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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專訪: 
曾淵滄博士同大家
分享”曾”優閒觀

校友專稿: 
我們的暑期實習生涯 -- 
非一般悠「閒」

Come with us! MSAA events highlight:

法國酒與芝士配對工作坊

“歷奇”西藏歷險記: 
   校友Ricky帶你遨遊西藏!

MS A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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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感到工作壓力令你透不過氣來? 即使忙裡偷閒，是否仍然感到難以享受真正的「優閒」? 

今次我們邀請了曾淵滄博士同大家分享他的”曾”優閒觀，多角度分析真正的「優閒」!另一方

面，五位管理科學系的同學在今個暑假初次體驗”打工仔”的苦與樂。他們到底怎樣透過這次

暑假實習去”享受”這個非一般悠「閒」?

繼上次舉辦的「Italian繼上次舉辦的「Italian Wine Lovers Gala」，MSAA再接再厲為大家舉辦「法

國酒與芝士配對工作坊」! 我們享受品酒的一刻，同時增進對法國美酒的認識，

可謂既消閒又充實。

講到「優閒生活」，怎少得來一個悠長假期?你有想像去西藏一次嗎？ 校友Ricky Lo將帶你拋

走所有煩惱，一起走進西藏尋找靈性之旅! Are you ready? Go!

今年十月二十八日，本會誠意呈獻MS Homecoming Fiesta 自助聚餐。

師生、校友將會聚首一堂，吃喝玩樂，實在不容錯過! 詳情請留意內頁。

今期MS ALOHA將以「閒」為題，帶給各位悠閒一刻!

Aloha講你知



筆者今次是第一次拜訪曾淵滄博士的辦公室，心想裡面到底是堆滿財經雜誌，還是放滿名貴的擺設呢? 
原來兩者皆不是！眼前的辦公室彷彿是一個收藏書畫的”藏經閣”，房間的左邊是一排書櫃。而另一邊的
牆上則掛著一幀古代美女的畫像，回頭一看，門邊的一幅牆竟然貼滿一幀幀的照片，拼湊成一幅美麗的
”牆紙”。

未等我介紹自己，他已經急不及待向我逐一介紹眼前的書畫，如數家珍。實在意想不到，原來曾淵滄未等我介紹自己，他已經急不及待向我逐一介紹眼前的書畫，如數家珍。實在意想不到，原來曾淵滄博
士不僅是一位教授，更是一位”雅士”。曾博士早在少年時代已非常喜歡寫作及經常投稿。他寫的文章除
了社論、政經，還有抒情散文，更有愛情小說。”文章並非只為消磨時間，而是一種興趣。我從小喜歡
思考分析，並喜歡透過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曾博士邊說邊打開書櫃，並翻出一本本的書和一頁頁的
剪報。”這些都是我的著作，有財經書籍，也有遊記，散文……”他回味著，”我自幼生長在單親家庭，
11歲便要靠派報紙賺取零用錢，15歲已經幫人補習數學，直至讀高中的時候更有不少大學生找我補習數
學呢!”原來，當時的曾淵滄已經是位”年教授”! 更令人欽佩的是，刻苦的童年並沒有擊退他對自己興趣
的追求。的追求。

香港人工作繁忙，生活步伐急速; 每人的生習性
俱不同；有人力爭上游，有人為口奔馳，有人
活色生香，更有人忙裡偷閒。如何才能找到生
活上真正的優閒?今次我們邀請了管理科學系曾
淵滄博士，為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曾”優閒觀。

﹁
曾
﹂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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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曾
淵
滄
博
士
的

清貧學子，堅持追求自己的興趣



“我自小便很喜歡畫畫，小學時候老師曾把我的
水彩畫送到日本參展，當時我已經知道自己很有
審美的天份。 ”當筆者問及有否繼續畫畫時，曾
博士便立即指向牆上一幀幀的相片笑說，“我雖
然喜歡畫畫，但始終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去磨練
基本功，所以很快便將興趣轉移到攝影上，從攝
影當中我發現自已更能發揮自己的審美天份，那
豈不是更好?”筆者心想曾博士的確很著重效豈不是更好?”筆者心想曾博士的確很著重效率
啊!曾博士又說“當時攝影都可算是一個昂貴的
嗜好，我的第一部相機都是由媽媽送的。之後，
我用自己的作品投稿及參展，因此又多了一個”
賺錢”的途徑了。”這就好像是家人支持了第一
桶金，自己就利用它去投資一樣。

