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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Editor
主編的話

構思今期主題，經過一輪腦震盪，眾人同意用 SOM 為主題，如果你是從此系畢業，一
定會更有共嗚。透過邀請 2 位 SOM 畢業生 Stephen/ Fiona 及從事服務性行業之校友 
Rebecca 參予心理測驗，藉此發現箇中的異同個性、綜合分析測試結果、饒有趣味。
再邀請現任 BBA SOM Program Leader 資深副教授 Dr. Tso 進行專訪， 與主題一脈相
承。

此外，  今期增添了兩個新專欄：  「MSAA 會員蹤影」    和  「I think you have been…
Singapore」，希望多用圖片表達我們想告訴你的信息。更增加了兩個新力軍：
Florence 開始幫我們 MS Aloha 做 Graphic Design，而 Kitson 則幫我們拍照。最後，
「Reader’ s Corner」，一個屬於大家的專欄，以圖片和文字，分享你們的生活片段，歡
迎各人踴躍來稿 (Email: msalumni@cityu.edu.hk)!

多謝大家支持，希望大家喜歡今期的 MS Aloha!
Lilian Li

MSAA 幹事

進步只因想為你帶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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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Professor
MS 教職員專訪

從SOM論

「勤力」之道

Dr. TSO

今期 MS Aloha 以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M) 為主題，
所以請來資深副教授Dr. Tso 為我們看看SOM近10年之轉變。於加拿大University of To-
ronto 修讀PhD資歷後期，他亦同時在York University任教，因緣制會，遇上城大的海
外招聘會，最終決定了回港發展，轉瞬間，他在城大教學已超過20年，亦是BBA SOM 
Program Leader 和 MS Associate Head。曾和他接觸的學生不計其數，筆者亦有幸上了他的
課，獲益良多。

從第一屆SOM的30人而遞增至現今的60人，Dr. Tso所付出的心力自然不會少。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Program Leader，從課

程策劃、質檢、招聘和宣傳推廣，各方面

都要配合得宜。因應SOM的課程變化

，統計軟件的更新配合教學，他絕不會

因循苟且，懂得運用更多公司個案來在

課堂上給學生研究分析，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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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永不鬆懈

SOM的畢業生出路較闊，可謂前線或後
勤皆相宜。如服務性行業的工種，可以
選擇在銀行、酒店或航空公司入職，有
些更從事了物流、統計性質工作，正因
為服務性行業入行門檻較低，現今社會
要吸納專才的名額比通識教育的為少
，基於供求定律，SOM課程的包容性更
大，使畢業生更容易獲聘，明白從工作
中裝備自己，永不鬆懈，配合公司發展
，亦符合畢業生的期望。

從Dr.Tso口中，最津津樂道的是95年成立了

Statistical Consulting Unit
幫助大學行政部門所需要的調查和分析，例如城大在不同媒
體的宣傳推廣，量度它的市場效果。此外，市場調查最重要是貼近民生，分析結果最好

可以幫助人們改善生活；例如，曾幫律政署搜集一些對樓按掛鈎的定額收
費調查，最終改進了律師高昂的慣性收費。另外，為CitiBank每年進行的百
萬富翁調查，都是頗有口碑的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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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從容面對、勤力是成功因素

  後記：
    10年後再遇曹教授，竟然發現歲月未有留痕，
    真的要請教他有何不老秘方？答案很簡單，做
    事只要盡了心和力，用平常心面對，不應緊張
   得與失，如能明白憂能傷身之道，何不處之泰
  然？

Dr. Tso email: msgtso@cityu.edu.hk
採訪者： Eddie Chan X Sam Kung

還有不得不提的是；他負責有關港人民生的兩大指數。自
97年起，已開始每年進行城大香港消費者滿意指數(HK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之調查；08年更增加了兩岸四
地消費者信心指數(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香港部份
的調查，每季公佈有關數字給大眾參考，成為一個重要的
民生統計數字。

