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理工大學
第十一屆醫療生物科學校友會

第一期會刊

大家好,我們是第十一屆校友會,能夠為
各會員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我們會舉辦多
元化活動,當中包括動態和靜態的活動,
以迎合不同會員的需要.你們的支持是
我們的推動力.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踴躍參與!

我們的活動除了透過會刊
宣傳外,還會在Facebook
專頁更新我們的最新動向.
如果各會員對我們有任何
意見,歡迎 E-mail我們或
在Facebook專頁留言.

E-mail:
aabms11th@hotmail.comFacebook專頁QR code

                   OR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8357289654/

校友會活動第二擊-----校友會籃球比賽

第11屆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生物科學校友盃(三人籃球)

日期： 11/8/2012 (星期六)
地點： 理工大學邵逸夫體育館
時間： 11:00 – 16:30
人數 :   每隊3-5人

比賽報名方法(足球及籃球)

費用: 每隊$350, 另每名入場人士於比賽當日需付
         $20入場費(入場人仕包括隊員及非隊員)
請將報名費用$350存入到戶口號碼: 
  383-242849-001   (Alumni Association of 
Biomedical Science of the H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報名時請將下列資料E-mail到 
          aabms11th@hotmail.com

1. 比賽項目(足球/籃球)
2. 隊名
3. 隊員人數和攜帶家庭人數
4. 隊長姓名和聯絡電話
5. 請在E-mail附加報名費入數紙的相片

如有任何疑問, 請聯絡Raymond.(6593 0422)



第十一屆校友會委員

會長 — Raymond 
大家好！我是Raymond, 今年AABMS會長
,現於東區醫院 Molecular LAB工作.畢業差
不多大半年，同學投身到不同醫院工作,因
而少了很多相聚的時間。校友會正好發揮
聯誼校友的作用。我們今年會盡心盡力舉
辦多元化的活動，促進和維繫各會員之間
的感情。希望大家踴躍參與，多多支持。

顧問 — Melody
大家好，我是Melody,是醫療化驗科學學
科導師，亦是您的同門師姐妹。是呀，因
我的MLS學士及碩士資格均是在理大修畢
的，而我亦早已在上世代便成為AABMS
的一員了！^o^ 今年開始，我會擔任聯絡
人一職，讓包括有您在內的同學會繼續與
大學緊扣相連。記得留意每期Matrix，還
有上AABMS的Facebook網頁與我們保持
聯繫啊！期望在不久的同學會活動中可跟
您見面。

財政 — Bong
大家好! 我叫呀邦,是今年AABMS的
financial secretary亦是東區Haemat
的同事。作為財政我希望在來年可以為
各位AABMS會員於各項活動中，在不失
收支平衡的原則下，爭取最廉價的收費
，希望大家在活動中能夠更加盡興。希
望大家能擁躍支持來年的活動!感激!

外務幹事 — Ivan
大家好! 請大家多多指教。我係IVAN，係
今年第11 屆AABMS成員，亦係東區醫院
MICBIO LAB同事。今年AABMS會透過舉
行好多多元化既活動，令AABMS 可以成
為一個大家溝通既平台，透過活動令大家
玩得開心，同埋認識唔同既同事 最後祝大
家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聯絡幹事 — Annie
各位AABMS matrix讀者，我係Annie，今
年嘅委員。已經係第2年做委員，希望今年
我地一班委員可以為大家帶黎一份有驚喜的
matrix同活動。記住要期待我地今年既搞作
呀！到時一定要支持我地既活動，有意見亦
都歡迎講比任何一位你認識既委員知！:)

出版部幹事 — 靜妍
你們好！上班半年了，深深感受到校園生
活的寶貴，與同學們一起相處的時間十分
值得懷念。因此我希望藉着參加校友會，
繼續維繫同學和校友們之間的感情。希望
各位會員能夠享受本會今年舉辦的活動！

校友會活動第一擊-----校友會足球比賽

轉眼間又過了一年,校友會一年一度的足球比賽又到了.
相信大家一定不會錯過這個大展球技的好機會!我們十
分期待大家踴躍參加!!以下是今年比賽的詳情.

第11屆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生物科學校友盃(五人足球)

內務幹事 — 楊露
大家好,我是新一屆AABMS的內閣成員
楊露.現仍就讀于本科的三年級.很高興可
以在學業階段已投入為大家服務的工作.
希望可以成為各方校友緊密聯繫的橋樑,
請大家多多指教~~

日期： 17/6/2012 (星期日)

地點： 理工大學-李格致小型足球場

時間： 10:30 – 16:30

每隊人數: 5-8人 

報名截止日期: 10/6/2012

報名方法請參考後頁

Raymond
Bong Annie Ivan

靜妍 楊露 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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