由發展興趣，到提昇自己，創造財富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2



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培養有益身心的嗜好。這樣，你便可
以越玩越精，甚至變成專業，變成”賺錢”的工具。”如果你
問我怎樣能夠過悠閒的生活，我認為只有不需再為五斗米折
腰時，才能過悠閒的生活。”曾博士又說：”雖然很多人先
天性貧窮，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去提昇知識水平，
從而創造財富，寓工作於娛樂。打個比喻，很多炒股票的人
沒有足夠的投資知識而承受相對大的風險，但當我們利用分
析後才決定投資市場，便能有效地創造財富。興趣等析後才決定投資市場，便能有效地創造財富。興趣等同       
知識，可以透過不斷提昇達至專業的層面從而賺取金錢。當
然，除了分析外，聯想力也是其中關鍵…”曾博士隨即舉了
”美國911恐怖襲擊”令全球股市急趺的例子。當時的航空業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人不敢乘搭飛機。當時我分析
過”國泰航空”即將再度飈升，當時正是趁低吸納的最佳時
機！為何?因為人們始終需要航空交通，而眾多航空公司中
就以英資的就以英資的”國泰航空”最為安全。結果有目共睹!”由此可
知，投資除了分析，對市場的觸覺亦可透過聯想而提昇。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完結訪問之際，當筆者向曾淵
滄博士道謝時，他仍不忘再次翻開自己的著作說”你看，我
好幾本的著作都用自己影的相片做插圖，那些相片都充滿意
境……”我細看，發現每張圖片旁邊都記下了一些人生哲    
理，字裡行間彷彿都看見”曾”優閒觀呢!

Interview by: Florence Leung

忙中找樂趣，達致真正”閒適



現今大學

生都十分積極尋

求暑期實習機會。他們寧

願放棄玩樂時間，早些認清自己的

工作能力和目標！究竟暑期實習的經驗，令

他們有何得益，是否如想像中的悠閒或忙碌？看看他

們的心聲，便知道他們這兩個多月來的成長和蛻變。

我們的暑期實習生涯 

非一般悠「閒」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4



我們的暑期實習生涯 
非一般悠「閒」

在 這
十個星期的

實習期裡，我得
到了很多機會，特別

是我的Supervisor和不少熱
心同事的提點。實習期後，我可

以感受到工作和學校的分別。在工作，
十分Minor的部分都要留意，因為很少十分Minor的部分都要留意，因為很少的      

錯，影響都可以廣及公司，但在學校，課堂上可能
只會扣你一點分。雖然我還未踏出社會，但我已經感受
到不少壓力，壓力並不是源於工作量，而在於其他人對自
己的期望。
                 Edmond Ip, MST year 3 student

Chris N
gai, MS

T year 3
 studen

t 讀了大學兩年都
沒有認真想過將來會入邊一      

行，淨係諗人地做咩我應該都係做咩。經過實
習之後我先至明白到自己係有好多選擇，但係要揀適合自己

的工種真係好困難。呢個實習令我明白到將來的工作情況係有幾「辛          
苦」。我 既 上 司 令 我 知 道 點 樣 裝備自己，擴闊自己既社交圈子  。 另
外就係應該提早認清自己既目標，朝著目標進發！

Ja
ck
 W
on
g, 

MS
T y
ea
r 3
 st
ud
en
t

轉眼已過去兩個月了，我的暑期實習也
將接近尾聲。回想起兩個多月前努力的
寄出多份 CV，儘管未必每份都清楚知道

工作範圍，但每一份實習都不想錯過的
心情，及後收到多份實習 Offer 後作出的選

擇。現在，我只能說，我並沒有選擇錯誤。
在實習的兩個多月，學習到的真是多不勝數，多圍在實習的兩個多月，學習到的真是多不勝數，多圍繞

基本，技術以及量化分析，當然亦有適量文書的工作。同時
令自己更加確信，更加了解自己有興趣的工作範圍，對日後畢
業後想尋找的 Grad Job 有了較為確切及清晰的思想。