Dr. Tso 的人生哲學是很簡單，大家都懂的
兩字---「勤力」，不應妄想一步登天，
而是要按步就班，為實踐目標而付出努力
，離成功之路是不會遠。聽他分享，真的
感到酒是愈舊愈醇的道理，話裡行間，滲
出生活智慧，歷久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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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以 SOM 為主題，亦透過別出新面的心理測驗，瞭解 SOM 畢業生與任職零售服務
業的校友，看看各人性格上、工作上有否雷同或差異。未做測驗時，筆者已經發現 3 位
嘉賓俱有平易近人的性格，融入人群的親和力和惹人喜悅的面孔。

先介紹 3 位主角出場。第一位是 Rebecca Leung，她從事大型品牌化妝品行業超過 10
年，經常在大中華區巡視業務，每年出差比我坐計程車還要多。在課堂上學懂了分析工
作報告技巧，在漫長工作生涯中，她認為對工作熱忱是不可或缺。在場得體的對答，令
我感受到她在服務化妝品行業多年的功力。

另一位 Stephen Tsang，他富有陽光式的笑容，感染了我們每位如沐春風。他是 09 年
SOM 畢業生，他告訴我們當屆只有少數同學從事銀行業，其他同學都紮根於不同行業。
他畢業後，曾在大型服裝連鎖店做過時裝服飾分析工作，礙於對衣料品種的分析缺乏興
趣，最終都是選擇在商業銀行部發展事業。

最後壓軸介紹的是 Fiona Sze，小妮子擁有甜美的笑客，亦是 09 年 SOM 校友，現職於
地產公司從事市場推廣工作，為公司在天津大型樓盤，展開宣傳策劃的工作。正因為
SOM 學科有 Services Marketing，在大學時代已薰陶了她對市場營銷的工作有濃厚興
趣，所以對現職工作幹得十分起勁。

在我們的穿針引線下，不消多久，3 人都侃侃而談，談著彼此工作上的見地，說著昔日
校園的逸事，不消片刻他們都漸漸熟悉起來，彷似有著很多共通點。

Rebecca Leung
(rebecca_0668@yahoo.com.hk)
MAQAB 2002 graduate
Estee Lauder, Travel Retailing

Stephen Tsang
(supertkf@hotmail.com)
BASOM 2009 graduate
Hang Seng Bank, Trade Project Officer

Fiona Sze
(fiona_sze720@yahoo.com.hk)
BASOM 2009 graduate
Goldin Property Holdings, 
Project Assistant

心理測試 - SOM三星會

從心理測驗，看服務性行業從業員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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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簡析

為了更了解 3 位嘉賓的性格和對
事業的看法，我們進行了一個簡
單而有趣的心理測驗，以管理科
學態度，去探求他們的共通點，
答案和分析純作參考之用。有關
心理測驗的問題、參考答案，可
參閱附錄 1- 3。

從答案得知，Rebecca 是一個生命充滿活力，
積極向上的人。而且性情隨和，生活充滿快樂，
亦相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愛，希望有一個能了
解 她 的 人，是 個 標 準 的 樂 天 派。在 事 業 上，
Rebecca 具有領導特質，敏銳的觀察力，能洞
悉週遭的每一件事，亦喜愛鼓勵別人發揮最大的
潛能，而且人緣很好，相信 Rebecca 在工作崗
位上必能發揮她的領導技巧，展現她靈活分析個
性，日後事業必定能更上一層樓。以 Rebecca
的隨和性格，相信她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十分美滿
和快樂。

本期另一之星 Stephen，他珍惜愛情與友誼，非常
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愛，希望被人熱愛和了解，更
愛與思想積極的人一起工作。對於事業，Stephen
擁有計劃人生的大方向，愛自由和富冒險精神，亦
是一個很重視工作態度的人；從分析中，知道他是
一 個 很 理 性，具 有 發 明 與 創 造 力 的 人，相 信
Stephen 在工作上必定把他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亦必會為自己定下的目標和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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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亦和 Stephen 同樣地是喜歡和珍惜與人
相處的時光，她希望有一個人，能了解她，選
擇與一些富積極人生態度和理想的人交往。對
於事業，Fiona 是一個很有耐性、堅定、冷靜
和富威嚴的理性決策者。她可能喜歡追根究底，
並且會記取過去所犯的錯誤，作為日後成功之
經驗，一步一步地朝著自己的人生目標進發。
深信 Fiona 對現在的工作必充滿熱誠，對未來
的挑戰充滿信心，亦相信在她的身邊必定有很
多愛她和關心她的人。

