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十年

十年前，一切只從握手開始，而非靠一紙憑據。雖然如此，

凱洛格管理學院與科大商學院當初梅手開辦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EMBA)日守所付出的真誠信賴，早已獲得豐厚回

報。

其後，雙方落貴口頭協定，正式動筆簽署協議 ， 而十年前經

過多番討論後才制定的課程，現在亦已童聲國際，多年來一

直在全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

為慶祝課程開辦十周年，科大商學院特別舉行7 名為 “邁向

未來十年"的論壇，為期一天。會上，凱洛格榮休院長

Donald Jacobs教授憶逝，他與商學院創院院長陳玉樹教授
談得非常融洽，最終更取得了共識。

研討會舉行當天，逾200位商界領袖、學者、高級教授及學

生在香港萬豪酒店軍首一堂 ， 傾聽多位政界、業界及學術界

領袖的精彩演講。

往屆校友還就此舉行了 )欠EE會，活動包括高爾夫球、酒會

及海上暢遊。此外，合共約400位EMBA畢業生及嘉賓亦參

加7會後所舉行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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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開始

院長的話

本院在上半年經歷多項重要發展里程。

最近期的是前院長兼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陳家強狡

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 ， 任期由 2007年7月 l 日 生效。

陳教授於一九九三年加入本校，並於二零零一年

成為院長。對於本學院的長期摯友能夠成為特區
政府的主要官員，我們亦深感欣喜。在歡送陳院

長的同時 3 謹此祝願他今後寧寧順利 3 在新崗位

上能遭展所長 3 繼級為大眾服務。

今年 3 本學院與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EMBA課程昂然邁進十周年 ， 本學

院在5月舉辦了多項慶祝活動 ， 而本期通訊亦載有各項活動的報道 。

在3月，本學院與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ttJ1手開辦全新的碩士課程，並訂於今

年 J 1 月間諜。

此外 ， 四年制學士學位諜程將於20 1 2年正式推行，目前，本學院正密鑼聚

鼓，為課程擴展作好準備，包括興建新校舍 、 增聘教職員 ， 以及為本科及

研究院課程注入多項創新元素 。

衷心盼望各位繼紋支持學院發展 ， f半腦學院同創佳怠。[!

頭fl詞;要
著-理院長

那陸|漠教授

二答:苓七年七月

衷心祝賀陳家強教授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陳教授於2001 年至今年6月期間擔任商學院院

長 ， 並於6月底獲政府宣佈委任，任期自 2007年7月 1 日起生

效。

問時，朱經武校長對鄭國漢教授擔任害理院長職務充滿信

心， “鄭教授不僅是著名經濟學家，備受尊祟。他亦為科大

創校成員，於一九九二年起加入科大。鄭教授不僅具豐富的

教研經驗，並曾擔任校內多個重要行政職務，包括商學院副

院長 、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博士課程主任及經濟學系系

主任等。我相信 ， 在他的領導下 ， 商學院 定有出色的表

現。"

大學校長朱經武教授表示 “陳家強教授由科大才子，晉身

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財子為香港財經事務出謀獻策。

他在新職位 ， 將會在更大面積、更高層汶、更廣的空間，服

務香港。香港之得 ， 遠超科大之失。我謹代表科大師生，給

予陳教授最良好的祝願。 "

\\-一-----



路透教室

路還與本學院撓手合作，為本院學生提供難能可貴的

機會，使用一般只供金融界在職人士專用的金融科技

及教育程式。

為配合這項新合作計劃，研究室內裝設價值的0萬港元

的高速綜合資訊及交易服務系統Reuters 3000 Xt悶，
提升金融貿易研究室的功能設備。

學生可在研究室接受貴況金融運作培訓 ， 亦有機會報

誼路還課程及證書課程。

剛卸任的商學院院長陳家強教授歡迎這項安排，認為

此舉可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 ，增加學生接觸金融貿易

行業的機會。他表示﹒ “有關培訓無疑將為本院學生

帶來早著先機的優勢，特別是有意晉身金融界的學

生。"

