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學院名列前茅

古語有云 : “桃李無言，下自成膜。"科大著名的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及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去年秋季公佈的兩項權

威性全球排名調查中名列前茅，進 步肯定本學院的教學質

害。
~弓之 , 

我們與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在 《金融時報》 的全球調查中排名第三。本學院的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獲 《經濟學人信息、音的評為亞太之冠。

商學院院長陳家強喜稱 : “我們為這些排名感到驕傲，它們

肯定7我們透過教員和所招收的學生的質素，以鞏固本學院

作為工商管理碩士教育全球頓導者的地位所付出的不懈努

力。 "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許多特定評審項目中聽身全球

首十位。舉例而言，此課程在“學員國際化背景"的項目中

排名首位，並於“教授國際化背景"及“最豐富工作經驗"

的項目中排第二位。

《金融時報》 對學員的國際經驗印象尤深 ， 指出有 “54%受

訪者-在修誼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前曾於至少三個國

家工作。" {金融時報》指本學院的優勢在於其“建立一所

一流的研究型商學院 ， 並且只招聘最優秀的國際級教授"的

創辦理念。

以整體評分而吉 ， 香港科技大學只落後於賓夕凡尼亞大學:

Wharton及哥倫比互巨大學/倫敦商學院。就涉及E洲的課程

的排名而言，於美國、英國和新加坡校園舉辦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碩士課程的芝加哥大學排名第六，而與上海復旦大學合

辦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華盛頓大學 Olin則位列第

八。

與此同時，本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亦入選《經濟學人信

息部》 每年評選的全球一百個最佳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排名

第三十t位。一百強中包括50個由北美、 39個自毆洲和 11

個自亞太區學府所舉辦的課程。

院長的話

新學期往往令人興奮復躍，新的商孔和活動展現

出我們的教員和學生的質力和才華。

本學系的成員一如既往在不同的能時作出重要貢

獻， 他們昕付出的努力民主﹒認同 。正如本期內容

所示， 他們的教學和研究質玄和創意已成為本身
學術領域及更En泛的社區的焦點。舉例而言 ， 我

們在研究專版中專題介紹本學院所開拓的研究範

I除 神經生物經濟學 3 它為經濟行為的研究注入
腦部活動的元索。

學生的才華同樣令人前膜。兩名工商管理碩士生亦是著名的藝術家，這充

分顯示藝術和商業可以並肩發展。

本學院的課程縫的發展和茁壯成長。本校正擴充海外的本科生招生活動規

模，同時，凱洛格.香港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亦昂然踏入十

周年。

2006至200 7年年度學期尚未完結，未來教人興有了期待。新春)1寄至，本人在
此祝l頓大家渡過一個健康愉快的豬年 1

于家言ι 步在
陳家強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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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 “個人發展及教育經驗" (四

個主要考慮標準之一)的項目中排名全球第二，而本學院亦

獲表揚為全球其中一個教授素質最佳的商學院之一。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戴敢恩認為排名結果與學院的重點一

致。他解釋稱: “我們賣行 7若干措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驗。除7交換生計劃外，我們近日亦組成7一支專業隊伍照

顧學生的個人和事業發展。我們的目標是協助學生從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汲取經驗自我裝備、改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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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院長獲委重任

商學院院長陳家強和副院長戴歇息、獲科大以外的組織委以重任。

亞太管理學院聯合會會長

陳院長於E太管理學院聯合會的年會上被一致推選為

該組織2007年年度的會長。亞太管理學院聯合會於

2004年年底由 11 問頂尖

學府創立，成立目的是

透過進行研究和教育方

面的合作，藉此提升商

業及管理教育質素。亞

太管理學院聯合會的成

員數目預期將於短期內

增加至100名。

終極脹目

來自會計學系的4人隊伍晉身德勤稅務精英挑戰畏的總

決賽，令他們成為唯一擠身最後一輪賽事的香港代

表。這項賽事吸引到來自大中華區的39間大學和學校

參加。

香港美國商會副主席

與此同時，戴歇息教授亦獲選為香港美國商會副主

席，令他有望於明年問鼎主席一職。

香港美國商會擁有1 ， 800

名成員，該組織為本港

規模最大的國際性商

會，並為美國在海外最

大的商會之一。

黎明茵、彭施恩、李希萌與陳志勇前赴中國中山與來

自中央財經大學、清華大學、蘇州大學、中山大學、

廈門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及最終得勝學校西南財經大

學的代表互較高下。

參賽隊伍須分析一項模擬說務個案 ，並

向由高級稅務官員及德勤稅務專家組成

的評審固提供解決方案。香港科技大學

的隊伍在地區比要中擊敗代表本港、澳

門和台灣多問大學的8支隊伍勇闖總決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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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空問