從上述測驗中，清楚發現 3 位嘉賓不謀而合地都是相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所
以當筆者提出有此訪問，他們都仗義幫忙。無獨有偶，他們有兩條題目是選取同一
答案，是以人與人之間的情愛為依歸，即是對愛人、親人、摯友的愛比個人事業更
為看重，所以成為她 / 他們的朋友是蠻幸福的。具有愛心的人，是成為 SOM 畢業生
或服務業從業員不可或缺的特質，亦是日後成功之基石。如果你有興趣作個小測試，
請參考附錄 1-3 的心理測驗吧 ! ( 以上分析，純按標準答案而歸納出來，信與不信，
看官自辨。)

特別鳴謝 Monsieur CHATTÉ 借出雅緻場地給我們作出訪問。

Celia Leung X Sam Kung

(From left to right): Celia Leung, Rebecca Leung, Sam Kung, Fiona Sze, Stephen Tsang, 

Eddie Chan, Matthew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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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曾為找工作而煩惱 ? 對踏足社會工作既喜且憂 ? 快將畢業的同學要留意了，這次
MSAA 訪問的對象是在 2009 年畢業於 MST 的 VIVIAN， 她與筆者頗有緣，先後在 MS 
Department 的刊物和 SAS lab 裡相遇， 最後更在同一公司的人事部有心人協助下令我
們相認，以下就讓我們一起了解 VIVIAN 在 MST 的日子和畢業後的經歷吧。

當初為何選擇了城大的 MST ?
我的成績不算太突出，可選的學科不多，那時候收到了港大數學系的 OFFER，心想以港
大的名氣將來找工作會容易一點，內心掙扎了很久，最後都是選了城大的 MST，因覺得
它的課程較著重實踐， 有專門講解 ACCESS、EXCEL、SAS、VBA 的學科，而且隸屬
BBA，出路較闊一點。

在 MS 的日子裡什麼事情令你覺得開心， 最令人懷念 ?
最開心的是一班同學一起溫書，一起在 LAB 通宵達旦做 PROJECT，大家互相勉勵，那
時更是我們最團結的時候，還有在 HALL 煮飯玩 GAME、 籌備活動…， 當年我也協助籌
劃 GRADUATION DINNER 呢 ! 亦是這大學 3 年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個回憶。

可否介紹一下你現在的工作 ?
我現時在一間電子零件分銷商工作，主要負責分析和監控各地的存貨量，另還須與各地
供應商和分銷網絡的銷售人員聯絡及溝通，確保存貨量能有效地供各地分配。

緬懷昔日校園逸事、
  分享今天職場經驗

Vivian Fan
(vifanym@hotmail.com)
BAMST, 2009 graduate
ARROW ASIA PACIFIC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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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確實是工作上一個重要的元素，有很多 SOFT 
SKILLS 和經驗並不是能夠從課堂或書本可得到的，好的上司
和同事對初出社會工作的同學的成長能有很大的幫助，妳同
意嗎 ?
確實如此， 雖然兼職的工作內容和現在的工作沒有直接關
係， 但卻帶給我 BUSINESS SENSE 和工作應有的態度，更認
識了很多好同事、好朋友，這對現在和將來都有幫助。其實
自大三時找工作開始， 已深深感受到人際網絡的重要，公司
的同事不斷給我意見和鼓勵，最感動的是，人事部的同事能
在我 CV、  COVER LETTER 甚至面試技巧上給予很多的意
見，更介紹不同中介公司給我，令我有更多尋找工作的渠道。

工作壓力和讀書壓力是兩碼子的事，你如何應付 ?
保持充足的睡眠，令工作時出錯機會減低。下班後便把所有
工作和有關工作的煩惱 “ 留下 ” 在公司， 做一些令自己開心
/ 輕鬆的事情；另外，行山、遊船河都是我下班後放鬆自己
的活動，這樣兩者都可以保持保衡。

最後請你給快將畢業的師弟師妹們一些忠告吧 !