點石成金新意念

多位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及E洲頂尖大學的研究

生施展渾身解數 ，角逐一年一度的科大國際商業計劃

比賽。這項比要是全國唯一一個創業活動，今年是第

二屆舉辦 。

本屆活動有近100隊研究生報名參賽，較去年高出一

倍，其中僅有13隊入圍。大會評判團由香港著名行政

人員及創業家組成，而入閏隊伍則有機會向評判固介

紹其商業計劃。

在芸芸參賽隊伍中，美國加州大學梧克萊分校推介運

用NanoRay技申惜，大量生產低成本的微型高解像度顯

示模組， 最終~，~此計劃脫穎而出 ，勇奪冠軍寶座。

其他隊伍的參要計劃亦多與科技有關，例如改善瘖症

放射治療的新技術、從;J<!.荒提煉能源的技術，以及新

半導體設備;此外還有一些較有趣的計畫.~ ，例如以中

國都市女性為目標的內衣服裝、提升性能力的新型飲
~~~ 

品寺。

其他獲勝隊伍分別是美國密芝根大學、美國俄納岡大

學及加拿大滑鐵虛大學，後者更於電梯競技演說中勝

出。

支'HIfJolW;才看'l!IBÆJI[fflP#JBUÆ實'Nf!i!UQJ..主激Mark Cannice 
I1IP(左-).JlIi/Q量fJllIííf::r1X/2.ÊfFlt.IÑ/l!I1IP(:ti一1ft.月膏。

美國加州大學佰克萊分校的參賽隊伍合共贏得10 ， 000

美元現金獎，並有機會獲得擔任評判的投資者青睞。

賽事主席Mark Cannice教授表示 ， 上一屆最少有兩隊

參賽者成功在現寅生活中 ，將其創業計劃轉化為商

機，其中一隊在斯里蘭卡成立 7 一家私人公

司，將廢料及待加工原料 ，轉化為柴油替代 品

而獲利;另一隊則將親自開發的軟件售予一家大

型軟件公司，現在更於該公司任職。 Cannice教

授預期，來年的賽事將會更加精彩。詳情請瀏覽

www.ChinaBusinessPlanCompetition.com 。

路透北亞洲區董事總經理徐志偉稱，這項計劃有

助培育金融界人才，並促進雙方在其他範疇上的

合作機會。

本學院與路透己商定計劃，於海外合辦研討會，

與業界人才分享劃時代金融知識。此外，路透亦

讓科大商學院的教授使用其數據庫的資訊，支持

他們開展研究活動。

左居f] : NI/$!1fF#J i/QfI!ßJlßJl&A寶安是fl.tlP • i8ÌÉ:tt5ff#lllliãfli 
it;忽1Jl:餒，香玉言'Jt~芒」安iKfft!iil!1.lffj Il$;紛ff!i!Jllw，*æ:Æ~芒。
~:Æ~芒為早tßJl2000.1FMBAf/!N~芒。

與紐約大學締結夥伴關係

科大商學院與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Stern商學院)合辦

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成為E洲首家與Stern商學院

攜手合作的院校。

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是專為巨大區的金融界行政人

員而設，亦標話、著全球兩大金融中心締結起舉足輕重

的夥伴閱(系。

當時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對是;欠合作

大加讀揚，他表示: “我相信這個金融專業新課程將

為年輕專業人士提供良機，向香港和紐約這兩個主要

國際金融市場的著名教授學習，提升專業素質。"

該課程是兼語課程，將於本年什月開諜 ， 為期 12個

月，由兩家學院的教員共同授課。學員主要在香港科

大校園上課，期間需赴紐約Stern商學院參與三個緊密

的學習模塊。

成功修旱課程的學員將獲科大及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

新教學設施

科大新建的創新科技中心己正式開幕，其中一個樓層

專供商學院使用。

該專用樓層位於六樓，設有兩間行政人員教學課室、

一個多功能區域及更多的辦公空間。

合頒證書，並成為兩家大學的校友。

陳家強教授表示 ， 該課程可迎合亞洲對金融業人才日

益殷切的需求。他還稱 “我們期望這個新的合辦課

程及其他科大商學院現有的世界級課程，會進一步提

升香港對在區內工作的國際人才的吸引力。"

Stern商學院院長Thomas Cooley教授亦贊同馬局長及

陳教授的觀點，他表示: “我們很高興與科大合作為

金融經理人們提供獨有機會，在兩個主要的金融都

會.香港及紐約市，去學習及提高他們的技能。"

科大及Stern商學院各自亦有提供行政人員課程一科

大商學院與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而Stern商學院則與倫敦經濟學院及巴黎HEC

合辦TRIUM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兩個課程均

佔《金融時報》最新排名榜上的五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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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授對擴建設施表示歡迎，他認為可

藉此機會加強本院的行政人員課程。

他表示: “這些新設備將會提升行政人員的學習體

驗，亦有助我們為學員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最高殊榮

本學院兩位教員 市場學系客座教授Robert Wyer及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胡膺期教授 ， 憑藉傑出的研究工

