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稱冠

凱洛格一科大EMBA課程名列全球第一，哄動全域，不

僅邀得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高級官員、社區領袖

及大學一眾同仁出席慶祝盛會，本學院更成為焦點所

在。

在中環四季酒店，四百名嘉賓軍首一堂，科大校長朱經

武教授首先致辭，他感謝凱洛格及科大教職員一直努力

不懈，並感謝政府及商界的鼎力支持。其後主講嘉賓教

育局局長嘉明揚也發表7演說。

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過往三年均打入《金融時報》

全球三甲位置，於2007年更榮萱全球排名榜冠軍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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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若說二零零七年是本院歷史上的一個盟收年，則

二零零八年正好標誌著商學院的一個嶄新里程，

因我們將繼緻秉持一貫宗旨，攀登學術更高峰。

目前，本院正就多個重要範晦進行新的規創。對

外方面，我們會與時並遙，以新架構配合發展步

倘支持內地發展、加強企業關係灰行政人員培訓

課程。至於內務方面，本院會實施以果效為本的

教育芳針，藉以進一步提升同學的學習成效。此外，本院亦已著手籌備四

年制的本科課程;而我們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亦將會引進一系列相闋的活

動，務求融學生於修讀課程期間所獲取的學習體驗，更能符合僱主們對工

商管理人才的要求。

上文提及的部分工作詳情就於本通訊肉 ， 而其他工作將陸續於未來通訊內

刊紋。

本院依然視人為最重要的資產，因此之故，我們很是感激大家，包括全學

院上下、各教職員、同學、校友及社會各界給予我們支持，並期望各位能

參與我們為精益求精所傲的各頃工作。

許 l到改
署理院長

鄭圓漠教授

二零零八年四月

官方讀書

“現時課程逾五成學生...在香港以外地區工作。在這些
一流行政人員當中，不少人願意在百忙之中，每隔一

個周末攘冗飛越半個地球，來到香港上課，這足以誼

明這個獨特課程實力非凡，別具魅力。 "

一教育局局長張明楊在EMBA慶典上發言

“ 我們矢志將香港發康成為高論管理教育中心，
而凱洛格一科大的合作，無疑是成功的典

範。 "

一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去年在

凱洛格一科大EMBA課程十周年

論壇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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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敗思雙喜臨門

新年伊始，聽敵恩教授即開創兩項先河:首位學術界

人士擔任以商界為本的香港美國商會(美國商會)主

席，也是科大有史以來首位資深副院長。

戴敢恩教授是本學院工商管理碩士、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及理學碩士課程主任，他在美國商會的就職演

講中閻明他對培養人才的重棍和理念。

他期望香港能成為亞洲區的專才樞紐。他表示: “雖

然在教育政策和簽證事務上已有很大的進步 ， 很多工

作仍有待推行。"

在一年的任期中，聽歇息教授亦視為居港外籍人士的

子女提供優質教育以及握高香港工作生活質豪為首要

任務。

害理院長皇軍國漢教授在宣佈戴敢恩教授獲委任美圈商

會主席時 ， 認同這項委任別具重要意義。他說: “戴

敢思教授成為歷來首位擔任美國商會主席的學術界人

士。這個職位極其重要，他的角色將會但這學術界與

商界的聯擊 。"

頂級課程

本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質素卓越，在兩個獨立的

權威排名榜上均撞得認同，奠定名列全球蔚20位的驕

人地位，並進一步證明該課程已聽身世界一流之列。

本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獲《金融時報》 評為第17

位 ， 是香港聞辦的課程歷來撞得的最高榮譽 。這是繼

數個月前撞《經濟學人信息部》 評為全球第20位且在

亞太區稱冠後，該課程第二度報捷。

在 《金融時報》 評核的20個類別中，該課程在研究方

面排第20位 ， 在「教授國際化背景」方面高臨第二，

而在「開拓學生國際棍野」方面亦名列第五。入選

《金融時報》 排名榜前20位的院校之中，僅六間來自

在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及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封別獲

《金融時報》 評為全球第一及第17位後不久 ，戴敵恩

教授便獲晉升。鄭教授表示: “過去竹竿，他對本學院

碩士課程貢獻非凡 ， 我深信他自後會繼續為本院帶來

更多國際認可。 "

