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ued in March 2011

MS ALOHA

Event Highlight
MS 足球大戰

Online Survey

Issue Three

專訪 Prof. Kevin Chiang

MS 校友專訪 - Ms. Ruby Luk
Mr. Tony Leung & Mr. Rickel Yip

Coming Event:
Excel VBA workshop
Cheese and Wine' tasting event



Index

Days after graduation... - Lilian Li

MS 教職員專訪 - Prof. Kevin Chiang

Online Survey

MS 校友專訪 - Ms. Ruby Luk

MS 校友專訪
 

      Mr. Tony Leung & Mr. Rickel Yip

幹事心聲

我的交換生快樂時光

MS 足球大戰

MS ALOHA



P.1

MSAA first came across to me when I was still a Year 2 student joining mentorship 
programme. That is the first time I realized that we got a large number of alumni 
supporting all MS students. 

In the same year, I hav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writing successful stories for MS 
alumni to be published on ELITE, a subscription to all MS students. This is a good 
chance to lear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o understand the job searching process. It 
helped me to step forward to think about my future career. At the same time, 
MSAA also gave me a chance to draft the promotional emails for its activity. This 
probably led me to enter MSAA committee.

With sincere invitation from Sam, the president of 3rd MSAA committee board, I 
have joined to be the new committee member of MSAA. The friendly atmosphere 
during meeting is the thing I most enjoy. Another thing that surprised me is the 
publishing of MS Aloha. 

First issue of MS Aloha faced much difficulty, from the name, design, content to 
every small detail, we have to wor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am glad to have the 
full support and quick response from the team. Finally, MS Aloha is first issued in 
September 2010 to recall the memories of school years. 

Days after graduation...

Lilian Li
Committee member of MSAA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613450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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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understand we may not meet every expectation, please give us your valuable 
feedback at msalumni@cityu.edu.hk.

We also welcome you to join us as 
interviewers, copyrighters or designers 
for MS Aloha. It will definitely be an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job.

Ultimately, we hope that you will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MS Aloha while you 
are reading the current on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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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兔年的大年初四，處處洋溢着濃厚的過年氣氛，喜氣洋洋。相邀 Ruby 談
論學習、工作和做人處事的心得，時刻感受到她的從容、喜樂，很享受這一段愉
快的時光。

(rubyysluk@gmail.com )
MAQAB 2002 graduate

Miss Ruby Luk

把握機會、隨遇而安把握機會、隨遇而安

努力不懈、從不間斷的學習使她樂於面對工作上的挑戰，更助她解決各式各樣的難題。   
Ruby 道出學習讓她易於接受新事物，明白到要提升自己必須不斷改進，不被固有的
框框規限着。她認為對工作應具備責任心，她在工作上的態度是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Life” ─ 要為服務對象提供 “Quality Service”，必須跟着時代變遷不斷改進
自己，及對工作進行相關的重整和簡化 (re-engineering & streamlining) ，以提升
工作效率和效益。但工作效率的提升，不是要人更忙碌，而應同時讓人有更多時間去
享受生活 ( 即 Quality Life)，使之達致生活與工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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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與筆者攝於畢業

Ruby 在 2002 年於城大修畢 MAQAB，亦是筆者的
同窗及摯友，現於政府部門擔任行政工作。請教她
有關讀書的心得，她娓娓說出視讀書為一種興趣，
因此她着重學習的過程，亦從不計較考試成績。她
分享若然對一件事物有興趣，便會用心學習，再加
上輕鬆享受的心情，自然事半功倍。從而得知 Ruby 
對數字及分析必有莫大興趣，不然她不會選擇上述
學科，亦不會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Ruby 勸勉我們應學懂感恩，感激身邊已經有很多
美好的事物，不要只懂埋怨，更要堅強地面對人
生的挫折。最後 Ruby 帶給我們她的人生座右銘 :

