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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已差不多兩年，常常有朋友問為甚麼要當MSAA幹仕呢？上班、進修、家
庭活動‧‧‧ 太多事情幹了吧！ 在undergrad時就需要經驗寫上CV, 是為了求
職。但現在不需要了吧！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喜歡 - 我喜歡與同一目的朋
友一同奮鬥，喜歡為我讀了三年的department付出，喜歡在忙碌的生活中再加
點責任，一切都言於「喜歡」。 

這年半來，幹仕們雖然見面時間不多，亦各有各忙，但默契慢慢地建立起來了
，也有各人的定位，合作自然順利了。大家在百忙中抽身參與，也為了會務出
錢出力，有幸跟大家合作，兩年來真的享受。 

時間過得真快，兩年舉辦了超過20活動、5+個講座、5期季刊、10+個訪問，
參與之會員人數有數百，這些成績是大家無條件付出的成果。 

總結這屆，收獲多於付出，是開心的，希望來年能與更多新成員合作，為
MSAA舉辦更多更合適的活動。 

MSAA 生活趣事

Matthew Kong
Committee member of MS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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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見到Professor Yan，被他親切的笑容，誠懇的態度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現為
講座教授及系主任的他，很樂意給我們(Tony和筆者)作了一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
深入訪問，從而令學生、校友和同事，透過這篇訪問，對他有更多一些認識，亦從
訪問中感受他做人的哲學。

清華大學孕育了不少優秀的學生，Prof.Yan 亦是箇中表表者。籍貫漁米之鄉 --- 江
蘇的他，擁有江蘇人「勤快」素質；在文化大革命時，他剛好小學畢業，69 年只有
初中程度的他，很快便投入社會大學，在工廠從學徒開始，一幹便是 8 年，做到了
工作中的三級工；在這段時間，父母鼓勵，他請老師或自學了中學課本；凡在工作
上可以運用的知識，他都學得特別用心、起勁。工而優
則學，77 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他馬上準備復習，
報名，結果考上大眾夢寐以求的學府 ---- 清華大學，
從而引証了知識改變命運之說。在大學的搖籃里，分別
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

88 年時，再以優異成績獲取獎學金負笈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商學院攻讀博士。因為初中未有學過英文，所以修
讀大學時期，認真學習英文，有時錄下「美國之音」電
台節目，閒時聆聽美國人的口語口音，現在操得一口流
利英語，都是拜孜孜不倦地學習所賜。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2

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Professor
MS 教授專訪

Department Head
Professor Yan H. M.
houminyan@cityu.edu.hk

英雄真的莫問出處？

與Professor Yan H. M. 暢談人生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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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hare, to learn,
          to have fun with...YOU...MS Professor
MS 教授專訪

領袖的素質是….

還看今天

94年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和工程管理系從助理教授做起開拓他的學術生涯。 8
年內更晉升為教授，今天，奮鬥過程說得輕鬆，果真是英雄莫問出處。

在工作中，經常遇到不同的挑戰和機遇。今次加入城大，從工程學系轉職管理科學
系，Prof. Yan覺得兩者在學術研究上差異不算很大，不消多久，便適應下來。

教學與研究是要和社會接軌，不應閉門造車
或活在象牙塔中。在今年6月履新時，Prof. 
Yan 引述了郭校長推祟美式教學制度，認同
教學與科研並重。學系課程是要融入社會需
要，寄望與大中華發展接軌，據政府2010年
就業統計，我們的畢業生遍佈各行業分類中
的3成，以銀行業和物流業為主。畢業生就
業能力是很強，還看今天，學系日後的發展
潛力是頗大的。

曾經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的學生會主席，現任管理科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對於
成為一個出色的領袖，是有其獨到心得，當中包括:

Visionary
有遠見，帶領團隊朝著目標進發

Courageous
勇於挑戰、敢於承擔

A Sense of Integrity
不會以權謀私，對團隊忠誠

Fair & Open
處事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如果你具備了以上素質，已經奠下了領袖的雛型，成功與否，看你日後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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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理