聽敵思教授於1996年加入本學院，是凱洛格一科大行

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始創主任。

亞洲，而本學院則是唯一的香港院校。

前任院長、現任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

授，偕科大高級行政人員、校長朱經武教授、科大全

體副校長以及一眾學生及校友一同慶祝這項殊榮。

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表示: “這些排名證明我們的成

就獲得肯定，我們對此大感鼓舞 ， 可見不僅教學方式

及課程設計質素卓越，全體師生亦均屬頂尖人才。 "

工商管理學院資深副院長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重重

敢怠教授向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同事、教授及校友致

謝，他說 : “這項榮譽是大家的功勞。"

再添榮譽會員

Beta Gamma Sigma科大分會在科大校園舉行第八屆
會員入會典懼，兩位商界傑出精英成為榮譽會員 ， 與

109名學生及四名教授共享這項殊榮。

Befa Gamma Sigma~;;t:.豆子，第'II'IIß1ffJtIl:f: D

兩名獲授榮譽會員資格的人士分別是環球(香港)投資

有限公司主席鄭維健博士及蘭桂坊控股有限公司兼海

洋公園主席盛智文博士。 夏暐教授、華勉力教授、黃

健輝教授及趙鷹教授則為科大分會的教授會員。

Beta Gamma Sigma是國際管理教育協會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的榮譽協
會，其宗旨是鼓勵及嘉許在商學研究及實務方面的學

術成就及個人佳績 。只有成績優異的學生方會獲邀請

加入科大分會。

分會主席譚嘉因教授向新會員講解成為會員的可貴之

處。他表示 : “你們除了學術成就獲得嘉許之外，更

將可在不斷擴展的 Beta Gamma Sigma 環球網絡之內
建立更廣闊的聯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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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晉身“四大"合夥人

毋庸置疑，郭炎成，高倩與賴耘吾吾通過自身的努力及

僱主的支持，在事業上已經頗有成就。但是，在成為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軍事人的眾多校友中，這三名科大

會計學系畢業生認為科大也居功不少。

於香港受教育至大學畢業的郭炎成，深為科大的撞

見、多元化的課程及獨特創新的學術氛圍所吸引。

I/J;身居t

“經過這稟的學習，我為未來職業生涯莫定7會計學

知識的深厚基礎、形成7獨立的邏輯恩維、培養了信

心並獲得7支持。" 郭炎成表示。他於1996年畢業後

加盟德勤擔任會計師，並於2006年成為上海核數合夥

人。

行善積分

本院與香港保良局聯合創辦7名為“心知計劃"的社

會服務課程，對於參與該課程的學生而言，可說一舉

兩得。

香港的大學與本地慈善機構首次合辦此類項目，其構

成計算學分的選修課程，為將社會責任推廣至課程邁

進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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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有16名本科生選修此課程。他們會協助組織和舉

行一系列的活動，為保良局的社區服務項目募集善

款，同時亦可修得學分。

“此項舉措意義重大，我們希望能夠將其發揚光

大。"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授表示， “我們希望弘揚學

生健康向上的社會責任感'並將

們的 e以果效為本教賣'課程。"

保良局為所有年齡組別的香港市民提供社會、教育、

康樂及文化服務。

科大商學院

高倩亦為香港人。她選擇科大是因為科大著重邏輯思

維訓練、科技先進及於研究與教學方面享有聲譽。正

是修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科目的要求，使她獲得7

全面的教育。

高倩去年晉升後從香港調至:!t京，現為北京辜馬威核

數合夥人。她畢業後就加盟該公司。“我在香港科大

學到的所有知識均可運用到畢馬威的工作中。"她表

刁屯。

科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其辦學理念開放，擁有世界

級的教授及現代化的校園，賴耘追星於替港的中學畢業

後便慕名入讀科大。他於1997年畢業後加盟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於擔保及諮詢業務部門任職，並於今年一

月成為核數合夥人。

在他的記憶中，進入科大後不久應付考試及後來擔任

宿生會副會長都是考驗。“在科大學習的第一課便是

時間管理，其汶是團隊精神。這兩項在我於核數領域

建立事業時均讓我受益匪淺。"他表示。

除本通訊就此文而訪問的三名校友之外，亦有科大商

學院其他課程的畢業生現為四大會計師事發所合夥

人，其中包括本科、工商管理碩士及理學碩士課程的

畢業生。

獨佔鱉頭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工商管理學士課程畢業生霍俊

文，於特許企認會計師公會2007年6月的考試中力區群

雄，具有關商業資訊管理的考卷名列榜首，使他在全

球8，500名考生中脫穎而出。

霍俊文最初從事資訊科技顧問工作，曾任和記黃埔有

限公司內部核數主任，現為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系統與程序保謹的高級核數師。

“這些領域的工作需要對財務報表、財務分析及執行

核數或保誼檢討有一定7解。"他表示， “對於會計

學的透徹了解，無疑給我的競爭力加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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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家學生交換計劃夥伴