位處香港中環，擁有設備齊全的課室、互聯網設備、

一間會議室及舒適的休息廳的“商學院中環中心"

(HKUST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經已敢用，新設施
提供了舉辦教育、校友和公共關係活動的場所。

“商學院中環中心 " 座落於香港會所大廈高層，除7

地處香港金融心臟地帶，亦擁有180度的維港景觀。

“商學院中環中心"滿足了學生和校友其中一項長久

需求，為他們提供了位於市中心，兼且交通便利的軍

會和交流場所。中心內的會議室命名為“MBA 校友會

議室以表揚曾捐贈“工商管理碩士校友基金"的

校友，該基金於2004年成立，旨在學富學生的學習內

容及改善教育設施。

在不久將來，每月亦會有校友軍會在“商學院中環中

心"舉行，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更可享有租金和飲食供

應的優惠。此外，他們亦可優先租用“商學院中環中

心"的場地作企業活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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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教席吸引世界級頂尖學者

退休建築業巨肇及慈善家葉謀遵博士近日捐出500萬港

元成立一個講座教授席位，藉此招攬或挽留國際知名

的出色學者，此慷慨之舉將有助本學院繼續透過招聘

頂尖學術人才鞏固及提高聲譽。

在葉博士捐出巨款後，政府亦會通過一個相應的資助

計劃撥款500萬港元，有關款項將用作資助新昌一葉謀

遵講座教授席，這是本學院首;欠設立的同類教席。首

任新昌一葉謀遵講座教授為會計學系系主任自國禮教

授，他將會使用捐款作進一步研究和教學，以及培訓

一名研究生為會計學系學者和教授。

他表示: “這樣令捐獻者的美意得到體現，也可讓更

多學生、學者和老師受惠。"

葉博士為新昌國際集固有限公司主席。葉博士曾任香

港期貨交易所主席，並於2000年獲港府頒發銀裝荊星

章。

科大商學院迅速成為頂級商學院，這令葉博士深受感

動而慷慨解率。葉博士表示﹒ “科大商學院在短時期

內成為世界一流學府，這在高等教育上可謂史無前

例，我們很高興有此機會成立講座教授席，這對學

生、學院和大學的發展有所禪益。"

自國禮教授為裔學院副院長，他將會

出任新昌一葉謀遵講座教授3年 ，在

大學推薦下可續任3年。不過，自教

授不可抱持理所當然的態度。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在去年12月

的成立典禮上說: “ 自教授要當心

7 。這講座教授席的資助十分可觀，

這可能令你所有的同事噩噩欲動，阻

止你再度輕易獲得捐款。有競爭才有

進步，力求盡善盡美的良性競爭精神

正是講座教授席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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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生活動走向全球

現今商業社會重視國際視野。有見及此，本學院正擴闊網絡招收來自全球各地的

學生。

求職時也會較為容易，因此到海外招生為本地和外國學生帶來雙贏局面。

本學院在過去一年於三大洲的 18個國家舉行路展，向當地有興趣到海外升學的學

生介紹本學院的本科生、工商管理碩士及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本學院的教授、職員或顧問(如校友)亦有代表本學院出席活動，向出席者講解

在附鄰中國這經濟強國的世界級大學就讀的益處，並解答問題。

陳院長稱 “現今商科學生須接納全球化所帶來的多元文化，我們希望畢業生能

在任何環境，包括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工作，不過，學校不能藉著書本教導學生

接受差異，學校要麼便將學生送往海外交流，要麼便招收不同背景的學生，我們

現時正朝著這兩個方向發展。"