作獲得殊榮。

Wyer教授喜獲The Society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續發社會心理學界的最高殊榮 傑出科學

家獎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Award) 。

Wyer教授是社會心理學界公認的代表人物，他於業界

權威斯干Jj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發表論文的數量無

人能及 o Wyer教授不但醉心於自己的研究工作，還奉

獻大量時間協助其他學者，被喻為業界的真正傳奇。

雖然Wyer教授於1995年正式在伊利諾伊大學榮休，但

他一直積極進行研究工作 ， 自 1998 年起更擔任香港科

大商學院的客座教授(有關Wyer教授的研究工作 ， 請參

閱第6頁)。

在 10月，該協會將於芝加哥舉行周年會議，並將於會

上向Wyer教授頒發獎工頁。

在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方面，胡教授最近亦獲選為數

理統計研究所(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資深
會員。該研究所是統計學及或然率的國際專業協會，

目前刊發 "Annals of Statistics" 等多份著名的學術期

干Ij。

諾貝爾獎得主的真知灼見

在6月 ， 諾旦爾獎得主Edward Prescott教授在科大學行

講座，討論主題包括開放、技術資本與發展三者之間

的關係，以及與香港息息相關的責際問題，精彩內容

令現場座無虛席。

Prescott教授與Finn E. Kyd\and合作研究經濟周期對國

際貿易的影響，因此獲得2004年諾旦爾經濟學獎。

這次潰講由科大高等研究院與本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聯合舉辦，席間， Prescott教授間釋7如何以國家政策

對外商生產力的影響衡量一圓的開放程度。

演講結束後，他還評論說香港2%的強積金管理費用貫

歡送創院院長

科技大學的教職員5月份於校園舉行派對 ， 歡送商學院

創院院長陳玉樹教授，而剛卸任的院長陳家強教授亦

發表頌詞，讀揚陳玉樹教授對本院的發展貢獻良多。

“本院之所以享有今天的成就 ， 陳教授霞在居功至

偉。"陳家強教授說:“陳教授於建校時期加入本院，

由零開始，建立起優良的師資固隊，並憑藉傑出的研

究成果，令商學院迅即享譽全球。"

陳教授即將出任香港嶺南大學校長一職，他曾任本院

院長達4三年之久，過往曾於南加州大學教授財務學，

是首批加入科大開墾耕耘的先鋒立 ，最初擔任財務

及經濟學系署理系主任一職，自此 直輔助科大發

展，協助科大在九十年代初莫定了學術地位。

“當時，大學為商學院囚出物色創院院長的人選，我

只是適逢其會被選中出任有關職務。"陳教授謙稱。

然而，創立商學院並非易事。“過程中挑戰重重，亦

充滿刺激，因為我們要在四、五年間招募到 100名教

員。商學院人才競爭一直相當激烈，因此 ， 我們必須

為學院創造優越的條件，延攬人才。"

這章昧著學院必須提供優越的教學及研究環境，建立

跨國文化，好讓來自海外的同僚能夠適應新環境。

“在他們來本院工作時，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必須

讓他們知道，我們期望看到優秀的教學及研究工作，

而學院在這兩方面均會給予大力支持。"陳教授說。

科大商學院

胡教授在序貢分析的理論及貴踐上建樹良多 ， 建構出

創新方案解決優先汶序閻{系的多處理組難題 ， 並在自

適性控制及重點抽樣理論方面貢闊宏大，止~ì.次獲獎正

可表揚胡教授的研究工作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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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高(他在美國的供款只有0 . 18%) ，而政府限制每周

最高工時，亦只會對生產力造成不利影響。

Edward Prescott~~ 

“回顧學院的成長道路，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們總是

把目標定得很高，猶幸我們招募到很多盡心盡責、與

本學院願景一致的優秀教員，因此很快便能達到目

標。"

陳教授其後成為學術副校長，繼而擔任財務學系講座

教授及校長資深顧問。現在，他即將加盟的大學著重

博雅教育，風格迴然不同。

“新工作激發7我的濃厚興趣。嶺南大學是一家優秀

編輯職責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系主任夏耀祥教授為刊物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 {生產
奧運作管理~ )擔任高級編輯，任期為三年。該刊物正

是《商業周刊》在評定各商學院轄下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的排名時，所參考的20份學術期刊立 。

此外，夏教授亦為另外三本期刊“ Management

Science" ( <<管理科學>> )、 "Operations Research 

《營運研究》及“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 {製造業和服務業營運管
理~ )擔任副編輯，前兩者均獲去認為營運管理業的學

科lr權威，亦是《商

業周干Jj~及《金融