本院與一家大學的學院建立具里程碑意義的學生交換

計劃夥伴關係，該校的創辦人為享負盛名的國際主義

者。

一月份，麥克英塔爾商學院成為本院的第100家學生交

換計劃夥伴，其所屬大學維吉尼亞大學，是美國歷史

最悠久的大學之一，於1819年由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

遜創辦。傑弗遜是 《獨立宣吉》 的主要撰寫人，早年

曾擔任美國駐法外交使節。

麥克英塔爾位於美國風景宜人的藍色山資山脈風景

區，於《商業周刊》雜誌的全美“最佳本科商學院"

排名榜上高揖亞軍位置。“該學院具有優良傳統。"

學術副校長錢大康教授在簽訂儀式上說。該簽訂儀式

於香港舉行，出席者包括麥克英塔爾的院長Carl P. 

Zeithaml教授及副院長Michael Morris教授。

本院的第一個學生交換計劃於1994年開始，夥伴為南

加洲大學，自此學生交換計劃數目穩定增加。

通常，雙方的學生會在交換計劃夥伴的校園學習一個

學期，而交換計劃會被棍為學生整個學習過程中的特

點。“隨著我們逐漸轉周四年制課程，學生交換計劃

對於我們實現為每個學生捏供海外經歷非常重要。"

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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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夥伴共創佳績

香港科技大學和紐約大學合辦的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

程正式開班，確立世界兩大金融中心的商學院之間的

星級夥伴合作關係。

課程由科大商學院和紐大Stern 商學院聯手舉辦，旨在

提升區內行政人員的金融專業知識。課程為期一年，

包括七個月在香港的課堂學習(以周末為主)以及兩

星期在紐約的住宿課程。課程還要求學員完成一個綜

合項目。

精英六十人

近來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辦公室外面可以掛

上“滿額"的牌子了。今年本學院早早選得六十名一

流行政人員入學，不得不將許多優秀的申請人拒諸門

外。

資深副院長兼凱洛格一科大EMBA諜程始創主任戴獻恩

教授說: “過去我們隨時可以填滿學額，但是我們要

確保學生質素高起，能符合課程的要求。 "

PLDT Global Corp~g*fiiTkJ.t1t4lfredo S. Panlílío • 

首批學生違犯人，大部至于具備金融業界背景，平均工

作經驗超過十年。他們當中包括兩名行政總裁，五名

副總裁及四名董事總經理。

課程於去年秋未推出，並在開課前八個月正式公佈。

而兩家大學於消息公佈後在饗備工作中表現出的迅捷

和能力，最為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授稱道。

鄭教授在慶祝課程閉幕的晚宴上向院校師生們說:“推

“今年許多出色的申請人對學額的需求更為殷切。我

們很早就開始接受翰候，因為有時會有申請人退出，

我們預期會空出學額一但是今年退出的情況卻有所減

少。結果，我們滿額7- 被迫要請一些很優秀的申請

人明年再來報譚。"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第十一屆課程所招收的學生，有

部門主管、副總裁及行政總裁，均由公司贊助，例如

美國國際集團(AIG) 、美國銀行、巴克萊資本、思科系
統、花旗銀行、英特爾、愛立信、摩托羅拉和特納廣

矯(Turner Broadcasting) 。

動這課程得以面世的這些教授和職員，將在未來的八

個月中，與全體學員緊密合作，使這個創新的課程取

得最佳成績 。"他又說: “此外，兩家商學院以及許

多金融界高級行政人員，都會給予各位學員全力的支

持。"

開幕晚宴上，前院長陳家強教授向嘉賓演講，闡述在

香港培養金融專才的重要性。陳教授是現任的香港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也是上述課程的發起人之一。