院長陳家強表示，倘畢業生擁有與不同國籍及文化背景的人士合作的經驗，他們

陳院長指出，到海外收生能為商學院帶來全新視野和敞開多元化的大門，從而提

高其教學質豪。

本科課程網絡備受青睞

7-1-'科課程部去年的國際推介活動的普備及進行，計

劃周密、善用時間及發揮團隊力量，以具體的方式

顯現出該課程為學生所培養的各項才能。

於去年年底，本科課程部同事在40天之內，從北歐

到南中國，共探訪79個城市內的62家學校。該9個

城市計有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德國、北京、

上海、廣州及深圳。今J欠為本科課程歷來最大型的

國際招生推廣活動。

探訪主要分兩種形式。分別是大型的演講或小型的

討論會，不論那種]f~式，答問及互動討論均為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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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活動。

本科課程助理主任陳美芬說出席活動的學生對入學

要求、畢業後的就業機會及香港的社會和文化面貌

深表興趣。他們亦感到學院的國際學生交換網絡非

常吸引。

陳美芬說: “參與過學院路展的學生均對我們的國

際交換生計劃的網絡和質素留下深刻印象。"本學

院透過本科生交流計劃與超過90問海外大學合作，

而本學院至少半數本科生亦會到海外交流。

“參與過學院路展的學生均對我們的

國際交換生計畫。的網絡和質素留下深
刻印象。"

科大商學院

建立品牌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正逐漸於海外建立為著名的品牌。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招生活動在香港以外的12個國家和地區

(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中國、台

灣、泰國、馬來西亞和亞拉伯聯合首先長國)的 17個城市舉

行。本學院為有意報詣的人士安排個別諮詢服務，為他們提

供意見和詳盡資料。

學院過去在北美、歐洲和E洲舉辦工商管理碩士教育展，並

吸引到有意於亞洲就學，而且深知他們可於香港科技大學取

得一流學位的人士報詣。

研究生課程副主任曾志安稱: “建立品牌提高了我們的知名

度，人們知道亞洲擁有優秀的教育質素，若他們希望到亞洲

修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科大商學院是他們的首選。"

海外的學生尤其有興趣進一步認識中國，以及科大學位能為

他們帶來的發展機會。在首爾和東京，一些準備報誼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的人士已精通普通話，隨時準備到中國大展拳

腳。

曾先生表示: “由於外國人並不真正了解本地市場，因此要

隻身赴港和在這裡求職可能相當困難。若他們報請我們的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他們會認識本地市場和建立珍貴的聯擊，

這會為他們帶來在E洲區建立人脈網絡的機會。"

為區域提供服務

自凱洛格一香港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課程成

立以來，本學院便致力為這課程招收各國學生。然而，本學

院亦高度重視學生的質萃，近日舉行的招生活動便以招收傑

出學生為重點。

課程的亞洲區路展於香港及其他8個城市舉行，包括曼谷、

北京、馬尼拉、首爾、上海、新加坡、台1七及東京。其中數

站安排7教授、著名媒體及業界人士，就看金融市場及亞洲

的領袖風格等題目舉行講座，與當地商界人士交流及分享知

識及經驗。合作的國際機構包括 {2洲華爾街日報》、《金

融時報》及Accenture 。

副院長及EMBA課程主任戴敢思表示 : “作為教育家，我們

以最宏觀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角色。我們並非只著眼於招收新

生，我們亦希望服務商界。這些講座有助我們同時履行這兩

個角色。"



Beta Gamma Sigma榮譽

譚嘉因教授出任香港科技大學Beta Gamma Sigma:7.ì 
會會長。

Beta Gamma Sigma的意思是“榮譽、智慧和熱忱"
是商科學生在國際商管學院但進協會認可的課程中可

獲取的最高榮譽。

Beta Gamma Sigma亦為會員提供建立人脈網絡的良
機。任教於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的譚教授表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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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領域

第四屆花旗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吸引到17支E洲、

歐洲及美洲隊伍參加，為參賽者提供名副其實的多元

文化平台以分享意見和經驗。

Franklin得獎者屢奪殊榮

兩名教授再奪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Franklin傑出教學

獎。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教授陳斯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利

晨第二汶奪得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Franklin傑出教學

獎，兩人皆曾於2001 年春季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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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幸成為 B e t a 

Gamma Sigma 
的會員是一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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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它能帶來終

生的益處和認

可。"

譚教授績稱 :

“Beta Gamma 
Sigma的網絡正

伸展全球，除7

學術成就獲承
認，會員將可受

惠於這更廣闊的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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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功加入香港

