。偶有閱到不喜歡的消息，我會
選擇略過，不會放於心裡，也不會產生 dislike 的念頭。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至今也未有計劃加入這 dislike 功能，也許是認同 Facebook 
是一個分享平台向朋友發放正面的信息。

管理科學系舊生會 (MSAA) 或多或少跟 Facebook 有着共同的理念。MSAA 的
存在正是提供一個平台，給予不同年份畢業的管理科學系的校友，跟管理科學
系的教職員及現任學生連結在一起。校友會是希望建立這個平台，透過團結校
友，互相學習及進步。事實上我亦見過很多校友會朋友及剛畢業的學生，於校
友會中拓濶人際網絡，甚至對事業上提供正面幫助。

過往一年我們舉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如 SAS 講座、專業人士講座、咖啡
品嘗、球類比賽及MS Aloha通訊等，來滿足各校友的喜好。倘若你們喜歡我們
這些活動，不僅給我們一個 'like' 作出鼓勵，我們更期待各校友的積極參與。

從Facebook看管理科學系校友

Eddie Chan
MSAA 副會長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6134507444

MS ALOHA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假如你對我們的活動有意見的話，請不要 
'dislike'，我們更需要依靠大家正面的建議，
協助本會的改善、 進步及成長。

最後一提，我們校友會亦設有 official 的 
Facebook 群組，歡迎大家加入， 也懇請通
知你認識的校友加入，或許你會發現你的同
事也是校友。 我們將會透過這平台發放最
新的活動信息，若大家有任何意見也歡迎使
用這互動平台提出。

聖誕及新年快到了，在此我謹代表本會祝大
家聖誕快樂及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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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only been a year since I �rst met Sam, the president of the MSAA. Without any prior 
experience in any roles of any committee or working groups, I was quite surprised by his 
invitation to join the MSAA committee. Being a part time postgraduate, I only present at the 
campus few hours a week during my schooling in City U.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actually start knowing the people and its culture. 
 
It is not rare to see more than one board of committee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However, on the day the 3rd MSAA committee was elected, there was only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department and us. In many overseas universities, the alumni itself 
is a valuable asset. Large corporations even pay to get access to the alumni database in order to 
hunt for the right person.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story seems to be di�erent. 
 
Applications for master degree hit high after the �nancial crisis. People desperately want to get 
in however, it is funny to know how many of them can keep their enthusiasm and show up in the 
alumni activities after the congregation. Some may only go for a master degree since many else 
have one while some believe it adds value to the CV. Is it all about getting a sheet of paper, 
namely the certi�cate, going to school?
 
At work, I can only utilize my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very limited area. The professors did give me 
new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s in problem solving. However, what accounts most as my reward 
here is the network I build. I believe postgraduate studying is a chance to extend your personal 
network and di�use into areas outside work and friends. While MSAA, or any other alumni, is the 
platform to keep your network spreading even after you leave the school. 

Outside classroom

David Lai
Committee member of MSAA

MS ALOHA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For undergraduates, alumni is a compass pointing 
the way ahead. It is a source of free consultancy 
where you can �nd professionals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of you. There is never a shortcut to 
success but we and other alumni members can 
always share with you the keys in our own areas. 
 
Being the coordinator of the co�ee tasting event in 
last summer, I can tell the di�culties within even 
though it is a small scale event. There is much more 
work behind the curtain than the scene play on 
stage. I believe under the hard work of Sam (our 
president), Eddie (our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 
alumni members, more will realize the power, fun 
and value of MSAA. Only with the participations of all 
of you, we can magnify the network and joy of M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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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A has a NEW logo!!
It is regenerated from the old design. 
MSAA is a part of City U. So, we have 
incorporated 2 basic colours - blue 
and green in our new logo.

A green line is added under “Alumni 
Association”. This emphasized our 
passion and showed our support to 
MSAA.

We hope you like it!

MSAA aims to...
• build and sustain strong relationship amongst the alumni, staff and students
• foster long-term links of its members  and cultivat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 

Time flies. The 3rd committee board of MSAA has commended its service for 
a year already. Has the 3rd committee board performed well in 2010?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With your valu-
able feedback, we can understand your needs and improve gradually.

Your opinion will make us grow and shine.
Please kindly help us to fill in a survey. All 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only be 
used for analysis and MSAA development purpose.
To appreciate your effort in giving us valuable feedback, a special gift will be 
given. Don’t miss it, Act NOW!!

http://sites.google.com/site/msaasurvey/home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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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nline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Form - ACT NOW!
Our website is also enhanced for better navigation.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will be the process of member application. We have 
put it online. 