時報》用以評定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排

名的參考誼物。

J[JK:伊'I.t~

的博雅教育院校 ， 博雅教育在毆洲及北美國家有悠久

的發展歷史並獲得廣泛認間，但在巨洲卻處於發展階

段陳教授說﹒ “該校於12年前開始以博雅理念建

校，並於短期內取得非凡成績。嶺南大學對香港的高

等教育發展舉足輕重，我很榮幸有此機會與嶺南的同

事共事，進一步推動博雅教育事業的發展。"

本學院祝願陳教授一切順利，再;欠引領香港教育事業

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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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基金值得信賴

財務學系的學生特別懂得辨別何謂優質投資 。 因此，

一群學士學生便籌辦7 一項保證最具投資價值的新基

金。

可rUST" 基金旨在幫助學生負擔前赴海外交流的費

用，增廣見聞。

要到海外交流一個學期 ， 往往需動輒數萬元作為交通

費及生活費 ， 具體金額視乎不同國家而定。近期有調

查顯示，大約18%的學生表示自己無力承擔海外交流

的經費。

環球商業管理代表隊

奪得桂冠

加拿大楓葉銀行國際案例比賽(Scotiabank International 

Case Competition)是立美最大型的本科生案例比賽 ，

在本屆賽事中，由環球商業管理本科生組成的隊伍勇

奪冠軍殊榮。

香港科大的隊伍由周凱1冊、 Nitika Oevkumar Gaba 、

虛穎欣與羅暉四位學生組成，面對來自亞太區、歐洲

及北美其他11 家商學院代表的挑戰，他們最終仍能脫

穎而出，並獲評判讀揚其建議方案“卓越"。

本年度比賽的案例公司是一家印度最大的拖拉機製造

商。參賽隊伍必須就該公司在中國合資經營所可能遇

到的包括合併及重組架構等策略問題進行分析，並提

供建議方案。

虛穎欣說. “這;欠經驗十分寶貴 ， 我們更可把課堂所

學到的知識引用於案例上。我們合作無間，能夠發揮

固隊的最大潛能。同時，要感謝各隊員為團隊作出貢

獻及顧問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

香港科大隊伍的顧問霍斯特教授稱 ， 學生表現卓越，

商學院亦引以為榮。他說﹒ “他們的成功証明香港的

本科教育的質素極高。 "

加拿大楓葉銀行國際案例比賽由西安大略大學Richard

Ivey商學院主辦。

/左忽IHJiIl月厚、 Nitika Gaba .1IØ . Si.穿'JíJ:RIß!!/i得教授。

為解決以上問題， “trUST " 基金將為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海外交流方面的財務支持。商學院己同意擔任基金

管理人，確保所有捐穀均會用作資助學生，而非支付

行政開支。

該基金由四位計量財務學的同學組織發起，他們的親

身經歷廠發了這個概念 。 在他們的間友中，有些因交

流費用昂貴而未能負擔，有些則為了應付項目的開支

而不停兼職。此外，商學院約有六成學生每月的家庭

收入低於2萬港元。

財務學系學生實際體驗

就讀最後一個學年的計量財務學學生學以致用，把課

堂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在專業場景中，為日後投身金融

界作好充分準備。

在金融界多家公司的支持下 ， 五組學生解決7多個真

貴的商業問題 ， 期間獲得公司代表悉心指導，而財務

學系教員亦 直給予意見。

學生們不但學習到如何以專業水平完成項目， 還在項

目相關領域及事業發展方面獲得了寶貴建議。

三年級生洪倩儂認為財務實習尤其重要。她負責的課

題是指數套戳，過程中 ， 定期與教授及公司代表會

面 ， 討論如何研究，區生指數及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 事

後證明成效顯著。

她說 “我能夠把理論應用到金融機構的真責項目之

中。這次經驗令我獲益非淺，亦有助我為今後投身金

融界作好準備。 "

再獲Franklin獎項殊榮

今年，有三位教授再;欠奪得科大商學院Franklin傑出教

學獎。

會計學系副教授李祺夫和希志，以及市場學系講座教

授施偉傑均是第二)欠獲此殊榮。

今屆獎項表揚7負責教授二年級及三年級學士生的李

祺夫教授、工商管理碩士必修課程的希宏、教授，以及

工商管理課程和理學碩士選修課程的施偉傑教授。

áMI6 再;Jii!i 事官辦玉春

有機會到海外交流的學生，無、不深深感受到交流活動

的禪益。其中一位基金組織者，現時就讀計量財務學

二年級的學生連展穀說 : “我正在美國當交流生，這

種交流的體驗，全然無法用金錢來衡量。這項計劃對

受資助同學的將來有正面影響 ， 令他終身受用 。"

另一位二年級學生傅買曜表示 ， 課堂上絕對無法獲得

出外交流學習所得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對學生畢業

後投入社會 ， 亦同樣有幫助 。 傅寶曜認為 : “交流計

劃為學生所帶來的經驗和知議，並非書本所能教授，

茵中體驗必須用心領會。 "

其餘兩位發起“trUST" 基金的學生分別是二年級的劉

健賄，以及就譚一年級的德國籍學生 Albert

Martienssen 。

Albert表示: “我決定到香港上學，正好印證7交流的

獨特體驗。參與發起 "trUST" 基金，讓我有機會向同

學宣傳交流計劃的好處，並讓難以負擔費用的同學也

可享有一生一次的難忘體驗。"

捐助2萬港元或以上予“trUST " 基金，便可成立特別