菲律賓電訊業巨擎PLDT Global Corp主席兼行政總裁

AI什edo S. Panlilio希望從課程中吸收經驗， 幫助他領導
公司進軍國際市場。

“我期望學到最新的全球管理工具和概念，可應用在

我們無疆界的業務世界。"他說 : “接觸到許多不同

背景、國籍和行業的學員，對我來說只代表更多學習

的磁會。"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穩佔 《金融時報》 榜首，

對商學院教職員有否造成改變?“我們不覺得課程忽

然聲價十倍。"戴歇息教授表示: “我們一直不斷追

求進步，今後也會繼續努力向前，且為此感到自豪 ，

但有否獲得嘉許對我們來說沒有分別。"



選科遊學

於凱洛格夥伴學院修讀環球選修模塊的EMBA學生，於

香港科技大學參加一連串由行政人員課程辦公室籌辦

的深圳企業考察活動， 獲得參觀中國企業營運的良

機。

會議之聲

區內多家商學院派遣代表前來香港科技大學，參加在

科大校園舉行的第三屆亞太管理學院聯合會

(Association of Asia Pacific Business Schools ' 
AAPBS) 年會。諸位嘉賓蒞臨盡抒己見， 讓與會者獲

益匪淺。

主講嘉賓分別為嘉柏控股主席兼行政總裁詹康信和中

國建設銀行投資理財總監毛裕民，而前百事公司亞洲

區總裁Ron McEachern和中國銀行(香港)人力資源

部總經理霍團結則出席其中一個院長論壇 ，暢論公司

和商學院應如何緒芋合作 ， 以發展人力資本。

另一院長論壇的嘉賓包括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鄭維

健博士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E太區企業責任總監區佩

兒，他們在論壇中探討各商學院可以怎樣為構建和諧

社會作出最大貢獻 ，和如何最有效地推動企業責任。

分組討論則環繞工商管理課程的發展、行政人員課程

和研究等多項議題 ， 而歐洲管理發展協會 (EFMO) 副

總幹事Jim Herbolich則對如何能最有效地聯結學術界

和商界，發表7獨到的演講。

整個會議過程充滿主動，正如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捏在

開幕禮上所說: “這汶會當提供了一次極好的機會，

縷我們互相學習，並集思廣益，以尋求改善管理課程

的良方。 "

人才濟濟

科大商學院最近舉辦了一個人力資源論壇 ，探討人才

管理上的種種問題 ， 從而協助公司面對考驗，在業瑟

發展上取得成功。

科大商學院

他們巡迴參觀7TCL公司、握和電機有限企司和靈回國

際集裝箱碼頭後，更在接待晚宴上與深圳的MBA學生

和校友會面。

回到香港，他們參觀7香港交易所和盈科大衍地產發

展的貝沙灣住宅項目，而第十屆凱洛格一科大EMBA學

生顏金施則作為東道主負責接待。此外，一行人還前

往香港賽馬會，觀賞賽馬和享用晚餐 。

凱洛格夥伴院校包括香港科大 、 凱洛格位於Evanston

與Miami的校園、德國的WHU-Otto Beisheim 管理學研

究院和多倫多的Schulich管理學院。這些院校的凱洛格

EMBA課程學生可以選修任何其他院校的課程。

他們更可以利用兩個周末，在香港修讀下列三科中的

兩科，包括石書在這教授的 “ 7解消費者" 、范凱霖教

授的 “亞太區的商業策略" 和溫偉德教授的 “在中國

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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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論壇以“人才管理一如何奏效? 11 為題，吸引近

百名人力資源專才和商界領袖參加探討。他們就發展

和保留人才良策，交流經驗和心得。

這次論壇舉辦成功，得力於各方協助或在論壇講者，

其中包括煤氣公司的鄭羅惠芬女士、本院特聘企業講

師羅月兒博士、飛利浦電子集團的伍謝倩雯女士、華

信惠銳的傳途明博士和智成人力顧問有限公司的喬智

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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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他們更把握7寶貴機會 ， 聆聽恰安E太區主席

兼行政總裁馮紹禹先生暢談企業社會責任這嶄新課

題。

協助銀行求才

投資銀行瑞銀面對嚴重人才短缺，於是聯絡行政人員

課程辦公室，希望我們協助拔出解決方法。

其後他們舉辦了一個連續兩天的“瑞銀事業回流計

劃"講座，鼓勵離職員工重固業內。結果共有八十人

應徵，初步入選三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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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項目中，瑞餵通過“銀行管治與全球合規" 、