If you are still not MSAA member, join us immediately at our online platform -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lease also 
recommend the fellow students to join us. 



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Professor
MS 教職員專訪 MS A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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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教授在 1977 年獲得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博士學
位，現在我校管理科學系任講座教授。在加入城大之前，黎教授曾任香港國泰航空公
司的高級運籌分析師以及美商聯合炭化公司遠東區域經理，負責市場訊息系統的建立
與運作。在我校長達26年的教學和科研中，黎教授還擔任過內地數所大學的兼任教授，
包括「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以及「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華中科
技大學」管理學院、「暨南大學」與「北京華北電力大學」的兼任教授。此外，黎教授
現在還是湖南省政協委員。

今天訪問從瞭解 MS 的歷史開始，黎教授彷如一本活字典，知無不言，言無不實。在
1979 年，黎教授和一班志同道合之仕，共同創立了 Hong Kong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他也是該會創會主席，致力推廣運籌學活動。在城大前身香港城
市理工學院創校時，黎教授當時只是 External Advisory Board 的成員，但黎教授和
當時 Mathematical Studies 的系主任都認為城大需要開設一門獨特的學科，把定量
的方法應用在管理上。黎教授隨即被邀請加入城大開發這門新的學科。在經歷了撰寫
計劃書、 課程驗證等艱辛的日子，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QAB終於在1986年開設。
緊 接 其 後，學 系 名 稱 由 Mathematical Study 變 成 Applied Statistics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後來再演變成今天的Management Sciences。由此可見，
城大的管理科學可以發展到今天的世界級水平，黎教授實在是功不可沒。

(mskklai@cityu.edu.hk)

施比受，更有福

Professor KK Lai

MS歷史的活字典...

在一個不尋常的下午–黑色暴雨，我們訪問了一位
不平凡的學者–黎建強教授。

初次進入黎教授的辦公室， 藏書量之多， 足以令人咋
舌。 可想而知，黎教授是一個博學之人。在訪問的過程
中，樂天知命的他，臉上經常掛著親切的笑容，使到這
節訪問，時刻瀰漫著愉快的氣氛。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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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問及黎教授在他的人生旅程上是否有任何東西令他特別感到自豪，黎教授隨即
告訴我三件事。第一件事發生在 2006 年，黎教授被「世界經理人週刊」選為中國十
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大師。第二件事在 2008 年，中國教育部聘請他為長江學者講座
教授。最後在 2009 年，黎教授在五十萬名校友中脫穎而出，獲其母校 ( 美國密歇根州
立大學 ) 頒發傑出國際校友獎的榮銜。縱使黎教授獲得不少學術上的名銜，但他認為
最感到自豪的卻是他在社會公益上的付出，黎教授是香港福幼基金會副主席，在過去
十六年間，他從不間斷地幫助中國大陸的教育公益，參與了多間中、小學的興建，以
及援助殘疾兒童等項目。黎教授深明「施比受，更有福」之道，他身體力行、永不言
倦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很多人都曾經問過， 為甚麼 MAQAB 是一個文科 (Art) 學位而不是理科 (Science) 呢 ?
黎教授告訴我們在課程設計上，雖然很多學科都是用定量去計算、用軟件來分析，表
面上好像很科學化，但在現實的商業社會中，沒有一本通書可以看到老，不同人有不
同的見解和處理手法，所以將 MAQAB 歸納為較藝術的 Art 更為貼切。

為甚麼MAQAB是一個文科(Art)學位?

最自豪的三件事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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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 Sam Kung

在黎教授眼中，管理科學系的校友能在不同行業 ( 如物流、 金融、公營機構等 ) 發展
理想，隨著香港教育制度的改變，畢業生求學時期的學習應以闊度為主，在日後工作
上便是一個深度的培訓，在學校學習不同學科， 見識不同範疇的知識， 都有助啟發思
想，對未來工作有一定的幫助。此外，黎教授更感性地寄語大家應珍惜相聚的緣份，
透過大學或校友會平台，時刻保持聯繫，分享彼此開心或不開心的片段，將 MS 發揚
光大。

當我們問及黎教授人生的「座右銘」時， 他脫口而出說 :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這句話告訴我們無論工作或玩樂，都要全情投入，達至最佳效果。