只能說，我真的賺到了！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5



我們
的暑
期實
習生
涯 

非一
般悠
「閒
」

我希望透過暑假實習，令自己能在實際工作環境中學懂實用的工作技巧，提升自己畢

業後找工作的競爭力。在這裡工作最大得著是學會甚麼是「見得人」的

製成品。在學校交功課，很多時只是把封面加上去原本的Word 

Document，但工作上的「功課」是要給老闆和客戶看的，必

須要易懂、清楚。多難明白的文件也要弄成

很吸引客戶去看的樣子。

我叫WINSON，

今年YR2升YR3既，係依個暑

假我好好彩獲得係華富度做實習既機會。好

多謝公司入面既同事，佢地好有耐性咁教本身對金融一點兒

都唔識既我，使我不單只學咗好多金融知識，例如：股票市場既技術分   

析，基本分析同量化分析，更加重要既係我學識咗點樣真係喺職場上同人合作，

同上司報告。而依個實習入面我所學到既嘢大部分都係喺書本上面學唔到 

既，完全可以彌補到缺少實戰經驗既不足，令到整個大學生涯既，完全可以彌補到缺少實戰經驗既不足，令到整個大學生涯更

加全面。

Winson Yau, MST year 3 student

Wilfred Chan, MS year 3 student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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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暑期  實習生涯     非一般       悠「閒」



 

 一個炎炎夏日的週末，廿多位的會員和朋友選擇來到上環參與我哋跟

Monsieur Chatte合作既品嚐法國酒與芝士配對的工作坊。

繞過海味舖，就會發現一間富有歐陸色彩的法式雜貨店，一店三層，導師Joe

安排了三樓給我們。原來在平日，這裡亦會開放，讓客人自由上來與

朋友相聚，夠晒貼心。

                        一進門就能看見長桌上已擺放着筆記、多種芝士、火腿及

紅白酒。由淺入深，一開始Joe先教授大家欣賞酒的三大

角度：厚薄身、單寧、酸性，他再介紹了不同的法國酒區。

當然不會紙上談兵，好快大家就拎起酒杯，一手拎酒杯，一手

拎芝士，跟著Joe的引導，大家都專心地與自己的味蕾交個朋  

友，先嚐嚐那白酒的味道，並試試說出是那種果香。接着，

再拿起芝士欣賞，一啖酒一啖芝士。原來只要選取得宜，酒和

芝士皆能互相輝映，為了令我們明白這一點，Joe更特意安排芝士皆能互相輝映，為了令我們明白這一點，Joe更特意安排了

個反面教材，讓我們感受到錯配的味覺，味道有如嘔吐物，令人

反胃……。我們在這天都認識多了法國酒和芝士類別和配對得宜之法，

亦互相交流了不少自己的品酒經驗。

                 (Sh e  I  H )

法國酒與
芝士配對工作坊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8



為了令大家易掌握法國酒產區和描
述酒既詞彙，Joe更準備在筆記俾
大家。

在Joe風趣的教授下，我相信大家
都會記得白酒係唔會有單寧既！

小休時間，Joe帶大家到一樓和二
樓介紹更多法國傳統食品。

法國酒與
芝士配對
工作坊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09



嘩嘩!有得飲、有得食，仲有得拎添，Monsieur 
Chatte仲安排咗禮物俾我地既會員和朋友

法國酒與芝士
配對工作坊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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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獅泉河鎮

日喀則市 拉薩市

山南 林芝

昌都

“歷奇”西藏歷險記

參考行程
去西藏可以選擇乘坐火車或飛機，有人說乘火車去會比較容易適應高山反   
應，但需要花兩三天的時間才能到達拉薩。為了節省時間，我們還是選擇了
乘飛機。但香港並沒有直航到西藏，因此我們一定先從廣州坐飛機到重慶，
然後再轉機前往拉薩。