科技大學 B eta 

Gamma Sigma 
分會。此外，商界領袖亦獲頸授名譽會員資格，於

2006年獲授此榮譽的本地商界領袖計有大家樂集團執

行主席陳裕光博士與環康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蔣麗莉

博士。

這項賽事由科大商學院及花旗集團聯辦，並獲花旗集

國基金會贊助舉行。參賽者來自墨西哥、加拿大、美

國、瑞典、西班牙、新西蘭、新加坡、泰國、香港和

其他得獎者包括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教授胡跨期、市

場學系教授溫偉德及MBA課程教授王嘉陵。

這是會計學系教授陳建文近日由會計學系系主任自國

禮教授手上接任“學院委任及晉升委員會" 主席後首

;欠頒發Franklin獎。在頒獎儀式上，陳教授向自教授致

除7譚教授成為新任分會會長外，市場學系教授施偉

傑亦獲委任為香港科技大學Beta Gamma Sigma5.ì會

教授代表。

中國大陸。

冠軍隊伍來自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學，科大商學院亦

勇奪賽事第二名。其他E軍隊伍分別代表加拿大的麥

基爾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是;欠比賽的案例公司是大家樂集固有限公司，該公司

透過提供頁貴的資料及以參觀和講座的形式鼎力支持

是汶活動。

舉辦是汶比賽旨在推動學術和文化交流 ， 以及彰顯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及教育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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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感謝其對Franklin獎自 2000年創立以來所作出的貢

翩 。此外，陳教授亦讚揚自教授熱心促進商學院推動

優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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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獲益良多

“優良品質往往出自精心設計這是委託本學院提

供度身訂造的高級管理人員課程的優秀公司所領悟的

道理。

高級管理人員課程部為長期學習夥伴中國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舉辦首個“資訊科技高級管理人員課程" (IT 

Executive Program) ，並遨得本港和海外的行內專家主

講。

主講者包括國際電信聯盟、 Infosys 、 Orange 、 IBM 、

Huawei Technologies及香港賽馬會的代表及香港科技

大學的教員和校友，他們與來自中國20個省份的28名

中國電信資訊科技專才分享專業經驗。此外，這項於

去年12月初舉辦、為期5天的課程亦包括參觀公司的活

動。

去年 12月 ， 全球領先藥劑產品研發商瑞士諾擎的亞洲

區經理雲集新加坡，參加由高級管理人員課程部創

辦、為期5天的 “領導E洲 " (Leading in Asia) 課程。

舉辦此課程的目的是通過由日lie Weldon教授和Joseph

Salvacruz 教授統囂的一項課程訓練參加者的領導技巧

及改善他們的業務表現。課程包括個別教授、個案分

析、反思與行動學習及一個名為 “向飛機長學習 " 的

特別環節，而學術主任Weldon教授亦與學員分享其對

發展領導才能和管理人才的洞見。

瑞士諾萃的“企業學習課程主任" Susanne Röhrig稱

讀“領導E洲 " 為她接觸過“最度身訂造" 的課程，

較諸哈佛與史丹福大學為其公司提供的課程亦毫不遜

色。瑞士諾華目前正計劃於今年和明年與本學院再度

合辦課程。

與此同時， 30名來自香港、上海、越南、印度、馬來

西亞 、 菲律賓和澳洲的百事國際集固高級管理人員親

臨香港科技大學校園參加第二屆“E洲區培訓學堂"

(Asia Development Academy) ，參加者包括其亞洲區
總裁。

“這是我們一起發展和學習

的長期合作關係。"

此發展領導才能的課程包括講座 、 建立圓隊環節和有

關企業策略和發展的工作坊。 Weldon教授和副院長載

敢恩教授負責統籌有關領導才能的環節。

百事國際集團亞洲區總裁Ron McEachern先生稱.

“我們正就一項明年舉辦的課程與香港科技大學商學

院高級管理人員課程部合作。這是我們一起發展和學

習的長期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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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創收生紀錄

第十屆凱洛格一香港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創下多項收生紀錄，同時亦肯定了本學院對外國