“金融工具"及“科技創新一全球金融行業轉型"等

演示，向與會者介紹業內最新資訊。參加者受到鼓

舞，於是訂立目標，準備過渡重技工作行列。

資深副院長戴敢恩教授、財務學系方慧恩教授及資訊

與系統管理學系陳國雄教授為科大擔任領導工作，並

得到人力資源管理專家郎劉競秀女士配合支援。瑞餵

亦派出職員主持小組輔導活動。此外 ， 參加者亦有機

會與瑞銀的高級職員會面，並獲得同事指導 ，協助他

們過渡白流。



關注次貸危機

倘若有人認為美國汶貨危機乃僅有關美國貨款人及相

關機構，則其應注意財務學系顏至宏教授對於該主題

的研究。

有關事項對於尋求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國家均存在針對

性，該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專家表示。危機過後，全

球的金融機橋均應更新其風險管理技能，他認為，處

於投資活動一線的金融機構尤應瞥傷所涉及的道德風

險。同時，監管者亦可多加留意。

據顏教授所指出，所涉及的數字令人震驚。德意志銀

行估計次賞危機將造成全球銀行業損失4，000億美元;

美林則估計損失金額達5 ，000億美元，該去司固其自身

業務造成膜面價值減少167億美元。花旗集團於2007年

第四季度錄得98.3億美元虧損。匯鹽銀行於其年度業

績公佈中呈列172.4億美元壞脹準備。中國銀行預計因

購買汶級房貨產品而損失100億美元。

短期行為

問題的關鍵在於按揭公司重量不重質，顏教授表示。

他們於長期市場操作短期行為，提供按揭利率可調擎

的貨款，以吸引信貸記錄不良的美國借款人。其他按

揭公司未於優質貸款市場進行安全保障，則不得不降

低其標準，以求競爭。

汶級貸款於首兩年始為2% '後調整為8% ' 在厲地產價

格每年增長10%的情況下，借助其他地區的低利率，

購買者撞得良機透過快速轉售得利。倘若他們無意出

售，則至少可以不盈不虧。同時，低利率鼓勵華爾街

投資者大量支持汶級貸款，而全球對沖基金則借款投

資其中。於是泡沫產生。

待主利率提高、房價受挫、銷售叫停後，泡沫破裂。

拖欠行為愈積愈多，年初違)欠級貸款及相關貸款的

20% '而向購買債務下游的機構吹噓的預計違約僅為
2% 。即使是2%亦存在水份。更有甚者，例如，尋求加

強信貸措施的承銷商發現銀行-或貨款保險人.提供

1.7%的擔保以使產品更具吸引力後，風險可達.3%之

晶。

撼顏教授記錄，當時評級機構的活動受到質疑。 2007

年3月他們仍將有關貨款評定為AAA級或相當級別，而

此時的拖欠率已達13% '他們卻聲稱承銷商未向其遺

露有關資訊。他們並不知悉事態進展，他們聲稱。眾

多評級機構現被起訴。

由於整個程序的信息不對稱、產品本身價值的資訊缺

乏以及市場透明度不足，隨後產品或貨幣基金貨款部

份(如包括此類債務的抵押債務憑誼(CDO) 及抵押貸款

憑證 (CLO)) 的購買者成為主要輸家，顏教授表示。例

如，中國銀行於有關產品投資人民幣731億元 (103億

美元)。該地區的眾多其他銀行及保險公司亦步其後

塵。

2007年 8月危磁爆發，此時美國第二大按竭公司

Countrywide預報嚴重虧損。緊隨著愈來愈多貸款失利

後，投資者試圖收回其資金 ， 他們贖回合約，迫使承

鎖商出售高流動性產品(如股票)以籌集資金，從而引

發7全球股票市場的大規模循環震蕩，顏教授表示，

導致全球市場下滑並造成清償危機。

關注的領域

隨著金融市場復甦，顏教授指出須全球關注的領域，

尤其是極待進一步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國家，如中國:

﹒道德風險:投資銀行應留意其企業管治或內部控制

機制。激勵結構已出現問題。集中於短期意昧著未

來未予保障。收費的信貸評級機構應警惕其利益衝

突。

﹒監管者事項:監管者應考~透明度是否足以監管若

干類別產品(如CDO) ，並於必要時進行監管。

﹒風險管理:此項不能僅為表面功夫。所有金融機構

均續建立具備適當專門技術的文化。

﹒銀行及其他投資者 : 他們應與時俱進，以捏高其定

債能力。他們不應對產品掉以輕心，儘管產品乃由

投資銀行銷售，而有關機構具備優秀的銷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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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貸款人現已破產，而幸存者現對於發放)欠級貸款

相當警惕，顏教接表示。借款人即使於美國擁有良好

的信貸歷史，亦可能被迫支付高額利率。長遠而言 ，

有關事項對於美國經濟的影響將持續若干年，並波及

全球，他認為。對於美國而言，顏教授表明，最糟糕

的事情即將發生。

成家立業
貸款購屋

購屋人向眾多
融資公司貸款

車一一...... 