在大二前，鎖定將來想從事的工作，
在 SUMMER BREAK 時可以嘗試有
關的 INTERN，一方面可以了解實際
工作情況，另一方面累積經驗，對
將來找工作都有幫助。另外，在大
三時，多留意各大企業的招聘講座，
尤其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或一些
MANAGEMENT TRAINEE 的 職 位，
可嘗試申請，通過集體面試和行為
測試，對將來其他的面試都有幫助。
值得一提，就業中心為同學提供尋
找工作的資源及專業意見。最後，
職場上良好的工作態度是最重要的
關鍵，甚至比技巧和知識更為重要。

David Lai
MSAA Committee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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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 i l  19,  MSAA organized a f ree 
Career Talk with JMEN magazine and 
Adecco for alumni and friend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eld a career talk off campus 
and this event took place at Ramas 
Oyster Bar & Grill. There were almost 1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our alumni, Jmen 
readers and Adecco consultants. 

W i th  f ree  f low ing  o f  red  w ine  and 
canapés for the whole evening, the event 
started with the lively Adecco team to 
coach us with interviewing skills through 
role play. The “Do and Don’ t” were 
summarized into ten commandment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e 
Q&A session at the end targeted our 
spec i f ic  p rob lems  and gave us  an  
opportunity to clarify any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workshop was followed by our wine 
expert who advised us that wine tasting 
comprised three steps, ie., look, smell and 
taste.  The fun didn’ t stop here.  After 
wine tasting, we were given professional 
t ips on how to dress properly with “5 
fashion tips and 5 fashion disasters”.

Career and Business Etiquette Workshop on 19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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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ful fashion talk by Maxwell Leung, Jmen Associate Director, gave us insight 
into the psychology of clothing and helped us create a positive and unique 
business image.  Finally, L’ Oreal experts shared their expertise on male grooming so 
that we could look bright, confident and presentable. 

All the participants enjoyed the lively workshop and illuminating talks and mingled 
later at the bar. The social networking was greatly facilitated by the coffee 
machine provided by Pacific Coffee which dispensed free latte and cappuccino.  
The relaxing atmosphere was perfect for our participant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nights I have ever had. I am glad I am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by Sam Kung

Exciting memory with YOU

Career and Business Etiquette Workshop on 19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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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the shop manager of Monsieur CHATTÉ, gave us some interest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cheese.  Throughout the tasting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heese, we learnt their styles, textures and flavors.   There were 8 varieties of 
cheese for us to try, 4 matching with white wine whereas another 4 matching with 
red wine.  As advised by Joe, cheese pairs with dry red wine in general though 
blue cheese preferably serves with dessert wine to have the optimal tasting.

AOC is the French certification granted to 
cheese, wines and so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could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Roquefor t  i s  the  f i r s t  cheese to  be 
awarded the AOC label in 1925 and was 
one of the cheeses we tried in the party.  
Its taste is slightly strong but the flavor 
changes once you sip some red wine.  It is 
fair to say that it is– better to taste it than 
smell it. 

The next challenge was Livarot. It is a soft, 
pungent, washed rind cheese made from 
cow’s milk.  Everyone was trying to describe 
the flavor ...and finally we got it...it was 
“salted fish”!

Do you know “Cheese” is generally produced by the milk of  
sheep, goats, cows and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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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iting memory with YOU

After a series of cheese tasting, we got 
some Cannelé,  renowned French 
p a s t r y ,  t o  c o u n t e r b a l a n c e  t h e  
sensation to our taste buds.  It is a 
specialty of the Bordeaux region with a 
caramelized crust outside as well as 
spongy and custard-like inside.