「隨遇而安」，凡事抱着平常心，不必強求，自然
會活得開心自在。

對於如何面對逆境，一直有參與印度和內
地扶貧工作的 Ruby，認為現時有些香港
人背着負能量去面對逆境，但相比於世界
各地的貧窮人和各樣天災人禍的災民，我
們遭遇的所謂不幸，很多時實在是微不足
道。Ruby 曾到過南亞海嘯災區探望一些
受災的漁民，他們雖經歷家破人亡，但仍
堅強面對。最令 Ruby 感動的是他們在生
活無以為繼的情況下，仍為探訪隊送上一
大盆剛捉回來的魚，以表達他們的謝意。

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Alumni
MS 校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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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 Celia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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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於安排時間亦是 Ruby 的另一成功之道，她習慣將各
樣已知的計劃和事情預先記錄在行事曆內，以便分配時
間，把預定的事項一一完成。Ruby 亦很懂得珍惜每一個
機會，當她遇上機會便會立刻把握，使機會變成行動，
即使失敗亦不必介意。因此，她建議年青人可在各方面
多加嘗試，毋須太多顧慮；但當機會來臨時，就要好好
把握，例如：在預備工作面試時，應對該工作和應徵機
構多作了解，亦要檢視自己的強項如何與該工作配對，
當然，面試時的衣著外觀及禮儀態度亦非常重要。

印度之旅、 扶貧工作

活得開心紀念時刻，
攝於港澳定向追蹤活動

一派悠然的Ruby，
時刻掛著親切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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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是供應鏈中很重要的部份，業內人士負責規劃、實施和控制正反向貨物
流動、倉存，以及貨物來源和消費點之間的服務及相關信息，從而滿足客戶所需。

為何你們不約而同地以「物流」為事業的起點？

Tony Leung - TL
Rickel Yip - RY

(rickel.yip@gmail.com)
BBAQAB 2002 graduate
Hellmann Worldwide Logistics Ltd., 
Sales Manager

(leungtoni@gmail.com)
BBAQAB 2002 graduate
DHL Supply Chain
Senior Manager, Supply Chain Solutions

Rickel Yip Tony Leung

物流雙聲道物流雙聲道

TL: 其實當時畢業和所有新人一樣，都有點迷茫，還記得第一份工是在金融機構工作，
但維持了兩個月，便轉職到另一間公司從事物流相關工作至今。現在主要負責物流方
案設計，替客戶解決物流難題，工作縱有挑戰和困難，但蠻有滿足感。

RY: 因為有長輩引薦，在 Hellmann 工作至今，漸漸地，對物流行業產生感情，選擇
物流業是因緣際遇的安排，相信是冥冥中自有主宰！多年來負責與不同國籍的客戶打
交道，人際關係技巧是不可或缺。

今期校友專訪，誠邀俱是 2002 年 BBAQAB 畢業生 Tony 和 Rickel，不謀而合地，他
們都選擇「物流業」為理想職業，Tony 既是 MSAA 幹事，亦是一個傑出的乒乓球愛
好者，擁有樂天性格和處事認真的態度。另一位校友 Rickel 對物流業的專注和個人音
樂才華，教人佩服。兩人對物流業的豐富經驗，俱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對象。Henry 
(Year 3, BBA MS 學生 )，更出席我們的訪問環節，近距離和兩位師兄交流，讓時光倒
流，訪問從畢業後的一年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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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物流業」的前景如何，作為新人應如何自持？

有什麼因素，可以獲得上司對自己工作
的青睞？

自畢業後，你們有否持續進修？

還記得有什麼有趣的校園片段和我們分享？

TL: 物流業是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行業，而且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商貿活動頻繁，香港
有中國這個增長的市場為盾，一定機會無限。新人要有北望神州之準備和學好普通話。
我現在的工作演說都是以英語和普通話為主。