命名的獎學金，此外 "trUST" 亦接納捐歡用作資助學

生參加海外交流活動。

詳情請瀏覽網頁www.bm.ust. h k/ug/trust 。

另一名三年級生梁浩邦亦表現得相當積極。他表示:

“此舉讓我 7解到市場如何運作，亦令我明白該如何

做好準備。"

為計量財務學課程設計引入財務質習一環的陳家樂教

授，本身亦親自領導兩個項目 ， 他非常感謝各家公司

對眾多項目的支持 ， 他說 . “透過這些項目 ， 學生可

以開展研究分析 ， 培養商業觸覺，並針對金融機構所

面臨的問題制定解決方案。 "

參與機構包括中銀集固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景順長

城、 MaunaKai Capital Partne陀、買來證券及新鴻基

證券。這些公司稱讀學生所提交的方案切置可行，有

助順利開展執行中的計劃。

其他獲獎者還包括:教授工商管理碩士孔子修課程的會

計學系講座教授自國禮 ， 以及教授一年級學士生的組

織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劉夢琳。

其他獲提名的教授分別有-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的夏

耀祥教授、劉紹民教授及伍仕明教授、財務學系的方

慧思教授、組織管理學系的利晨教授、市場學系的施

卓碩教授，以及會計學系的薛健教授。

;I/iff;正常 J'êf#1# 



培訓|銀行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銀香港" )與科大合

辦Academy for Management Excellence '度身訂造適
切的課程內容，提升該行香港職員的市場推廣策略及

領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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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活動

今年秋季 ， 行政人員課程都繼續開辦一系列的嶄新課

程，為亞太區商界領袖提供指引，戰勝種種困難，並

贏得參與者稱許。

在9月 6 日至7日將首先舉辦“策略金融管理"課程，讓

學員全面認識價值概念及創造價值的必要過程。

課程主題隨後在9月 20 日至21 日轉變為“管理決策及領

導力繼而在10月 26 日至27 日講授“談判策略與技

巧"。

顧名思義，在11 月 1 日開課的“從創新到創收"課程，

已有別於一般的主流論題。課程讓學員學習各種必要

的工具，學懂集合企業內部各個領域及職能部門的意

見 ， 妥善管理由買施創新意念至貴現經濟效益的整個

過程。

退休前曾任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的黃至剛博士認為，

學海探究

麥萃嵩現於科大修讀博士學位。麥華嵩初於大學畢業

時已獲投資銀行或管理顧問公司垂青，但與這些就業

機會相比，這位博士生更熱衷於學術研究，並希望成

為大學教授，以此為終身事業。對此，他解釋說 .

“這並不是錢的問題。"

目前，麥萃嵩正研究屬於市場推廣領域的消費者行為

及策略。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他於劍橋大學修讀自然

科學及應用數學，並分別取得榮譽學位及理科碩士學

位。

雖然當年的同窗紛紛投身商界，但麥華嵩卻選擇回

j巷，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為本地報章撰寫古典音樂評

論及專題特輯。在入誼科大之前，他亦曾在香港另一

所商學院擔任研究員。在提及同學選擇走 條較傳統

的道路時，他說 “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我更喜歡

研究具有內在價值的東西。"

科大商學院

這個課程將長期開辦，引導約400名銀行經理透過一系

列的活動，建立一套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管理方法。

“完成課程後. . .他們亦
會學懂建立及處理各種

人際關係的新技能"

他在初夏修詣的“資產管理課程"非

常出色。“多年來，我修誼過許多短

期投資課程，這個課程是目前為止最

好的一個他說 - “要是能夠在我

的投資生涯中，早些修讀這個課程就

好J' ! " 

網士止 www.bm.ust. hklExe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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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華嵩修讀博士課程，研究意見領袖作用及口碑如何

影響消費者的觀念。他說 “這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例如人們為何選擇某些商品、為何某個廣告奏效但另

一個卻不行、為何某人在磋商時會如此行事等等。"

為修誼更高學位，他不但要嚴謹治學，還需鑽研日常

商業事務的多個主要範疇，例如市場推廣、採購及更

廣泛的經濟事務。他總結說 : “這在知識層面上給予

我很大的成就感。"

博士學位通常是四年制，麥華嵩目前正攻誼第三個學

年的課程。他希望取得教席，然後走上教授崗位。他

堅信自己走對7路。

他說 “也許有些研究生會感到前路茫茫，又或感到

自己在半途上停滯不前，但我卻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而且明白必須努力奮門，才能開創更加美好的未