 

(Clockwise): Type Aging 
1. Roquefort Sheep 8-10 wks 
2. Brie de Meaux Cow 4-6 mths 
3. Neufchâtel Cow 8-10 wks 
4. Mimolette Cow 22+ mths 
5. Selle Surcher Goat 30 days 
6. Livarot Cow 6-8 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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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incerely thank Ms Caroline Chatté, the 
s h o p  o w n e r  o f  M o n s i e u r  C H A T T É ,  t o  
co-ordinate this event with MSAA. It helped 
us to know more about cheese and have a 
wonderful gathering with alumni and friends.  
Moreover, big thanks to Joe for arranging 
food, wine and souvenirs on top of preparing 
the run-down and h is  ef fort  i s  great ly  
appreciated.

Cheese & Wine Tasting @ Monsieur CHATTÉ
A sunny & cheerful afternoon on 7 May, 2011

Kitty Ho, MSAA Committee member

Do you know “Cheese” is generally produced by the milk of  
sheep, goats, cows and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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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iting memory with YOU

 

L u c k y  d r a w  –  t h e  
g r a n d  p r i z e  w a s  
É p o i s s e s  d e  B o u r -
g o g n e  ( s o - c a l l e d  
“King of the Cheese”) 
sponsored by Mon-
sieur CHATTÉ.

Alumni & friends were enjoying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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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 Singapore Reunion Dinner (12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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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th Inaugration ceremony, Management Sciences Society, City U,(21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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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20th inauguration ceremony, economic society, HKUST (20 April)

Discover & Innovate exhibition, City U, IFC Mall (4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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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日全食在中國回想       
Florence Leung (2001 BBAQAB graduate)

在偶然的機會下，我回到了 CityU 這個大家庭。今次並不是因為進修，而是參與一下 MS 
Alumni 的 " 義工 " 小組。好好利用一下工餘僅餘的時間。

原來畢業轉眼已近十年！雖然我都在平淡之中渡過，卻
慶幸自己能爭取機會，給自己一次可能是一生人只得一
次的經驗。那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次發生於中國境內的
一次日全食。

跟隨一班同好，一行二百多人，我們浩浩
蕩蕩地向著目的地 - 新疆 進發。由西安
出發，踏過絲綢之路，我們穿越了甘肅、
敦煌、吐魯番等地，終於到達了烏魯木齊。
就在烏魯木齊的不遠處，我們來到了伊吳
內的一個戈壁灘下榻。這裡豎起了過百個
軍用帳蓬，聚集了逾千人，他們都跟我們
一樣，為日全食而來。

我們在這裡渡過了最令人難忘，卻又最難熬的兩天。我們為著看日全食，甘願忍受近 36 度高
溫，烈日當空，更甚者，是我們都沒有洗身的食水！幸好天氣乾爽，身體才不至發出陣陣怪味。

就在黃昏時分，日全食終於來臨! 這神奇的一刻令在場每一個人都瘋狂得尖叫起來！而在我眼
前的不是太陽, 不是月球, 不是黑影, 是一個好像要將所有地上的一切都吞噬的 "黑洞" !!! 一刻
間，風雲變色，漫天灰暗。

在場的天文發燒友，有的拍攝影片，亦有拍攝照片。而我，當然是使用雙筒望遠鏡細細欣賞，
好好感受一下她的威力！

就在那神聖的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人的渺小。我們也很容易執著於自己的利益，個人的感受而
不懂珍惜已經擁有的。假若我們凡事都能好像處於日全食當中，用心去領會，卻又能放下自我，
不知會否給自己一個機會看清自己、看開世事呢 ?

以圖片和文字，分享你們的生活片段，
歡迎你踴躍來稿 (Email: msalumni@cityu.edu.hk)!



I think YOU have BEEN to...

                      ...SINGAPORE

以圖片和文字，分享你們的生活片段，
歡迎你踴躍來稿 (Email: msalumni@cityu.edu.hk)!

文東記
Blk 34 Whampoa West #01-93

黎記海南雞飯
342 Balester Road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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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肉
骨
茶

最為香港人熟識的文東記不用多作介紹，分店
很多，不少明星也是座上客，是旅遊新加坡必
食餐廳之一。

杜如風於節目內推介，說味道比文東記更勝一籌，大
家不妨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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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YOU have BEEN to...