Day1：香港 > 拉薩

西藏其實非常大，有一個市和六個地區，分別是
拉薩市、林芝地區、山南地區、日喀則地區、昌
都地區、阿里地區、那曲地區。因此如果想遊畢
整個西藏的話可能要花一至兩個月。因此我們今
次選了最多人走、景點比較集中的一條路線：從
”拉薩”順時針去東面的”林芝”、南面的”山         
南”、西面的”日喀則”、最後返回”拉薩”。

選擇這個行程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西藏東面
（林芝）的海拔比較低，從東走到西的話會
比較容易適應高山反應。而”昌都”和”阿里”
距離”拉薩”都很遠，”阿里”更是個非常荒蕪
的地區，需要更多的準備，因此這些地區就
留待下次吧！



大昭寺

薯伯伯的風轉咖啡室：薯伯伯是一位定居西藏的
香港人，算是香港人的“聚腳點”吧。但我們去
的時候剛好他回了香港，無緣見他一面……

八廓街：這是買手信的好地方，可以買到很多西
藏民族特色的東西。但記住一定要 “殺價”。

景點：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
八廓街，龍王潭公園，羅布林卡，西
藏博物館，哲蚌寺，色拉寺 

布達拉宮：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宮殿，如果想自己買票進
去，需要前一天早上到布達
拉宮預約門票。但我們參加
了當地的一日旅遊團，可以
即日進場參觀。要注意的是
千萬不可以擕帶水跟利器進
去，記住要先放在酒店。去，記住要先放在酒店。

這裡是布達拉宮最頂部的宮殿，宮殿
裡面是不準拍照的。

小昭寺

大昭寺

哲蚌寺

布達拉宮

Day2 – Day3：
拉薩市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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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水中奇石，當
地人奉為守護神

沿路景色：
水很清，完全見到山和天空的倒影

米拉山口：
這次旅程第一個5,000海拔以上的地方，
到處都是嵦嵦白雪。

八一鎮

巴松錯

中流砥柱

米拉山口拉薩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13

Day4: 
拉薩 > 米拉山口 
> 中流砥柱 > 巴
松錯 > 八一鎮 

“歷奇”西藏歷險記



景點：雅魯藏布江、雅魯藏布江大峽谷，色季拉山口（觀看南迦巴瓦峰）

雅魯藏布江：西藏第
一大河，藏族視它為 
“搖籃”和“母親河”

雅魯藏布江大峽谷：世界第一大峽谷，進
去要付入場費，還花一整天時間進出這個
大峽谷！雖然裡面能眺望南迦巴瓦峰，但
本人還是覺得不值得。如果想看南迦巴瓦
峰，我會推介另一個地方：色季拉山口，
以下的相片就是從色季拉山口拍攝的。

南迦巴瓦峰：林芝地
區最高的山，海拔
7,782米，終年被雲霧
擋住，所以被稱為     
“羞女峰”。 非常幸
運地我們看到了它的
全貌。根據駕車師傅
的經驗，清晨跟黃的經驗，清晨跟黃昏
是最大可能見到它的
全貌。

Day5：林芝地區 

“歷奇”西藏歷險記



雍布拉康：西藏歷史上
第一座王宮，這裡可以
付錢騎馬上去（費用：
RMB20單程、RMB30
來回）

到處都見到牧羊人
帶著一群群的綿羊
走過

海闊天空：路上的一個景點

鷹：西藏人
的天葬就是
靠牠了

“歷奇”西藏歷險記
Day6：八一鎮 > 馬鹿自然保護區 > 雍
布拉康 > 昌珠寺 > 海闊天空 > 拉薩

馬鹿自然保護區

拉薩

八一鎮

藏羚羊：
這是雄性
的，有雙
大角

雌性的藏羚羊

馬鹿自然保護區：這路程非常巔坡，但絕對值得         
一行，有點像DiscoveryChannel，到處碰見各種動
物，以下是一些動物相片。



Day7：拉薩 > 羊卓雍錯（羊湖）> 卡若
拉冰川 > 白居寺 > 宗山古堡 > 日喀則

日喀則

白居寺 卡若拉冰川

宗山古堡

拉薩

羊卓雍錯 “歷奇”西藏歷險記

沿路風景

白居寺

羊卓雍錯（羊
湖）：西藏三
大聖湖之一



珠穆朗瑪蜂：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山，終
於到了這次旅程中我們最想到的地方。前一天黃昏到達
時，它都被雪擋住了，早上醒來才見到它的全貌。