RY: 十分同意 TL 的分析，新人在心理上要有回國工作的準備。

TL: 熱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不要事事計較和
存有怕吃虧的工作態度。同時，工作時要
多思考，不斷自我增值，與時並進。

RY: 勇於學習，每事問和每事要知，工作
目光要放遠一些。日常工作時更要不怕麻
煩，盡力做好。此外，多閱讀有關行業的
雜誌，吸收新事物。

TL: 在理大完成了一個工業物流系統理學碩士學位（MSc in Industrial Logistics 
Systems）。

RY: 在 港 大 進 修 了　MSc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持續進修和自我增值是重要的。

TL: 一定是「上莊」，擔任 Internal Secretary
一職，策劃和組織不同活動的快樂時光。

RY: 難忘 8:30am 上課的日子和上課携帶大型
樂器的狼狽相，哈哈！

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Alumni
MS 校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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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有什麼有趣的校園片段和我們分享？

你的人生哲學是什麼，可以告訴我們嗎？

工餘後，你的興趣主要是在那一方面？

這次訪問， 除了瞭解 TL/RY 對物流業的經驗，更令我們四人對 MSAA 的歸屬感增加了，
聚會更替我們奠下了友誼的基石。此外，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持續進修與物流有關的碩
士學位，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深深感染了我和你！

TL: 熱愛自己工作，對於已訂下的目標，就勇往直前，堅定不移！敢於接受新事物和
挑戰。

RY: Make a life easier! 做事化繁為簡！時刻抱著樂觀心態去面對。

TL: 因為年青時遇到一個出色的乒乓球教練，他發掘了自己的天份，並曾勇奪青少年冠
軍，更在北京參加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比賽，當中經驗，十分難忘。亦培育出自
己對乒乓球的喜愛，最近則發掘了打哥爾夫球的樂趣。

RY: 自初中時，便接觸了「法國號」樂器，累積了多年的國內外演奏經驗，組織了城
大管弦樂團，成為當中一份子，音樂是自己最喜歡的興趣，陶冶性情，舒緩壓力。

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Alumni
MS 校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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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Kung 記於一個歡愉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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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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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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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ng Event:
In the coming quarter of the year, we propose to organise an 'Excel VBA 
workshop' and a 'Cheese and Wine' tasting event.  If you have any comment 
or if you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us, please send us an email by 
msalumni@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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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學生隊」對「MS校友隊」的足球大戰終於在 2010 年
12月15日晚上演!是次賽事雖然曾因天雨關係改期，然而雨戰
環境卻仍改變不了。當晚雙方除了要面對濕滑的球場外，還要
應付嚴寒的天氣打一場「冷戰」，挑戰十二度氣溫，可是當晚球
賽氣氛依然熱鬧。

雙方進行熱身後雙方進行熱身後，比賽便馬上開始。比賽初段雙方互不相讓，加上場地濕滑，雙方高空攻勢
及反擊都比較難突破防守。直至比賽十分鐘，學生隊9號阿鋒於禁區頂以左腳扣定後再以右腳
施射，守門員立即飛身撲救但皮球在擦過門將手套後入網，學生隊領先。 
  
MS 校友隊整頓後再慢慢策動攻勢，雙方再次展開激烈的攻防戰。
MSMS 校友隊於左右路努力進攻，但往往被學生隊一一瓦解。但在上半場臨完
結之前，MS 校友隊9號 Chris Chu 於禁區外扣 定後馬上用右腳一抽，皮球
應聲入網。MS 校友隊憑 Chris Chu 扳平，以1比1完結上半場。 
  
由於天雨及低溫關係由於天雨及低溫關係，大家同意縮減中場休息時間，所以下半場很快便開
始。兩隊中場亦再次競逐皮球，務求再下一城，爭取致勝的入球。由於大
部份球員在上半場已拼盡全力，到了下半場雙方隊員開始氣力不繼，節奏開
始減慢。這時學生隊更有隊員傷出，Chris Chu便以外援身份加入學生隊，雙方競爭
更趨白熱化。就在下半場十五分鐘，外援 Chris Chu 於左面底線傳中，省中 MS 校友隊
後衞彈入球門，學生隊再次領先。 
  