                      ...SINGAPORE

TWG Tea Salon & Boutique
2 Orchard Turn, ION Orchard

龍海鮮螃蟹王
BLK232, Ang Mo Kio Ave3

逛到又熱又累，不如到TWG嘆下午茶．這次點了
Chocolate raspberry cake和 Good hope tea，
在此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新加坡同事推介，胡椒奶油螃蟹和螃蟹米粉
都是出名菜色．幸好同事預先通知，此店常
常大排長龍，建議最好於六時半前到達，否
則要排隊等約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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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以圖片和文字，分享你們的生活片段，
歡迎你踴躍來稿 (Email: msalumni@cityu.edu.hk)!



MSAA Special Offer
MSAA 會員優惠

MSAA 校友專享$1.5入油回贈

近年油價高企， 車主叫苦連天， 雖然市面有信用咭回
贈， 但折扣有限。

有見及此，MSAA校友會現與藝山公司合作為校友們提
供蜆殼 (Shell) 電油回贈。均一為 $1.5/L，另外校友之
親朋戚友亦可一同分享此折扣優惠。

有興趣之校友可到校友會網址下載申請表，直接寄回
藝山即可。立即申請，即享優惠!!
其他優惠，源源不絕，請密切留意校友會通訊。

P.19

下載申請表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benefits&CATEGORY=membership
註: 優惠由「藝山公司」提供，如有更改，以該公司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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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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當你年老時，請想像以下 3 個場景最令
你嚮往？
 A. 閒來沒事打打高爾夫球 
 B. 與兒孫戶外郊遊 
 C. 與老伴作伴依偎

2. 你有一個看板，你要在上面畫一個圖形
，你會畫以下哪種圖形？ 
 A. 圓形 
 B. 四方形 
 C. 三角形 
 D. 裝飾圖案的十字形

3. 以下有 4 種動物，你最希望自己變成哪
種動物？ 
 A. 貓 
 B. 小鳥 
 C. 馬 
 D. 獅子

4. 想一想當你肚子有點餓，又不會太餓。
而你手邊又有一堆錄影帶、港劇時，你會
拿
   下列哪一樣食物來活動唇齒 ?? 
 A. 榚點、餅乾類 
 B. 披薩 (pizza) 
 C. 炸雞、漢堡、薯條
 D. 牛肉麵、飯類

5.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A. 紅色
 B. 綠色 
 C. 橙色 
 D. 藍色
 E. 黃色 
 F. 紫色

6. 你希望能夠在公園裹，看到什麼樣的建築
物？ 
 A. 童話式的糖果屋 
 B. 充滿 SPA 禪風的木屋 
 C. 有牛有羊的牧場 
 D. 人文氣息的廟宇 
 E. 豪華獨棟的別墅

7. 下列的超能力中，請選擇你最想擁有的。 
 A. 飛行 
 B. 穿越時空 
 C. 隱形 
 D. X 光透視 
 E. 變形 
 F. 順風耳

問題 答案
1.
2.
3.
4.
5.
6.
7.

心理測驗 -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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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 你追求怎樣的生命價值？
 A. 你期許對外表現自己，以期滿足自己的能力或支配欲的「外在導向型目標」。
 以滿足工作、利誘、榮譽為目標，男性中有很多是此類型。 
 B. 內在導向型目標：精神方面的滿足所帶來的喜悅遠勝於將自己的能力表現於外，而滿足自己的
 目標所帶來喜悅，珍惜與人的相處，愛情與友誼，病因為追求閒事安靜的生活方式，所以能享受
 家庭帶來的幸福感。 
 C. 快樂指向型目標，在吃喝玩樂中旬德人生的樂趣，用有更多的體驗是你人生的目標，  價值觀
 與其說是受物質支配，到不如說是由「量」支配。如果你有２個以上的答案難以選擇，那就表示
 你的晚年生活非常穩定。