學生的吸引力。

課程首;欠招收超過50名學生 ， 最終數目達到55人 ， 而

女生的數目亦為歷來之冠 ， 達到 17人。

學生的國籍亦顯示 7收生的多樣性 22%為香港人、

18%為美國人、 8%為大陸人及8%為台灣人。

約42%的學生居於香港，其餘來自廣州、深圳、北

京 、 杭州、卜前江、澳門及台灣的台北、新竹及台中等

大中華區城市及其他亞洲城市。

2007年凱洛格一香港科大 EMBA 學員國籍分佈

. 中國香港

. 美國

中國大陸
﹒ 台灣

英國

﹒ 以色列

澳洲

. 加拿大
﹒ 馬來西亞

科大商學院

﹒ 韓國

﹒ 菲律賓

. 法國

印度

﹒ 愛爾蘭

﹒ 波蘭

﹒ 西班牙

. 新加坡

一名來自新加坡的行政人員選擇本學院的行政人員工

商管理礦士課程而放棄報請當地一個罔頡課程，另一

名學生亦決定由印度孟買來港就績。學生的平均年齡

為37歲，並平均擁有14年的工作經驗。

副院長戴歐恩教授稱 . “ 56%的新生來自海外 ， 這再

一;欠證明當成功的行政人員希望深造時，國際級的凱

洛格和香港科技大學教員所提供的優質教育是他們的

不二之選。"

與此同時，課程將於5月 25 日至27 日舉行周末慶典 ， 以

慶祝創立十周年。屆時除了舉行第九屆畢業典禮外，

亦會舉行管理研討會 、 聯歡晚宴和其他校友活動。

EXECUTIVE MB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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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心意

閣下是否曾三心兩意，猶如天使與魔鬼同時在耳追細

語?這情況正好反映大腦的運作模式，研究人員指

出，當人類思考時 ， 腦都不同部位可能出現迴異的反

應，令人們偶爾陷入思想掙扎。

科學家多年來苦心鑽研，嘗試了解大腦對身體活動(如

打字)及認知行為(如閱誼)的反應。腦部掃描技術近年

取得突破，這讓研究人員可深入研究在人們作出決定

時大腦如何運作，並且了解人們如何投資和議價，以

及期間產生的情緒。這方面的發展同時為行為經濟學

(我們可以作出更多“觀測" )及貴驗經濟學(我們可以

進行更多“測試" )的研究注入動力，並且開拓出神經

生物經濟學這門新的科研項目。這項尖端科技帶來許

多貢獻，其中包括重新和更深入地進行多項經典的行

為學賀驗，而香港科技大學正是這研究領域的先驅之

繪製人類大腦圓譜
經濟學系講座教授周恕弘正與校內其他學者合作設計

更多研究工項頁目，他解釋稱

的研究帶來全新方向。"周恕弦正與市場學系講座教

授施偉傑緊密合作，兩人均為貴驗商學研究中心的主

任。

周恕弦表示: “當研究人員繪製大腦閏譜時，他們是

在封析如運動、識別顏色甚至嗅覺的人體機能，但與

此同時，研究對象亦可能產生更複雜的情感，例如遺

憾、憐憫或公正的感覺。"