4峰一一一-

條件不佳

的購屋人

15 % 
13 一-Sulrprime as a share 01 total mortgage market 
11 
9 

% 15 
13 
11 
9 
7 
5 
3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資料來源: Cit咱roup sub-prime crisis and ∞nta目的n 0812007 

美國次級房貸問題的形成過程

融資公司把屋主繳的本息收集起來成為一個

POOL' 將整批債權賣給投資銀行進行包裝(證

券化)。

融資公司把債權賣掉後，所收的資金再拿去借
給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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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把債權證券化經分拆重

組後，依條件再包裝成各檔次的
債券 (CDO) 並經過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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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增強與信用評級

:次組房貨佔全體房貨抵押的比例

2002 = 3.0 % 
2007 = 13.7 % 



計量財務首批畢業生獲僱主青睞

課程旨在為金融界，提供具備能力處理日益擅雜的金

融產品及相關風險管理的畢業生。培訓的對象是能夠

應付結構緊密的綜合性課程的高豪質學晨，有關課程

包括科大全部四個學院的科目。

成果:於2004年開學的第一批計量財路學理學士課程

學生 ， 23人中的竹人畢業時獲頭一級榮譽 。他們月薪

最高超過58 ，000港元 ， 月薪中位數超過話，000港元。

僱主名單按字母順序由美國銀行排至瑞士聯合銀行，

其中包括眾多大型金融機構。

課程著重解決金融計量領域的問題，並提供一個結合

學習及研究的頂尖金融實習項目，讓學生分組在財務

學系教授的督導下，進行自個別公司贊助的顧問項

目。

MBA畢業生具備轉行條件

今年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所報告的薪酬統計數據驕

人，將近45%畢業生撞提供的薪酬最少為其以前的三

倍，平均年薪由 2005年的413 ， 000港元增至超過

520，000港元。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職業發展主任螂慧青

看來會樂於引用這些數據，並且引以為榮。

然而令廓慧青更感興奮的是另一項統計數字。約70%

畢業生因修讀課程而能成功轉行。“衡量成功較不為

人注意的標準是學生可以轉行。"她表示， “有時轉

行要付出代價，因為他們未經新工作的考驗，所以可

能要稍作犧牲，拿低一點的薪金。但是如果學生能夠

轉行那便不可小動。 實屬質的飛躍。"

第一學位為工程及商業的畢業生雖然佔多數，但是約

科大商學院

“他們在商業世界撞得實務經驗，並學會運用知論解

決金融中的實際問題。"副院長兼本科課程主任吳麗

萍教授說。

反應一直良好。 “學生在搜蒙相關材料及數據、選擇

學習方法及編寫報告方面都表現優異。總體來說，他

們的表現出類拔萃。"一家參與公司中銀集團人饗保

險有限公司表示。

儘管畢業生很可能將專注於金敵領域發展，本院還是

著意要使他們視野廣闊，足以勝任領導者及經理的職

務。“除7擁有深厚的數學資長，我們還希望學生擁

有分析恩縫、良好的溝通及人際技巧以及廣泛的興

趣。"吳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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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完成學業後加入金融界，餘下者平均分佈於顧問

及專業服務、製造業及工業，以及消費品及市場營

銷。畢業班學生來自多個國家，他們傾向留在香港發

展，而在本地找到工作的仿全班68% 。

具備工作經驗是課程收生的先決條件。“如果他們曾

經工作，那他們就應該會清楚自己為什麼要讀工商管

理碩士。目標越明確，就越能發現良機。"她表示。

不打算在 12個月內完成學業的學生如欲嘗試新的領

域，可以參加暑期貪官計劃 。螂慧青幫助學生獲得有

關職位的態度非常積極，猶如幫助他們尋找固定的工

作。“這是工商管理碩士經歷的重要部份，也是希望

轉行的學生的主要跳板。"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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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及Methanex Asia-Pacific兩家公司與工商管理碩士