來。"

首批銀行經理在4月接受7為期五天的培訓課程。課程

內容廣泛，並採周 7體驗學習工作坊、互動授課討

論、以服務為本的市場推廣策略個案研究和導誼、分

組課程等學習方法，讓參與的學員可在探討過程中，

把具體原理及理論應用在本身所閻部門或業務範疇

上。培訓課程亦設有客戶關係管理模擬系統 ， 重點講

授如何運用客戶閱(系管理以達致機構目標。

行政人員課程助理主任黃詠琴說 “完成課程後，預

期學員會更清楚明白中銀香港可以怎樣應付面前的種

種挑戰。此外，他們亦會學懂建立及處理各種人際關

係的新技能，更清楚7解自己作為經理的優點和缺

點，為自己訂立個人的發展目標。"

這;欠在4月舉行的五天培訓課程，第一天先以體驗學習

工作坊的形式授課，增進學員在建立固隊及解決問題

方面的技巧。第二天 ， 著名的人才發展及培訓專家羅

月兒博士為學員主持了“提升個人應變商數"工作

坊，而餘下三天，則由市場學系的施卓碩教授講授人

際關係市場推廣法、客戶閻係及市場渠道管理等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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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影響

富要作出重大決策時，我們也許認為自己能夠擺脫外

界影響，完全客觀地作出決定，然而我們這樣的想法

可能是錯的 。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證明，我們認為在結

果出乎意料時自己所出現的情緒反應 ， 便足以影響我

們的選擇。或許我們會擔心有意購置的房屋價格下降

時自己會有何感受，卻不會設想價格上升時的境況。

此外，我們亦傾向參照旁人的做法。若把這個概念推

展開去，將一切歸納到我們身處的文化規範及社會價

值下 ， 我們的決策過程其責並非那麼清晰獨立。

上述正是馮本莘及Robert S Wyer Jr教授致力鑽研的領

域，解釋隱性影響對我們所起的作用。香港科技大學

兩位學者把決策過程在文化及情緒的層面定為整體研

究方向，同時亦力固釐清我們對朋輩過往所作決定的

重視程度。

兩位學者這樣解釋他們的研究背景 ﹒ “首先，受訪者

究竟會否參考別人的做法來決定自己該如何行事，當

中顯然存在著文化差異。其灰 ，人們對自己作決定所

產生的後果，其情緒反應或多或少可能會因他人有否

過過相若情況而有所不同。"

“舉例說，某人在股市投資失利，若他人亦曾經歷同

在每個場景，學生均會得知;其他人普遍的決定。學生

在權衡利弊並決定是否冒險後，便須估計一下自己的

選擇有多大機會能得以買現，以及若選擇不兌現，例

如股票獲利或失利，他們的感受又會如何。

雖然某些影響由始至終都沒改變過，但測試結果卻各

有不同。兩項測試均顯示，選擇結果不兌現的情緒反

應均有影響，而對他人所作決定的重視程度亦同具影

響力，雖然在第三個場景中，兩者或多或少互相影

響。

整體而吉，兩位學者表示

下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人們預期自己面對選擇不兌

現時將會出現的情緒反應 ，支配7他們的決定。 "

兩位學者針對中美兩國的社會差異來研究文化方面的

影響。他們解釋道: “亞洲人傾向與他人比較來評估

自己及自己的行為。但西方社會則相反，他們作自我

評估時較趨向不受他人制約。 " 在衡量是否借鑑他人

所作的決定，並以此作基礎確立自己的決定時 ， 這些

傾向均會顯現出來。

兩位學者補充說 “巨洲人特別注意自己的行為所帶

來的負面後果，行為方式亦經常是為 7盡量減低負面

一遭遇，則相比起他人曾經獲

利來說 ， 那人可能會減少不

快。"

模擬真貫場景對兩位學者的研

究相當重要。他們先挑選兩個

可導致不同決策方式的場景，

然後給香港及美國兩組學生進

行試驗。

“舉例說，某人在股
市投資失利，若他人
亦曾經歷同一遭遇，

後果的可能性。相反，西方人

傾向以其可能獲得的利益來決

定行為，而不考慮可能付出的

代價。 " 兩位學者認為，這些

情況在學生判斷兩項測試所涉

及的風險時顯而易見。

他們的研究寫道: “第一個場

景是關於財務方面... .. 學生須

決定是否投資股票，此舉有機

會獲利，也可能招致虧損;而

則相比起他人曾經獲

利來說，那人可能會

減少不快。"

然而，研究人員在分析測試結

果時發現，這貫際上亦取決於

學生作出何種決定。在投資的

場景下 ， “就投資獲利或招致

虧損預期產生的愉快感及失望

惑而言，中國人和美國人所雯

在另一個場景下上升至中位，

受訪者須決定會否花時間複習某個特定題目，若該題

目在考試中出現定可取得高分 ， 若不出現則只可拿取

低分。"

的影響程度相同。"中國人承

認受他人決定的影響較美國人更大。但在實際影響方

面 ，兩組學生的差異不大，或許這是由於美國人不想

談論該話題所致。

在學生選修課程項目時 ，文化分歧便較為明顯。若選

課的決定與他人相同，華人學生會感到較為安心。兩

位學者在研究內寫道: “這個結論與假設一致，亦即

表示中國人較美國人更重視自己作為固體的一份

子。 "

相反 ， 美國學生對所作決定的情緒反應主要受到貴際

結果影響。兩位學者表示 “這與美國人注重個人，

因而更關心自己所得結果，而不受他人制約的假設相

符。"

他們總結 . “研究結果雖然發人深思，但顯然只屬初

始研究階段，期望能藉此7解決策時出現文化差異的

情況-

“然而，上述差異可部封歸因於不同文化代表對相反

結果的情緒反應存有差異，為今後提供多個全新的研

究方向。"

“西方人傾向以其可能獲得的利益來決定行為，