科學家會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儀器研究腦部活動，利

用此儀器量度在人們評估和作出決定或產生情緒時腦

部的血液流量，儀器會顯示哪個腦部部位需要更多氧

氣，亦即哪個部位較為活躍。核磁共振影像技術先驅

Paul Lauterbur與Sir Peter Mansfield正是憑藉這種技

術於2003年奪得諾貝爾獎。研究人員可在研究對星星獨

處時進行測試，或透過超級掃描技術將昂貴的功能性

磁振造影儀器連接起來，在研究對數彼此產生互動時

進行頁驗。研究人員可在不同環境下研究腦部活動，

例如在拍賣會場進行宣驗。

現時超級掃描技術的發展，以及顯示腦部的神經細胞

可被社會因豪改變的先進基因研究均被寄以厚望，研

究人員期望透過這兩種尖端技術，深入了解人們對涉

及經濟因素的決定的反應。

研究的關鍵在於人們的大腦各有不同，它們可以不同

的形式發展。以一個著名的現星星為例，英國倫敦大學

於2000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富研究對象為考取的

土司機牌照而熟習倫敦復雜的街道時，他們大腦的海

馬體(即與鳥獸的方向感有闋的部位)便會增大 ， 但當

他們從事的士司機以外的職業時，海馬體便會自然縮

周教授將焦點放在一項近日利用腦部掃描技術再次進

行的著名行為學貫驗。在該測試中，研究對數要在明

天收到 1 ， 000元，或再待一天便可收到 1 ， 050元之間作

出抉擇。然後，研究對象會再被問到他們寧可在一年

後收到 1 ， 000元，還是待到一年零一天後收到 1 ， 050

7G。

結果在第二種情況下，大部份研究對豆豆亦會選擇再等

一天 ，即他們樂意在等待一年後稍作忍耐，但在第一

種情況下卻不然。這寬驗結果與經典經濟學的觀點相

悸，後者認為若延遲的時間

或痛痛症患者的大腦亦可帶來芳、想不到的結果。周教

授稱 “舉例而言，大腦其中一個部位會對風險評估

產生反應，有時候此都位受損的人可能更加投資有

道，因為大部份人都過份懼怕風險，因而太畏首畏

尾。"

除 7科學上的價值外，這些基礎研究亦為新興的“神

經生物營銷學"帶來寶貴貢獻。包括廣告公司在內的

一些公司亦需要評估其產品的成效，而神經生物營銷

學正可為這些公司提供珍貴的資料和數據。

以在去年美國超級碗電視轉播期間播放的聯邦快遞廣

告為例，在該廣告之中，一名穴居野人被恐龍踩扁，

而在播出廣告時進行的腦部掃瞄顯示，幾乎所有觀眾

亦認為那廣告十分有趣，但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亦同時

產生恐懼之感。

一樣，不管最初等待的時間

是一天還是一年，研究對象

的反應亦會樣。

周教授說: “若要人們在將

來等待，他們的反應會較為

冷靜，但若希望他們即時等

待，他們便不會那麼冷靜。

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現在

我們終於知道背後原理。"

“若要人們在將來等
待，他們的反應會較

為冷靜，但若希望他

們即時等待，他們便

不會那麼冷靜。"

神經生物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科研

項目，此領域的研究人員少之又

少。尖端的大腦圓譜繪製技術僅

面世十年。周教授的學系於2005

年破天荒刊登聘用神經生物經濟

學家的廣告，成為全球首個刊登

這類廣告的經濟學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薛

紅亦加入了周教授和施教授的研

究行列。薛教授是一名分子神經

功能性磁振造影數據顯示，

相比起一年後可得到的益處，眼前利益所刺激的腦部

部位會較接近腦幹。周教授說: “那是當人們走到中

環，站在Prada或珠寶店前會被刺激的部位。過去神經

生物科學家指那部位接近我們的amphibian brain 。過

去研究人員只能利用他們當時擁有的知識，因為他們

不能預見今天的科技發展。"

以上述研究為例， 些經濟學家只會視寧可少收50塊

錢，亦要在明天收錢的決定為非理性反應，但腦部掃

描的結果可以影響他們的想法。此外，過去 些行為

學理論是以電腦模型為基礎，而學者指那些理論可如

頁反映腦部的運作情況。現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技會ftj終

可提供引證或推翻這些理論的證據。

周教授稱 : “你可以說腦部活動亦會反映於數據之

中。現時有誼據顯示一人可分飾兩角，大腦內可能有

超過兩個部份在產生作用。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今

天賓在為是否應溫習或出席派對而左右為難，那其質

是十分科學化而非情緒化的表述。'

研究人員通常會對正常的腦袋進行掃描，但研究受損

生物科學家，她看準結合基因學

和神經生物經濟學進行研究的發展空間，並正計劃開

創學術界先河，將行為基因學應用於貴驗和行為經濟

學。

跨文化元素
這三名科大學者將與休斯頓的貝勒醫學院合作，首度

為神經生物經濟學研究注入跨文化元素。員勒醫學院

目前擁有兩部價值2 ， 000萬港元的功能性磁振造影儀

器，並已另外訂購三部儀器。

合作項目包括同時在休斯頓和香港進行信任博莽的亞

驗，並在賓驗期間進行腦部掃描。信任博奕是由學者

於逾十年前所設計的責驗，一名研究對室里會將所持資

金的一部份撥交另一人 ， 而金額會在撥款時額外增加

兩倍。撥款者必須決定撥款金額和對收敦者的信任程

度。之後收款者必須決定是否歸還任何款項和歸還的

數目。自私的反應是不還款，而重視信任感覺的研究

對象則認為他們必須“禮尚往來"。

學者過去一般並未研究文化因素對這些市場導向的實

驗的影響，不過，周教授相信，在使用腦部圓譜繪製

技術處理這類貴驗的數據後情況將有所改變。縱使中

國和美國人作出類似的決定，他們的腦部活動亦可能

有別。

周教授稱: “事宜上，透過拍賣會決定價格或其他類

似的價值可能有其文化根源。現在我們已為我們的研

究工作注入基因學這革命性元萃，我們可以探素更根

本的問題。"