辦事處緊密合作，希望招募到秦質最高、頭腦最重活

的員工。 AXA在區內的高級行政人員舉辦7為期一天

的評估活動，並在活動中會見學生。“他們在背景、

業務才能及溝通技巧方面的高質豪言護我們印數深割。"

AXA中國區行政總裁蔡強說到。

Methanex的董事總經理Mike He但在學生完成一系列測

試及簡報後同樣印象深刻。“他們在個人及策略層面

展現能力，遷就我們的策略向我們提出疑問。"他說

到。



委任及晉升

IUi思，碩士課程主任，晉升為商

學院資深副院長。

系
主
學
運
場
署
市
系
及
學
長
該
院
為
副
任
院
委
學
獲
商
'
，
接
線
教
偉
座
。

施
講
任

全力以赴以果效為本教育

欒景立教授是九十年代初加入科大、 幫助本校莫定日

後基礎的開荒教授之一。現在他再獻新獸，領導本院

一個專賣小組，推行以果效為本教育，並在此過程中

策動各學系重新評價他們如何管理本科課程。

身為組織管理學系講座教授的樂教授說: “有許多人

加入科大，就是因為主見之為一個創世記。在許多方面

來說，我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就職。這是一個難得的

機會，因為一般都沒有機會從頭開始的重新設計課

程。"

現在全港專上院校都推行以果效為本教賣，而科大則

以2012年為最後期限 ， 配合新的四年制學位課程。在

此期間要做很多事情，為建立新的教學體系做好準

備。在這個新體系當中，首先要決定學生從所學的課

程應該達到甚麼成果，然後按此目標組織課程內容和

課程活動。

樂教授又說: “首先，將會在各學院舉行諮詢輔導

會，然後通過主要的利益相關參與者(包括學生、僱

胡膺期，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教

授，已獲委任為博士課程主任。
| 蒹任教授 |自

Ron S McEachern .市場學系。
Ron S McEachern曾任百事可樂國
際集團E太區總裁，他效力該集闡

達二十三年，並於十二年前移居E

洲。他擁有多倫多約克大學財務和

市場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安

大略省京士頓皇后大學生物學理學

士學位。

II~平晉升為組織管理學系副教

授。他獲俄亥俄州立大學頭發博士

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僱員創造力、

目標導向、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企

司表現、跨國公司附屬公司員工、

多國籍工作隊伍及國際調蓮問題。

樂教授為春季學期訂下的目標，就是為工商管理學士

學位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而各個學系則在課程層面

擬訂希望達到的學習目標。

他說: “我的責任是策劃兼統籌本學院的以果效為本

教育項目，並擔任內部顧問。當我們訂立學習目標

時 ， 我們也要參照這些目標來檢討目前的教學和學習

活動。這有助於了解我們的課程對於2012年全面實施

四年學士學位制來說，有何不足之處。"

主、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校友)反饋的意見，我們就會漸

漸對學習成果的要求有充分認識。於是，我們就可以

固頭重新設計教學和學習流程。"樂教授也是全校以

果效為本教育督導小組的成員，而該小組組長為協理

副校長毛大偉博士。

專賣小組首先在學系和學院的層面運作 ， 界定學臨，

再而是個別課程希望遠致的學習成果。正如許多大型

革新一樣，若要以果效為本教育成功，學院方面全力

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這表示在某些情混下，有需要與

學院成員逐一當面交談，才能清楚傳達訊息。樂教授

補充說: “關鍵在於溝通。我們要在校內嬴取信任和

支持。" 樂教授正與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援並肩工作，

與同事溝通。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叢院方反思自

己的教育目的、課程目標和教學策略 ， 從而改進教

學，使學生得到更大樽益。"他說。

2007年度十大傑出講師選舉

恭喜會計學系的侯青川教授、組鐵管理學系的

胡祺教授、劉夢琳教授及竹內理樹教擾和資訊

與系統管理學系的蘇家培教捏在2007年度十大

傑出講師選舉中撞選。

選舉由觀峰社二學生會主辦，頒獎權已於2月 4

日舉行。十大傑出講師中，五位來自商學院。

蘇教授教的是統計學，對教授和學生可能都有

挑戰性。侯教授是我們博士課程畢業生。胡教

授、劉教授和竹內教授均同樣任教組織行為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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