第九天：由
於珠峰非常
遠，來往珠
蜂要用兩天
的時間，所
以這天是…
在車上睡一
天 遠處看珠蜂，但都被雲擋住了！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Day8：扎什倫布寺 
> 定日 > 絨布寺 > 
珠峰大本營

Day9：珠峰大本營 
> 日喀則

珠峰大本營：營帳全是藏族人經營的，每人RMB60一    
晚。這晚是西藏旅程中最辛苦的一晚，睡前可以開著火   
爐，但睡覺時便要熄滅，營帳很透風，被鋪更是不暖。原
以為可以靠暖包渡過這一晚，但實情是…… 因為海拔高，
空氣非常稀薄，暖包開了好幾小時都不暖。所以如果打算
來珠峰，又不怕行李太重的話，一定要帶雪褸雪褲！

珠峰上的星軌：珠峰上的
星空真是很美，真的是每
天星星，由於小弟並不精
於攝影，只拍到這兩張比
較好的星軌照片。如果你
喜歡攝影的話，一定要準
備充足，不要錯過這美好
的星空。的星空。

“歷奇”西藏歷險記



牦牛：海拔最高的牛，也
是西藏人的主要食糧之    
一，基本上在西藏任何地
方都能見到，不過這隻是
納木錯湖邊收費供遊人拍
照的。

納木錯：世界上最高的
湖，所以有”天湖”之
稱。也是我們西藏旅程
中最後一個景點。

沿路風景，中間像鴨
的頭嗎？

一片草原，遠處有
很多牛和羊，師傅
準備了食物給我們
在這裡野餐

草地上的田鼠，地
上有十多過牠們挖
的洞，跟牠玩了很
久捉迷藏。

Day10：日喀則 > 羊八井 > 念青唐古拉山 > 納木錯
羊八井

念青唐古拉山

Day11：納木錯 > 拉薩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18

拉薩 

納木錯

“歷奇”西藏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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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拉薩 > 香港

這次西藏之旅見到了很多在香港這個城市裡不可能見到
的東西， 有牦牛、羊、鷹、馬、藏羚羊等野生動物，
還有雪山、湖泊、沙漠、草原等自然風景。雖然是
旅途艱辛，但絕對是值得的！如果有機會和時間
的話，我一定會再去的。

感想：

1. 主要交通工具是包旅遊車，一般可載
四人，由於價錢不是按人頭計算，是按
車計算的，所以最好是湊足四位朋友同
行，但也可以去到當地才找其他人一齊
包車，但就可能要花一點時間，而且也
有可能會跟同行的旅人發生爭執。

溫馨提示：

1. 建議在出發前兩星期開始食紅景天，能減低耗氧量，減輕高山             
反應，請向你的家庭醫生查詢。

2. 出發前盡可能減少運動，因為這樣會增加人體的耗氧量，會更難適
應高山反應。

3. 由於西藏天氣乾燥，不經常出汗，不用帶太多衣服替換，但要準備足夠的
保濕護膚產品。

4.注意日夜溫差大，要準備禦寒衣物，珠峰大本營上更可能下雪。
5.5. 建議帶：
  ●  大量藥物，如頭痛、 暈浪丸、感冒藥、止痾藥，因為根據本人的經驗，剛 
     到的幾天真的會頭痛到不得了……一直都會有近似發燒的感覺
  ● 盥洗用具，如牙刷、毛巾，因為這算是住酒店的設備也不一定完善
  ● 維他命、葡萄糖，避免患上感冒，因為在高原地方會更難康復
  ● 大量衛生紙和濕紙巾，因為除了在酒店外，都要在大自然方便
  ● 頸枕，因為大部份時間都坐在車上