周教授的學系正進行同類型的新研究，同時'本港和

其他地區的學者正利用功能性E磁拉振造影技術研究其他

著名的叮導奕這些

責叛的角度解釋人類的情感。

終極博奕是一項經典的行為和責驗經濟學貫驗，研究

對星星的數目為兩人，其中一方會提議瓜分一筆款項，

另一方只可接受或拒絕，但不可提出反建議。研究人

員已利用腦部掃描技術研究此貴驗，而有趣的是當分

配不公或研究對象感覺被騙時，腦部對身體痛踅產生

反應的區域會受到刺激。

周教授表示- “這就像淘金熱一樣。我們有一系列已

公佈的研究結果，它們正被有系統地發掘。"周教授

相信，在商學院進行有關文化因豪的研究後，外界將

對其研究成果有殷切的需求。

周教授績稱: “我們擁有美國的貢驗室所欠缺的優

勢，那就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不同。正因為我們處身這

裡，身處中國門戶和擁有亞洲人口，我們將會極受歡

迎。"周教授對科大此優勢深信不疑。

擺在周教授和他的同事面前的是無盡的研究空間，而

那將不僅限於重新評估過往的研究。周教授說: “我

們現在終有一套方法可嘗試窺視人們的內心世界。"



出席展覽會

本學院出席去年 12月初在本港舉行的國際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晨，該展覽會展示最新的科技和商

機。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教授徐岩為展覽會主辦單位論壇

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徐教授於會上主持一個有聞“有

效的商業模型" (Business Models That Deliver) 的全
體會議、出席一個獨立的專題討論會和就資訊傳播科

技和反向經濟學主講。

此外，徐教授亦獲港府誡邀為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

會面的四名電訊業代表之一。

本學院的兩張相片被收編於《驕傲與成就 香港電訊

業的歷史》一書中，該書籍將由港府分送予出席展覽

會的所有貴賓。其中一張照片是有聞自本學院和北京

合理的定價

香港科技大學的“資產定價金融研討會"邀請到世界

各地的頂尖財務學學者參加。

活動由財務學系教授張處每辦，應邀出席的包括美

國、香港和新加坡18間大學的著名財務學專家。

在會上所發表的文章來自香港科技大學、新加坡管理

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

學、艾默里大學、福德漢姆大學、休士頓大學、伊利

諾大學香檳51校、馬里蘭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西

根大學、紐約大學、置夕凡尼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加州大學蘭灣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及耶魯大學。

這項財務學系的年度活動於去年12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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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切期待

由商學院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的論壇吸引到本港多

名行政總裁參加，與會者熱切討論如何令優秀的公司

更上一層樓。

“精益求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論壇的主講嘉

賓包括Crown Worldwide集團主席詹康信及慕詩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創辦人、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欽杰先生。

論壇主持為陳家強院長。

詹康信先生於1965年創立7一家規模細小的公司，時

至今天，該公司的市值已超過一億六千萬美元。詹先

生於2002年至2003年出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

陳博士成功令其公司現時的規模較1996年時增加兩

倍，陳博士的公司於2002年在聯交所主板上市。陳博

士本人亦於一年前獲頒DHL/南華早報香港商業獎的

青年企業家及東主營運獎。

論壇於去年12月初舉行，擁有近300個座位的會場座無

虛席。在主講者講述其人生經歷後，台下聽眾亦參與

討論，就不同的題目各抒己見。

科大商學院

郵電大學於2006年合辦的第 16屆國際電信協會雙年

會，而另一張照片的主題為本學院為中國電訊公司而

設的行政人員課程。兩張圖片亦突顯出香港科技大學

商學院在電訊研究和教育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香港科技大學亦在世界電信展上設立攤位，展出相關

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衍生公司的研究結果和產品。

此外，去年11 月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創新科技

及設計博覽亦見香港科技大學的攤位，展品包括香港

科技大學14間衍生公司的產品。

文化交流

研究文化對行為的影響的頂尖學者最近雲集香港，出

席研討會探討這門愈來愈受重視的學間的一些最新研

究結果和觀念。

由於市場推廣和J溝通迅速邁向國際化 ，因此，商界愈

加重視影響行為的文化因素。

是決研討會於去年12月假香港科技大學舉行，而這項

由市場營銷研究中心贊助的活動更吸引到超過50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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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美利亞洲的代表參加。