而不考慮可能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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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 Wyer Jr . 科大商學院市場學系客座教授
)馬本主害 ，在Wyer教授指導下的哲學博士畢業生



輝煌十年

Stephen Burnett教授(左三)丟失了行李，成為凱洛
格一香港科大EMBA課程十周年慶典的唯一美中不足之

處。為慶祝課程開辦十周年，凱洛格 香港科大EMBA

課程特別舉行了一場雲集最優秀專才的論壇及歡慶晚

宴。

凱洛格管理學院副院長Burnett教授，與科大課程始創

主任戴啟恩教授(右二)聯袂主持這;欠為期一天的論壇，

論壇名為“邁向未來十年而與會嘉賓則包括前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先生(中) ，以及東

亞銀行主席李國質先生。

唐司長盛讀科大商學院與西北大學管理學院懷著共同

願景，於1997年香港回歸同年聯合推出該項課程。

會議在香港萬豪酒店舉行，共有200多位商界精英、學

者、高級專業人員及學生出席。唐先生在開幕辭中

稱. “課程開辦十年來，成就輝煌，廣受讚譽，課程

在各項國際排名中名列前茅，對香港以至亞洲的管理

教育水平亦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科大商學院前任院長陳家強教授(左四)及科大校長朱經

武教授(右五)致詞歡迎各位嘉賓撥冗出席會議。李國覽

先生於午宴時發言，並向各與會者介紹 7香港銀行發

展內地業務的情況。

第九屆學員順利畢業

於十周年慶典活動舉行里日，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

第九屆的44位學員在校園參加畢業典禮，當天更邀得

利豐主席馮國經博士在典禮上發言。

Patrick Brothers發表學生演講 ， 而學生代表李思林及

Paul Su則向市場學系石豁達教授呈送傑出教授獎。

應屆畢業生可謂彰顯 7課程的國際化特色，其中有

70%的學生居於香港及14%居於內地，但僅有28%屬

於居港華人。另有合共42%的學生分別持有美國、英

:Oi8ÆIi'lP!i!iJ!!.iJ(;!t/;教授 。

科大商學院

幸好， Burnett教授的行李在會議當天從機場運到，讓

他得以盛裝出席晚宴。與他一起赴港參加是汶會議的

凱洛格教授固還包括 凱洛格管理學院院長Dipak Jain 

教授及榮休院長Donald Jacobs 教授(左五)。

另一位美國主講嘉賓丹尼爾 ﹒ 平克(Daniel Pink)(右三)

是位暢銷書作家，他對日新月異的商業世界所知甚

豐。他當天的演講題目是關於右腦創新思維的重要

性。

論壇包括兩場分別名為“跨越文化挑戰"及“商界應

如何為未來十年策劃人力資源培訓"的專題討論，講

者包括怡和集固常務董事黎定基先生(左一)、 Crown

Worldwide Group主席詹康信先生(右四)、聯邦快遞亞

太區總裁David Cunningham 、前任香港賽馬會行政總l 
裁黃至剛博士(左二)、《三吾爾街日報》香港分社社長石

軒字先生及香港科技大學王嘉陵教授。

此外 ，戴啟恩教授及凱洛格的Ranjay Gulati教授和

Lakshman Krishnamu巾i教授(右一)亦分別負責主持小

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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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加拿大國籍，比例均等;而其他學員則分別來自

內地、台灣、 馬來西亞、智利、日本、澳門及瑞典，

還有一位來自新西蘭。學員的平均年齡為37歲，平均
擁有14年的工作經驗。

課程主任兼副院長戴啟思教授表示﹒ “我們招收的學

生非常國際化，而且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 充份展示

出EMBA學生素質優秀，而這亦正是本課程得以成功，

並贏得國際認可的原因。 "

八方學員重聚一堂

EMBA畢業生紛紛由世界各地飛臨香港，參加在萬豪酒

店宴會廳舉行的十周年歡慶晚宴。晚宴的活動非常精

彩，包括雞尾酒會、歌星表演、抽獎、肚皮舞表演及

學員自編自演的娛樂小品等。

當晚的宴會非常盛大 ， 參加晚宴的嘉賓人數共達400

人，其中不僅包括約250名校友，還有來自商界及金融

界的貴賓。首屆畢業生有一半以上親臨宴會，其他各

屆學員更高達74% 。

除香港本地學員外，與會者更包括來自全國各地、 E

洲其他城市、美國、加拿大及法國的學員，其中一位

學員更從伊斯坦布爾遠道而來。值此大好時機，凱洛

格一香港科大 EMBA 07 、 08及09班學生亦獻上禮物以

表賀意。

席間，學員更編排7精彩的娛樂表演。隨後，香港頂

尖歌手陳漂噩亦以其美妙的歌聲成為了整個宴會的焦

點。當晚在宴會開始之前，大會亦舉辦 7 “華服巡

禮並為嘉賓攝影留念。節奏強勁的肚皮舞表演，

亦為現場樂隊伴奏的午夜舞會拉開7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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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發展

誠如戴啟恩教授及David Messick教授在其新書《亞洲

領導經驗~ (Leadership Experiences in Asia)中所述，