2. 現階段你最想追求什麼？
 A. 圓形象徵愛情，喜歡圓形或文字中中有圓形的人，現階段相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愛。 
 B. 「四方形」將日周圍起並加以鞏固，剛好是家的象徵，可以保護自己的東西，也就是代表防衛本
 能的意思，家庭、安全感、想被保護的心情、可靠性……等都是四方形所代表的意義。
 C. 三角形讓人感到有行動力、有耐性且熱情洋溢，最象徵男子氣概的教室三角形。 
 D. 富有其他裝飾圖案的十字形，略為複雜且有變化，表示尋求變化的「心理、夢想、及遐想」。
 
3. 你希望變成哪種動物？
 A. 選擇貓的人，表示你的為人消極，不喜歡與別人競爭，指喜歡過著平淡的生活。  
 B. 選擇小鳥的人，表示期待被人熱愛的程度高，所以容易受到行動積極的男性或女性所
 迷惑。 
 C. 選擇馬的人，表示生命充滿了活力，積極而向上。
 D. 選擇獅子的人，鰾次對任何事情都具有挑戰，具有冒險的雄心。

4. 測出你的個性特點
 A. 你的個性天真、活潑、恬淡，又易相處，而且性情溫和，是個標準的樂天派。  
 B. 你具有藝術家的自傲性格，最好收歛點你的自以為是。
 C. 你是個標準的現代人，你討厭孤單，害怕寂寞，感情脆弱的可以，一般而言你缺乏衝勁。
 D. 你有些憤世嫉俗，所以你對於他人之間的禮貌往來及社交生活，都顯得不耐煩和排斥。

5. 最愛的顏色與性格的關係
 A. 你有耐心、堅定，冷靜有威嚴，是理性的決策者。 
 B. 聰明而且有靈性，智慧、理性，具有發明與創造力。 
 C. 重視傳統與權威，適中成的好國民，受人敬重。 
 D. 勇敢、活力充沛、熱誠、熱情且有衝勁。 
 E. 敏感而講究，標準很高，有一群親密的摯友。 
 F. 性情溫和，生活充滿快樂，常鼓勵別人發揮最大的潛能，人緣很好，具有領導特質。 

  

心理測驗 -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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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參考答案

6. 遊公園測知事業目標 !
 A. 你未必不切實際，但你有時會有逃脫現實的渴望，與其說你期待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不
 如說你更希望有一個人，能成全你、了解你。 
 B. 你對物質的享受其實並不那麼留戀，物質不過是你實現心靈的用具罷了 ! 你在事業上對
 自己會有「做什麼就要像什麼」的期許。 
 C. 你是一個能夠同時兼顧事業的理想，與家庭幸福美滿的人，對你而言，事業與家庭有一
 項不完滿，都是莫大的缺憾。 
 D. 你的事業將不會循著前人鋪好的規則走，你的內在風格獨特，在事業上將有一番不同於
 社會現狀的作為。 
 E. 你對事業有一番期許，理想高遠，希望自己能達到一定的社會地位，另外你也希望自己的
 經濟能力能夠同樣高人一等。 

7. 你適合什麼樣的工作？
 A. 你喜歡計劃人生的大方向，不喜歡繁文縟節，喜歡自由與冒險。 你喜歡能改變世界的
 工作。
 B. 你可能喜歡追根究底，並且記取過去的錯誤， 作為將來的教訓，你對於人們各種不同的
 生活方式感到十分好奇。你喜歡能夠影響未來的工作，因此科學研究、 歷史、 或人類行為
 等工作可能比較適合你。
 C. 你可能很害羞， 或是觀察力很敏銳， 你希望洞悉週遭的每一件事。作家、 藝術家、 或
 私家偵探等工作都需要良好的觀察力。 
 D. 你喜歡看穿問題，並且探討問題的核心，發現別人看不見的問題，也喜歡解決問題。心
 理、政治、數學、醫學等，都需要善於解決問題的人。 
  E. 你可能非常具有創造力，好奇，並且喜歡冒險，如果可能，你希望馬上跳到未來，你適
 合走在剃刀邊緣的工作，如探險家、科學研究家、發明家或科幻小說家的工作。
 F. 你非常注意聲音及形狀，喜歡別人告訴你最新的消息，可能自己也聒噪不休，你可能是
 一個優秀的記者、專欄作家，或是音樂家。

心理測驗個性篇 ,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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