Prof. Yan 寄語後輩，對工作要有熱誠、學習要有衝勁。凡事不要怕失敗，鍥而不捨。
多留意身邊事情，從另一角度去思考，從失敗當中學得成功。

亳無疑問，一個博學的教授一定是看過不少書籍，究竟 Prof. Yan 用什麼方法去篩選
好書呢？

他是從多處書評中選擇書籍，特別推崇美國國家公眾電台 (NPR) 的書評。

採訪者 : Tony Leung, Sam Kung

後記︰
這篇訪問， 感受到 Prof. Yan 不卑不亢、
待人以誠的態度。 學無前後、 達者為先，
學習是不受年齡限制的。 當我提出要拍照
時， Prof. Yan 雀躍地告訴我們他很熱愛攝
影， 還特別推崇 HDR 等新技術。 看見他
用心拍的相片， 構圖精美， 人物主題突
出，如果他開班教授，你們有興趣報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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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實
無
華
的
講
師專訪專訪

Dr. David Li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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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初次認識Dr. Li (David)是在一個行山的活
動上，面貌忠厚，說得一口接近流利的廣東話，
略嫌個別生字還是帶有小小鄉音，一聽之下，相
信他必定是國內人而在香港工作，交談之下，亦
深深感受到山東人之豪邁。今次訪問是在又一城
的一間越南餐廳，David(筆者和他稔熟，用David
較為貼切)。當天，他比我還要早到，守時的他令
我留下深刻印象，亦受人尊敬。祖籍山東的他，
有著山東人的樸實，鍾意吃大蒜和蔥的他，體質
比我們南方人還更好。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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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一種藝術，教曉學生從不認識到通曉問題之徵結、從沒興趣
到投入，箇中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他時刻警惕自己教學不要因循
苟且，更要不斷改進教學技巧。在教學初期，他親身接觸了一些年
齡比他大的學生提問，看見他們對求知的認真精神，衝勁猶勝於小
伙子，對知識的渴求，與年輕一輩相比，真的不遑多讓。他喜歡由
實際問題出發做研究，認為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被實踐所驗證。這
樣的應用研究充滿挑戰性，因為不可以隨便假設，但一旦成功，看
到自己的成果被應用的那種喜悅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他近期在開展
商品組合計劃(Assortment Planning)和在線廣告規劃(Online Ad-
vertising)的研究，都是與業界合作的。

“現在教學和研究的時間各佔一半，他在這兩個範疇都同樣喜歡”“現在教學和研究的時間各佔一半，他在這兩個範疇都同樣喜歡”

借MS Alo
ha 刊登這個渠道，讀者

如果對上述主旨遇到些有趣的實際問題

，David非
常歡迎你們以電郵

(yanzh
ili@ci

tyu.ed
u.hk)來

跟他分

享或交流:-)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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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感到國內的學生奮鬥心強，沒有受到兩地文化差異而
影響學習情緒，雖然偶爾遇過一些國內學生因適應香港環境而
影響學業成績，但過了一段適應期後，很快便重新把握到學習
的真諦，付出總是會有回報的，所以他寄語學生，只要努力學
習，他日必能成大器。

現在的他是十分習慣香港的生活節奏，David的生活非常簡單和
健康，除了羽毛球運動外，便是回家看著每天成長的大公主，
二公子，當看見兩個寶貝的笑靨和健康地成長，一切壓力、辛
勞都蕩然無存。弄兒為樂便是減壓的靈丹妙藥。很高興可以和
他做這次訪問，率直的他，知無不言，希望這篇訪問可以令大
眾對他有更深入暸解。

平凡是福、簡單是美

採訪者 : Sam Kung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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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貓」說起

人物側寫

眾人都知 Winnie the Pooh 是小熊
維尼，但有多少人知道 Winnie 

Yee 是一位貓痴呢？

一個懂得愛護動物的人，
心地不會差得多少。這個
說法不會是絕對正確，視
乎養寵物之人付出多少愛
心。我所認識的 Winnie，
待人接物的溫婉，令和她
相處的人感到愉快。古語