6.6. 到達西藏後切勿加速身體耗氧量
  ● 不宜吃得太飽
  ● 不宜沖熱水澡太久
  ● 不宜喝酒
  ● 行動要稍緩

Aloha小貼士：

2. 基本上除了睡覺外，7成以上時間都在
車上，如果你會暈車浪的話，要慎重考
慮。

3.3. 雖然整個旅程都有車代步和運載
行李，但也不是輕鬆的，因為會
有高山反應...，會引發高山反
應，頭痛，亦可能沒有水沖
身，食物也不會特別好      
吃。所以體能和飲食是
一大考慮。

“歷奇”西藏歷險記



我身邊的朋友大多數都選擇貓咪或小狗作為寵物。反觀自己我身邊的朋友大多數都選擇貓咪或小狗作為寵物。反觀自己從

小都沒有這個習慣，直至半年前，機緣巧合來到一個鸚鵡培植

場參觀。那天，我們遇上了一隻全身綠色羽毛及藍色

額頭，並且黃色的臉、肩膀和小腿的”藍頭亞

馬遜鸚鵡”—”鷄旦仔”。就在“鷄旦仔”加入我們這一家之後，我 們 又 再 遇 

上 膽 小 的 ” 非 洲 灰 鸚 鵡”—”芝麻糊”。同樣未足一歲的牠們，每天都在牙

牙學語。有時吹口哨，有時講”Hello”或”早晨”; 有時會發脾氣咬人，有時扮

乖巧站在你的肩膀或縮進你的懷裡休息。“鷄旦仔乖巧站在你的肩膀或縮進你的懷裡休息。“鷄旦仔”與”芝麻糊”，你們簡直

好似它們一樣，令人甜蜜得回味無窮呢!

”鷄旦仔”與”芝麻糊” 
by Florence Leung

  

囝囝今年7歲多了！這隻貌似松鼠囝囝今年7歲多了！這隻貌似松鼠，
身型酷似銀狐的小狗很懂人性。每逢週

末，囝囝都異常的貼身，我行一步，牠跟一
步。因為牠知道這兩天牠可以落街散步呢。不

過，牠有時又卻很懂得擺架子，要牠躺在你身   
上，那就要看牠的心情了！但每當我家開餐時，貪

吃的囝囝卻又會再次貼近你的身邊討你
歡心。歡心。

“囝囝”
By Ricky Lo

我
的
寵
愛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20



小白 與 花花

每個人性格可以有很大分別，貓亦然。我

有兩隻貓：“牛奶”好動熱情但怕陌生，

而“BB”雖不怕陌生，卻對人有點冷漠，而且經常懶洋洋地曬太陽。他們

的性格就像他們的顏色一樣，有很大的對比。牠們就像兩個小朋友，時而令

你啼笑皆非，時而令你懊惱不已。但正因為有了牠們，生命中才多了幾分精

彩及一份責任！

By Fergus Lo

By Winnie

Just like most other cat lovers who refer their 

cats as family members, my ‘children’ who were 

adopted from SPCA also gave me lots of happy 

memories.

牛奶 & BB

我
的
寵
愛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21



 千載難逢聚各友，無分你我樂交流 !'樂'咩?
熱身遊戲齊參予，壓軸抽獎講運氣 !玩咩? 

MS之友不在酒 !喝咩? 吃咩? 豐富美味自助餐 !

火速報名！和不同屆別的校友、新舊教      
授、現屆學生聚首一堂，共渡輕鬆愉快、
永誌難忘的星期天！名額有限，先報先   
得。詳情請留意MSAA電郵。

日間還可參與兩年一度的
CityU Homecoming Gala盛會

吃喝玩樂
活動預告

日期: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時間: 晚上 六時半 至九時半
地點: 城市大學康樂樓九樓 「城峰閣」

Join us at http://www.cb.cityu.edu.hk/ms/msaa/?page=membershipform ms aloh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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