總括而言，筆者有幸訪問黎教授這位資深學者，無論外面天氣是晴是陰，但黎教授值
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和樂善好施之精神，足以光照我們內心深處﹗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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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MS Aloha 要訪問的嘉賓，和MSAA 
淵源深厚，她既是 BBAQAB 畢業生，亦
是 MSAA 的籌委幹事，從畢業後到成為城
大的教職員一分子，她對城大的深厚感情
是不容置疑的。現在只要細閱本文，便可

以窺探 Sally鮮為人知和有趣的分享。

(mssallyt@cityu.edu.hk)
BBAQAB 2000 graduate

巾幗勝鬚眉

Miss Sally Tsang

從好學生變成好老師從好學生變成好老師

Sally 孜孜不倦地學習，繼於城市大學畢業後，她不斷充實自己，相繼進修碩士課程 : 
Master of System Engineering &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及 Master of 
Statistics。她相信只有努力和充實自己， 才能在工作上發揮得最好，亦可將和最合適
的知識教授給學生。

Sally 自畢業後即投身城大這個大家庭，由最初出任 Demonstrator 到現在成為
Instructor，實在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教學的熱誠。在城大的十載期間，她除了在學
術上無私地傳授知識給同學們外，她亦為同學在大學的成長作出循循善誘的指導和貢
獻。從第一屆的 MSAA 會務中，她代表學校和我們一起開會，提出支援和策劃活動，
有了一個對學校， 部門認識的局內人， 令 MSAA 可以更快上了軌道。在公務上和她接
觸，便感到她的慧黠，她說話往往令人聽得舒服，絕不怕她會得失任何人，這與她的
個人修為， 一定是成正比的， 不問而知，她一定是位愛閱讀和學習的人， 和她共事合
作，魄力猶勝於男兒，在工作能力上， 如果硬要和一些男生相比， 必定教他們感到汗顏 ! 
真的「巾幗猶勝鬚眉」。

在大學的教學生活裏，她最為滿足的是組織給予同學的 Student Mentoring 
Scheme, Student Personal Development Scheme 及 Internship Programme ，
她能透過這些活動，給同學們適當的指導和方向，使他們更快適應和了解大學的生活。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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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年，畢業生選擇未來工作都較為迷茫，有些人抱著得過且過之心，缺乏人生目標，
未必為日後工作想得太遠。 所以 Sally 希望他們可以早日計劃， 找到適合自己的新方向
，認清自己及做回自己。大學生涯前累積的 20 多年學習，是為日後漫長歲月的準備，
在現今 3 年制的大學生涯是應該享受學習的樂趣，在大學遇到失敗是沒有什麼大不了
的事，反而是要從失敗中醒悟，吸收教訓，為未來成功奠下良好的基石。

由城大學生蛻變成為城大教職員，她的成長之路顯得十分順利，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她寄予大家處事要「大膽假設，小心求正」。社會上有很多資訊，數據，如果要得到
任何科學化的結論，是需要做到大膽假設，小心求正的學習態度。

她教導同學的不單是學術上的知識， 還有做人的道理: 同學們可把握大學三年的時光，
有方向及目標去實踐自己的理想。同學們與她亦師亦友，感激她深切的關懷，亦多謝
她精湛的教學，使他們可在課堂上得到豐富的知識，令他們終生授用，她認真的教學，
定必感染每一位學生，努力學習。

此外，筆者有幸應邀出席她的婚禮，看見有很多她教導的學生出席觀禮，加上聽見很
多畢業校友對她的稱讚，如果可以在網上舉辦最受歡迎的教師或人氣大獎，她必然眾
望所歸，當之無愧。能與學生打成一片的她，相信是管理科學系的表表者。

在分享教學點滴時，她擁有在跨國公司教授統計學原理經驗，原來教導在職人士和城
大學生在課堂學習上是有些微分別。在職人士上課時間更為密集，所以他們學習態度
更為專注，非常認真，學習時絕不苟且。

採訪者: Celia Leung, Lilian Li

從太太變成媽媽從太太變成媽媽

在這過冬季， Sally 已悄悄地踏入人
生的新階段，便是學習如何做過好
媽媽， 她不怕困難，勇於學者和面
對這個新角色。有了一個清晰目標
的她，無論做什麼事情，迎戰什麼
新挑戰都好，一定離成功之路不會
太遠 !