立志成為領袖與真正成為領袖兩者間存有巨大差別。

該作品目前由出版商John Wiley全球發行。

科大商學院副院長戴啟思及凱洛格管理學院教授

Messick' 以科大EMBA課程學生及教職員的經驗為出

發點，將有關資料編輯整理後 ， 再加入自己的見解及

內容 ， 編輯成書。

該書通過E洲專業人士的視野探棄商界買況，剖析各

界關注的領導力問題 ， 並就如何克服具體挑戰提供指

引。

科大EMBA課程始創主任藹啟息說﹒ “不少有關領導力

的書籍均無真正適用於亞洲的

內容，有見及此，我們便憑、籍

教職員及學生本身的經驗來

創作一本與別不罔的 書

籍。"



委任及晉升

委任行政人員 , 最新聘任 , 經濟學系教授

吳麗萍護委任為副院長。吳教授亦

是本科課程主任及財務學系客席副

教授。

陳建文，會計學系講座教授，獲委

任為該系系主任 。

謝丹陽 ， 經濟學系教授，現為該系

系主任。

金樂琦已獲委任為財務學系客席教

授。他於香港科技大學取得博士學

位，其研究領域為創業規劃、家族

業務、公司治理。

郭文已獲委任為組織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他於伊拉斯讓斯大學取得博

士學位 ，其研究領域為組織社會

學、國際/策略管理、組織理論、

工業動力學 。

丘東曉 ，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研究領域 國際買易、行業組織、

中國外貿與投資。

財務學系副教授

甘灌，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研究領

域 ; 企業融資、金融機構、房地產

金融。

財務學系副教授

萎卡爾，普渡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 . 企業融資、金融機構與管理、

國際金融、買物期權、風險管理。

晉升 , 

慈善活動已見成效

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iEMBA)第三屆畢

業生向安徽省黃山市教縣一個慈善項目捐出人民幣30

萬元，拉動資金300萬元興建學校，並命名為香港科技

大學大IEMBA (03) 紀念中學，容納學生900餘人 ，取

得顯著成果。

iEMBA首屆校友希望回饋社會，並為學校爭光，故發

起一項饒富意義的計劃，由每名 iEMBA學生籌集資

金 ， 並揀選一個慈善教育項目加以資助 ， 已經形成香

港科大IEMBA課程的文化，受到社會各界的贊許。

iEMBA的學生全部為在中國內地工作或其工作需與中

國內地接觸的兩岸三地行政人員， 開始即決定向中

國內地捐款，尤其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偏遠地區，期望

其捐助能吸引政府或其他來源投入更多資金 ， 學員參

經濟學系教授

梁兆輝，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微觀經濟學、人類行為經濟

學、勞工經濟學、計量經濟學。

與項目選擇，規劃發展，給項目當地政府注入新的思

維。

從安徽省黃山一項中學改建工程計劃，可見iEMBA學

生己夢想成真。這項計劃吸引到各方捐助人民幣300萬

元，較目標集資額高出十倍。另一項目亦已於去年勤

工 ， 估計將使2 ， 000名學生受惠 ， 目前正在加快進度預

期於今年年內落成。

同時 ， 首屆校友及教職員亦資助廣西桂林附近一所小

學的學生。這間小學原先獲得人民幣21 萬元捐款以開

展工程，當地政府亦為學校額外竟得人民幣180萬元資

助，校舍及教學樓於2005年落成，命名為 “香港科技

大學IEMBA校友教學棲現己由最初的0名學生增加

至 1200名學生，幾年來課程副主任林智生更以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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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犧管理學系副教授

黃健輝，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研究

領域管理決策、人類判斷及決策

過程、語吉處理、人類注意力。

熱心 支教

突出貢狀j利益

!兩祉.1' 1 ;111 < < 時 J fI %i串串11
()() ;\'1 I. JJ 

.i!ffí!ii!tlfffNæfttJlil1t~iEMBA~!.芒'fJift=JMjf.tf o

則，率先贊助10名小學生完成學業之中學畢業 ， 同時

不斷引入香港其他資金注入 ，該項目被廣西省政府列

為優秀扶貧項目。 7月底，科大01屆校友安排該小學評

選出的優秀教師及同學代表前往北京參觀訪問。

上述兩所學校均位於自然旅遊景區附近，法律規定不

得進行商業發展，使附近偏遠地區的民眾更難脫貧。

目前， iEMBA第二屆畢業生在江西九江廬山腳下安排

項目，第四屆畢業生己集資完旱，擺在四川省九案溝

的少數民族阿須自治州尋覓適當地點 ， 不久即會開展

其資助項目。因為都是以香港科技大學命名 ， 所有獲

選項目必讀可持續發展，校友亦承諾會定期探訪以視

察進度，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進

一步協助。

科大IEMBA課程協調中心希望

大學本科生、研究生能積極參

與一些撫貧計劃，作短期支教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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