云：物似主人形，貓有很強
的學習和記憶能力、善於理

解人意，並且能“ 舉一反三 ”，
這不正是 Winnie 的寫照嗎？

因為工作的關係，校友會和她有著緊密聯繫的合作，亦因此，筆者對她工作上多加
瞭解，希望這篇人物側寫，讓大家對 Winnie 有更多認識，從而更知道學系內務的
運作。

她的工作繁重，除了負責掌管部門行政工作外，
更要兼顧支援校友會的工作，這兩屆中如果沒有
她的出現，筆者可以大膽說一句，今天校友會便
不大可能有今天的運作暢順。每逢我們舉辦活動，
她都會負責安排場地、茶點等細節，並盡量配合
我們的要求，一次的幫忙是很容易，但經年累月
的付出，便是殊不簡單的事。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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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側寫

在部門內，她更要處理不同的項目，例如
︰Industrial Mentoring Scheme，為學生

配對適合的學長，以舊帶新，專人解
答他們想知的職場疑問，提供面試

技巧和須知。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則安
排學生在暑假中往不同公司實
習，提早吸收工作經驗，相信
很多同學都會因此而更快清楚
瞭解自己未來要走的路，當畢
業時，便不用浪費抉擇於工作

的十字路口。

Scholarship Program 便向各校友或
公司招手，詢問他們會否出資設立

獎學金，培養人材，藉此鼓勵學生向
獎學金目標而努力。

每年的 Orientation Day Program 更可以幫助新人盡快適應校園 / 學系生活，清楚知道選科的重要性。

所以 Winnie 的角色令學生可以全面發展，每一項目，都是幫助他們對未來工作的定位，成功邁向
青雲路，總覺得 MS 的學生是蠻幸福的。當然，如果各位校友對以上各項都想出一分力，可以電
郵 (yanwyee@cityu.edu.hk/ 電話 3442-8670) 和她聯繫。

後記：
Winnie最喜歡的是，回家看見兩隻從「愛護動物協會」
收養的中國混血花貓可愛的模樣，她保存一顆童真的心
，心慈則貌美，是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
                                                           筆者：Sam Kung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10



The tranquil and exquisite scenery in Switzerland wins the heart of many Hong Kong 
tourists and apart from Swiss cheeses, Swiss army knives, chocolates and watches, 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Switzerland?  We are delighted that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Switzerland by interviewing Camille - We get a favour of what it means by being 
Swiss without the need to fly to Switzerland.

Camille is a Swiss studying master degree in MAOSCM in our university.  He holds two 
bachelor degrees, one in Law, Economics and Finance from the University de Savoie 
and the othe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from the Napier University, 
Edinburgh. The universities he studied in show that he is a seasoned traveler.

When Camille was studying in Edinburgh, he had a good Hong Kong friend who 
suggested Hong Kong as the next stop for his academic pursuit.  Although both Poly 
University and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ave him an offer at the same time, he 
chose our university because MAOSM are closer to what he wants to practice in the 
future.  We are sure he has made the right choice.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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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Camille
MAOSCM student

a glimpse of swiss culture

Wh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mille struck us as a well-read student with diversified interests.  His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ies are hiking and swimming.  He also enjoys playing bridge with friends.  
Compared to most Europeans, he finds the HK students are very interested in indoor 
activities such as internet surfing and singing karaoke.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Camille was impressed that HK 
classmates can spend hours on group discussion while his European classmates will not 
spend anything more than two hours to do so.  The western no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have a life” culture is a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Chinese collectivism and group 
responsibilities as demonstrated on the opening nigh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Camille’s favorite subject 
and he thought Prof. Kevin Chiang is a very learned 
professor.  However, he finds Management Sciences a 
rather difficult subject.  Even though studying is 
important for educ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campus life is interaction with your fellow 
students.  As for Camille, he really enjoys his tea break 
and dim sum with his classmates.