從失敗中醒悟從失敗中醒悟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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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佳節，除了和至愛親人一嚐豐富的聖
誕大餐或盛裝出席不同的舞會，還可以趁
此佳節，細閱本篇校友專訪。作為校友會
送給大家一點的小禮物，希望你們喜歡這
篇訪問文章，一起渡過一個以文會友的平
安夜或聖誕夜。

Mr. Barry Lo

(barrylo@bochk.com)
MAQAB 2004 graduate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請容我在此為大家說一個奮鬥的故事，一切從 29 年前說起。小勞 (Barry Lo) 自中七畢
業後，對事業也一樣迷茫。初出茅廬的他，成功入職於中資機構 － 鹽業銀行，被安
排在押匯部工作。他緊記父母訓諄：「少壯不努力，老大徙傷悲」，故深明勤奮用功，
必成大器之道。一直專注於工作的他， 多次獲得上司的青睞，按表現而晉升。 在 80 年
代，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大學畢業生瞬即成為各大公司的天之驕子。沒有學位的小勞，
明白知識的重要性，所以用了 6 年時間，在夜晚進修了他的第一個學士學位。

他知道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所以在工作崗位上，事事做足本份，在 88 年躍升為副
經理。在那個年頭，沒有學位而能躍升此職位，是難能可貴的事。當然，工作辛勤的
人比比皆是， 為何他可以脫穎而出？ 正因為銀行的業務繁多， 他無論在各操作部門 
( 押匯、放款及匯兌等 ) 都表現出色，謀定而後動和事事思考是其致勝之道，幫助他逐
步踏上工作上的青雲路。在 94 年底，憑藉出色的工作表現，他更被晉升為高級經理。

高處是否不勝寒？

位高固然要負責更大的重擔，交出亮麗的工作成績表是重要的；有幸地，他在 99 年被
挑選為 60 人精英培訓班的成員之一，該培訓班的目的是為公司挑選未來的舵手；亦為
中銀香港的革新作出準備。Barry 在 3 個月的培訓課程中，通過一連串嚴峻的考驗，
除了學懂不少知識，更發揮其遇強越強的精神。終於脫穎而出，成為未來管理團隊的
一份子，精英中的精英。公司給予他的機會，亦肯定他具有領導者的素質，為日後達
至更高境界而鋪路。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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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旁騖，處變不驚

其實，Barry 的仕途看似平坦，但當中所付出的努力，非筆墨所能形容，在學術方面，
持續進修的信念，繫於腦中，從不磨滅。他於 2002 年及 2006 年在城大分別進修
MAQAB 和 Msc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大家對一個管理高層，一定有興趣想知
他是如何分配寶貴時間。原來他喜歡打羽毛球來舒緩工作壓力，這亦是他的健康之道。
Barry 做事是很專心的，所謂心無旁騖，處變不驚，如果你亦有此素質，相信距離成
功之路不會遠矣。

工作能力獲得認同之際，更需要負責很多管理工作，譬如為各業務增收節支，科學化
管理等理念。他在 2001 年中銀香港成立後，擢升為處主管(助總)，擔任管理層，参與
零售業務工作；在2007年
委任副總經理，参與分銷
網絡工作；在09年因前輩
退休，接任總經理崗位，
主管營運部工作，掌管零
售、企業和資金業務上的
操作。

回想過去他憑著個人努力，
發揮潛能，為中銀香港順利
合併，磨合各行對轉變所帶
來之衝擊，重組各部門，發
行奧運鈔票等等，俱作出貢
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於2001年9月12日在香港
註冊成立，他為此重大的改
革而付出的心力，貢獻良
多；凡此種種，不能盡錄。

現在，偌大的一個辦公室，雖然是給他工作上的獎勵，但正因為食君之祿，分君之
憂，他時刻警惕自己不要鬆懈，繼續努力，功高權重，高處會否不勝寒，也不用多
想。這一刻，他只知要把握現狀，幹得更出色，迎接日後的挑戰更為重要。從小勞蛻
變成勞總，當中的付出，晉升是對其個人工作表現最好的鐡証。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由左至右): Sam, Celia, Barry,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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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與「誠」

每位成功人士，都有獨到的見地，Barry 本著兩個字:「尊」與「誠」。這二字對他來
說自小根深蒂固，他認為尊重別人和待人以誠是必須的。心中一直緊記，所以他待人
處事都是尊重別人為先，對長輩更是尊敬有加，這種處世之道，更彰顯其成功是不無
道理的。

Barry現時最奢侈的夢是可以進修PHD，最盼望的是乖兒子從加拿大回港，一家歡渡聖
誕。他送給大家的聖誕禮物是自己喜歡的一本好書，書名是「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Edwin Lefevre, Wiley Investment Classics」。聖誕快樂!