研討會觸及的題目包括文化差異對在組織內形成榮厚

感所起的作用，文化價值對情緒經驗記憶的影響;宗

教影響;快樂之源及影響，文化差異與榮譽、面子和

尊嚴的關係;以及中國和美國文化對個人和集體自我

意識的關{系的解詣。



委任及晉升

| 委任佇散人員 :二 11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譚嘉因，已獲借調往大學學術副校

長辦公室。

晉升 I 

會計學系希志已獲晉升為副教授。

希志教授於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公司治理及

信息披露，以及財務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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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 自

方意思獲續任為財務學系客席副教

授 ， 任期由2007年2月 1 日至2008

年6月 30 日，並同時於2006年9月 1

日至2007年8月 31 日為訪問學人。

Marcus Schutz已獲委任為

“Executive-in-Residence" '1王

期由2007年 1 月 15 日至2008年 1 月

14 日。

財務學系客席教授顏至章，於

2007年 1 月 1 日起獲委任為訪問教

授。

畢業『照』

對工商管理碩士學生Birgit Vagani來說 ， 剛過去的暑假

可謂喜事成雙，除7學業有成，她也在藝穗會舉行7

個人相片展覽。

Vagani 擁有意大利米蘭(意大利攝影學院) Istituto 

Italiano di Fotografia 學位，主修黑白攝影。

此外，她亦已畢業於科大工商管理學院，現正於香港

為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進行一項有關創業基金及私人

股票投資項目 。

她在讀書期間曾於八月成功舉辦一個名 為 Lonely

Together的展覽。她的照片帶有強烈的電影惑 ， 主要

以米蘭及北京兩地作拍續背景。

Vagani說﹒ “相片主題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相處時所遇

到的難題，通過黑白短片的形式呈現眼前。 "

一心多用
只有少數學生會視修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為一己 “嗜

好而能像李偉安般輕鬆應付課程要求的學生更是

少之又少。

李先生是一名鋼琴家 ， 曾與著名音樂家和管弦樂團到

世界各地演出。李先生在修罷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期間

不單繼續定期演出 ， 更於中央音樂學院、香港中文大

學及香港大學等機構擔任客席教授和訪問講師。此

外，他亦同時經營其創立的音樂學校樂學堂，並於

2006年秋季學期期間迪曼女友。

李先生稱: “我一向善於一心多用和嚴謹控制時間。

作為一名音樂家，我畢生受訓成為一位遵守紀律的

人。"

他解釋稱 : “由於我沒有任何商業背景，至少從未修

領任何商業課程，因此在過去數月，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消耗7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不過，課程的友善組

員助我克服不少困難，而音樂學校的拍檔亦幫7我不

少忙。"

李先生表示 : “但若說到練習和表演則只有紀律和時

間管理這兩項法門。"

李先生自小與古典音樂世界結下不解之緣。他4歲便開

始學琴，兩年後於一個現場電視和電台節目中初試啼

聲，與香港管弦樂團同台演出。

“我修讀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的主要目標是充實

自己、認識有趣的人"

李偉安沒有參加高級程度會考，於16歲時取得全額獎

學金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深造。李先生於兩年後獲耶

魯音樂研究院取錄，並於2000年同時以最高榮譽於兩

問學校畢業 ， 在學期間獲獎無數。

李先生不久後重返香港，並投身於本地的音樂事業，

他在選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前更曾與流行歌手合作。

李先生稱 “我從未像大部份音樂家那樣只專注於藝

術 ， 我希望發掘音樂世界以外的生活。"

他又稱: “音樂家可以十分難以駕取，但我本身亦是

一名音樂家，造成為我在管理音樂家時的一項 “優

勢" 。我修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主要目標是充賞自

己、認識有趣的人以及裝備自己以進一步善用此 “優

勢不論是把它應用於管理自己的學校或管弦樂團

或應用於其他事業上。"

李先生雀躍地說 ; “與此同時，我將會繼續演奏。我

仍然對音樂充滿熱誠和視音樂為事業。 11多讀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可說是我的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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