其後其後 MS 校友隊全力反攻，但始終無法打破學生隊的穩健防守，最後學生隊以 
2 比 1 打敗 MS 校友隊勝出比賽。

李家業

2003 BBA QAB

MS 足球大戰
「MS學生隊」對「MS校友隊」 
- 2010年12月15日

Exciting memory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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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Corner X Exchange Students

我的交換生快樂時光

大家好，我係 MS Year 3 嘅 Henry，在我 Year 2 Sem A 的時候，我申請了往美國 
Clarkson University 為交換生，Clarkson U 位於 New York State，但係同 New York City 
相隔 6、7 個鐘車程，它位處於 New York State 最北之方向。

呢次嘅 exchange 生活，真係畢生難忘（相信每個去完 exchange 嘅人都會同樣覺得）。以
下是我的親身體會：

「我去嘅呢間 U 就比較細間啲，人都唔太多，但係個環境就好舒服，啲學生同 Professor 都好
nice」。

「Clarkson U 有唔少中國籍嘅學生，最特別係遇到兩個香港學生，有種他鄉遇故知嘅感覺」。

「我讀嘅科就比較分散，關 Management Science 事嘅就係 Operational Management 
同 Quality Management」。

「去 exchange 除左讀書，當然就會去下旅行。我自己都去左唔少地方玩」。

「最難忘係去 Boston，睇 NBA，狂食龍蝦，感受埋 Harvard、MIT 呢啲名校嘅校園氣氛」。

因為 Clarkson U 比較遠，每日都只係得兩班巴士出去較大 City ( 其中一班仲要係喺朝早 6
點鐘 )。可幸地我本身有車牌，而我們通常都是 5 個人去旅行，一架私家車就剛好滿座。租
車不會比搭巴士貴很多，而花在交通上的時間更易掌握。首先要多謝曾坐我車的 4 個摯友，
他們選擇信任我，將可貴的生命交予我，因為我考完牌之後都無駕駛車輛。但係好不幸地在
我第一次揸車去 Toronto 的時候，半路中途上，雨愈下愈大，大到比香港黑雨更嚴重。我們
又要披星戴月地趕去 Toronto 過關 ( 因為唔知關口何時關閉 )，所以無得慢下來，我唯有硬
著頭皮一路驅車前往，心情忐忑不安，雖然基本上係看不清條車路，只係看到前面架車的車
尾燈少少光。好彩最後都順利到達，仲即刻趕去觀賞尼加拉瓜大瀑布，現在回想起來，仍覺
得十分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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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Corner X Exchange Students

好多人都曾說，讀大學有幾件事一定要做，我自己覺得
去 exchange 真 係 大 學 生 活 中 要 試 過 嘅 野。
Exchange 真係令到我個人成長，學到更加多課堂以外
的知識，亦都體驗到世界是有多大，真係一個可堪回味
的經歷。所以如果你還是 Year 1 或者 Year 2 的階段，
就要快些去報名，唔好等到 Grad 左先來後悔呀 !!!

Henry Mak
cymak4@student.cityu.edu.hk

MSAA 新力軍大招募

我們誠邀你加入 MSAA 的大本營，如果你 :
    • 對 MS 系有歸屬感
    • 願意獻出寶貴時間、心思
    • 想認識各方校友，擴闊人際網絡

歡迎你來一起參予策劃本年度各項目及 MS Aloha 的製作，
不管你是學生或校友，只要你願意共同出一分力、發一點光。
請快把握機會，將你的個人資料 (姓名、 畢業學系、 畢業年份、
聯絡電話 ) 電郵至 msalumni@cityu.edu.hk，我們將會有專
人與你聯絡，並會送上精美禮品乙份，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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