在管理科學系的兩年課程，Barry 的啟蒙老師包括 Dr. Bruce Lo、Dr. Carrie Lin 和
Dr. William Chung，他們分別教曉他 AHP、Project Management 和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等專門理論。從理論訓練思維，把管理科學系學到的知識，實
踐在銀行工作上，如魚得水，相得益彰。更難得的是，有些同學更受其賞識而加入中
銀這個大家庭，對於各校友們，原來在MS上課中，更有機會獲得一份理想的工作。

採訪者: Celia Leung, Sam Kung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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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comes the rst seminar of our “Professional Talk Series” – 
Practical Legal Tips! 

MSAA is delighted to have Albert Poon, Barrister-at-Law, as our speaker.  
Albert, LL.B. (Hons.), P.C.LL,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since 1990.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Civil & Criminal Litigation, Construction 
Summonses, Labour and Safety Regulations and Road Traffic cases.

Mr.Mr. Poon’s speech lasted for more than an hour and covered extensive areas that generated a lot of 
interests from the audience with lively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t the end.  Our discussion included 
top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like the regulations of downloading music and movies from the internet. 
Hopefully the seminar will help us avoid future legal pitfalls in this area.

Mr.Mr. Poon’s seminar also enlightened us with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sales and 
purchases of properties, such as the 50-year lease term and “ownership” of ats as parts 
or shares of the land of developers. The main legal concern is the title of property after 
2047 and I am sure every existing or future property own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explained by Mr. Poon.

TheThe issue relating to properties rights also extended to the arrangement of matrimonial properties 
of husband and wife upon divorce.  The topic created heated interest and several different scenarios 
were considered during discussion. Finally, Albert wrapped up his insightful and lively seminar by 
advising us on legal issues concerning traffic accidents and public injury claim.

Mr.Mr. Poon was well informed and he delivered his talk with a great sense of humour.   It was an 
enjoyable and memorable seminar and we thanked Mr. Poon for being so generous with his time.  
Time really ew when he was around.  We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other professional series 
talks in the coming months.

Shared by  Kitty Ho, Treasurer of MSAA

Professional Talk Series No.1 
on 11 Sep 2010
Guest Speaker: Mr. Albert Poon 

Exciting memory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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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沒有到過 CityU?
可有多久沒有上過 MS department 的大門口 ?
還記得上堂找課室的逸事，或回味與知已結伴在 Canteen 食飯的片段嗎 ?

假如你已錯過了 12 月 12 日的校慶日；鑑於學校發展一日千里，相信是時候回來走
一趟，寓尋寶於娛樂，掛歡笑於心中，你更可以相邀你的知己好友，一同重溫你曾
走過的快樂時光。

「MSAA 尋寶大行動」現正召集一眾具智慧、善謀略的朋友，運用大會所給予
的地圖和提示，找出指定的地點，並透過回答問題，除了重溫過去在 CityU 和 MS
的足印，更可以回味當年在大學生涯的片段，勝出隊伍，更可獲贈精美紀念品。

參賽資格：
   年齡、背景不拘
   必須有一顆熱熾的心，富冒險精神

遊戲規則：
   2 至 3 人為一單元，共十五單元為額滿
   如一人報名，則由本會安排分配組別
   運用大會所給予的地圖和提示，找出指定的地點，以最快完成為勝出隊伍

舉辦日期： 15/01/2011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2:00-4:30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校園 ， Room B5-210 集合
如有查詢，可致電 Lilian Li  60291241 或 Eddie Chan 96236424。
         
報名費用 : MSAA 會員 $10，非 MSAA 會員 $20 
報名方式：
請電郵姓名、學系、畢業年份、電郵地址、公司名稱和職銜往 
msalumni@cityu.edu.hk 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2011 年 1 月 5 日 ( 星期六 )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Let’s share your story
We are welcome to share your story, photo or any interesting 
items with us. It is easy,just send us your material to
  msalumni@cityu.edu.hk 
  Subject: MS Aloha - Your own place
  with attachment less than 6MB.
* Every entry will have a maximum of A4 page
* MSAA reserves the final judgment on the published material

You will be given a special souvenir for being an owner in here.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entry!Act Now!

MS ALOHA

Such a great day, can’t demand further!
from Lilian Li @New Zealand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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