Interview by: Kitty Ho & Sam Kung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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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 HK vs Europe

Campus life @CityU

He is planning to go job hunting in Hong Kong to 
acquire mor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sia.  His friends 
certainly will be happy for this decision as he may still 
be around in Hong Kong after graduation.

Needless to say, culture exchange can enrich our 
life.  For most of you, you may not be able to know 
Camille personally but hopefully this article may 
galvanize you to go out and make friends with our 
foreign students.  We can certainly learn a lot from 
each other.  Camille likes the dynamic lifestyle in 
Hong Kong and how about you? Do you enjoy 
studying in Switzerland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ir 
outdoor activities? 

Next step……



和你的精彩每一刻 - Excel VBA Workshop

正如本人於研習坊中指出，研習坊給
予大家對於Excel VBA的基本概念及
使用。我們可藉著深入的討論及分
享，一起發掘更多 Excel VBA於用
途，提昇工作效率。歡迎各校友繼續
於本會Facebook 分享及提問。

我們很榮幸兩次的研習坊均獲得高度
正面的評價，超過90%的受訪者滿意
內容，過半數的參加者認為是次活動
對事業上有幫助。過往兩次研習坊均
獲得舊生熱烈的反應，並錄得超額的
申請。我們抱歉暫時未能滿足所有舊
生的需求，本會將舉辦更多不同類型
的活動迎合舊生的需要，敬請密切留
意我們的最新動向。

MSAA 的宗旨其一是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協助舊生於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據了解，我們的畢
業生的工作大多跟數字有關，日常使用的軟件當然包括微軟的 Excel。Excel 內建的編程工具 
Excel VBA 可以將常規的工序自動化或按用戶的需求作出指定的回應。為使舊生門有效率應用 
Excel，MSAA 分別於五月及七月舉辦了兩場 Excel VBA 的研習坊。

是次研習坊上半部由我們的畢業生 Coco Tsang 主講。
她曾經執教授MS本科生 Excel VBA 課程，擁有豐富的教
學經驗。三小時的研習坊濃縮了十四週的課程，由淺入深
引導參加者認識 Excel VBA 的基本概念，編程技術，以
及應用的技巧。研習坊的另一部份則由本人分享 Excel 
VBA 於工作上應用，配合實際的案例，務求令各參加者
學以致用，吸收了五月時的經驗，我們在七月更請來多位
輔助員，即場解答提問。

Eddie Chan
MSAA 副會長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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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Alumni Ambassador Scheme (17 June)

MS Orientation Day (8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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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A新力軍大招募

聽完一眾幹事心聲，你也有興趣加入嗎?

原以為：自己幫助MSAA成長、進步。
實情是：MSAA讓我發展所長、磨鍊自己、廣結良朋、得
比失多！

Sam Kung

MSAA 讓我回饋母校，亦令我認識到不同行業、不同畢業年份的校友甚
至現任師生，擴闊生活圈子及視野。你也一起參與MSAA 幹事會吧！

Eddie Chan

「開心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正好用來形容我現時的心情。
其實任何人也可參與MSAA幹事會, 一起分享這份快樂!

Kitty Ho

可以認識到一班熱愛CityU的幹事，亦出了季刊，
實在獲益良多! MSAA歡迎你!

Lilian Li

這兩年裡我認識到工作圈子以外的朋友, 接觸到不同崗位, 不同階層的
人. 於工, 能在自己參與籌辦的活動看見校友們的笑容, 給予我很大的
滿足. 於私, 一班委員跟我分享工作經驗, 慶祝生日, 著實獲益良多, 謝
謝各位!

David Lai

這兩年來，我們舉辦了超過30個講座、活動、會員通訊、等等，平均每
月也有一項，這些真的得來不易，都是大家付出所得，但當中所得的必
比付出多。有意參與MSAA之校友們，事不宜遲，盡快聯絡我們了解...

Matthew Kong

還記起當初參加MSAA幹事的目的是希望回饋母校,但後來慢慢發覺收獲
比付出更多。當然其中最大收獲是得到一班MSAA 幹事朋友吧!

Tony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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