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會議突顯家族企業研究

家族企業是世界最常見的企業組纖，而科大於這個夏季舉行

的一個創新位學術會議，正是以這種經營模式為核心探討內

容。

這個夏季舉行的“家族企業研究"學術會吉普是其第一屆，會

話吸引了亞洲、澳洲、歐洲及拉美洲的學者。

6月 16 日及17日，參加會議的研究學者齊集在科大校園，分

享12 個由會計、經濟學及財務學者撰寫的學術論文的研究

成果。

商學院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在他的閉幕歡迎詞裹，形容這汶

首屆會單為“創新性及

跨學系"的探討研究。

會第由亞洲家族企業研

究中心及亞洲金融市場

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鄭院長歡迎及鼓勵與會

學者在會後“繼續學術

交流並建立更廣泛的聯

擊。"

會議籌辦人之一的會計

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
陳建丈深信誼會議在學

者之間建立 7 學術聯

擊。同時為亞洲家族企

業研究中心主任的陳教

授說， “我預期會議會

在學者之間產生更多的

學術合作，無論是科大

院長的話

今年7月是我搶任署理商學院院長一周年。上任院

長陳家強教授獲委任為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我代替陳家強教授成為署理院長。當我

接任這個職位時，很多商學院的支持者祝願商學

院能更上馬樓，再創佳績。

商學院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於過去一年肉，商

學院與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名列全球第一 ， 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也成功晉身 《金融時報〉 全球20強。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學系的實力得到加強 ， 以2是商學院和它服務的商界

的聯緊更為密切。回顧過去的十二個月，我非常高興我們在這些領域的開

展芳百均取得成功。

舉個例子 ， 就如這期通訊報導的，我們成立了好幾個研究中心，專注於應
用前沿尖端的研究成果於重要及當前的問題上 ; 我們組織了一連串效果明

顯的活動，展開對話，在學界和商界之間建立聯緊。

在未來一個學期，我們商學院將會歡迎一批新教授的加盟 ， 他們將在不同

領域進一步加強我們的學術教研賞力。

這裂，我誠邀你閱設這期通訊，得悉過去幾個月 J!Jf發生的令人振奮的重要

事項。一如以往，我們歡迎並聆聽任何意見或建議。

順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耳季!

海 l局接

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涵蓋各個領域，包括繼承及接任、稅

項、報酬、投資，組織架構及借貸成本。

因應會議的研究主題，值隆集團主席陳敢宗博士，香港最成

功的家族業務之一的掌舵人，應邀在會議閉幕晚宴上致詞。

E洲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之一，財務學系兼任教授金樂琦

說， “陳敵宗先生根據他本人經營一家龐大的家族生意的親

身經驗，為我們提供深睿的洞見和心得。"

金教授說， “我相信會議成功地達到7其目的，就是提高對

家族企業研究的價值和其重要性的認諧。"

商業研究中心

獲研究資金

科大商學院審理院長鄭國漢宣佈對下列四家商業研究

中心提供資助，進一步擴大科大商學院的研究範圍。

這四家中心是 :

. 亞洲家族企業研究中心*
• 商業個案發展研究中心*

• 戰略與創新研究中心*

. 基金管理研究中心
亞洲家族企業研究中心的主任是會計學系陳建文教

授 ， 另外一位主任是財務學系的金樂琦教授。組織管

理學系主任李家濤教授則是戰略與創新研究中心的主

任 ， 而商業個案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暫時懸空 ， 人選

將會在近期宣佈。

鄭教授說:“近期的挑戰是令各研究中心儘快運作起

來 ， 在2009年6月前把資金用途分配好。 " 他補充說 :

“我相信各位主任會把各研究中心發展成有效的管

道，在商學院和商界及各個行業發揮作用 ， 建立聯

擊。"

另外 ， 市場行錯，研究中心已改名為市場營銷與供應鏈

管理研究中心。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的鄭

少輝教授是中心主任 ， 另一位主任則是市場學系的宋

賣誠教授。

'嗎屁立即研多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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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次貸問題論壇專家雲集

最近在北京剛舉行7一個名為 “汶貪危機警示:中國金

融創新、規範、風險管理"論壇。由於邀得重量級學

者及專家作講員，加上這個世界性的熱門話題，論壇

吸引7大批北京金融界從業員。

主講嘉賓包括金融專家、央行官員、學者及政府研究

人員，其中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教授、摩根

大適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及董事總經理方方先生、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研究員主歐先生，以及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及財務學系

的顏至宏教授。演講內容博得在座聽眾熱烈的交流，

當日共有250名來賓聽眾，代表7來自立京金融街的金

融財務機構。

論壇所涵蓋的範圈涉及到汶賞問題的各方面 ， 論壇由

商學院及1上京金融街商會舉辦，並獲國務院港澳辦公

室及金融街控股公司的支持。地點在北京金融街的麗

恩卡爾頓酒店。

兩位科大教授，陳家樂和雷鼎鳴，擔當論壇主持人及

評論人。

為期一天的論壇吸引 7廣泛媒體報導，央視及主要全

國性新聞媒體都採訪了論壇。香港媒體如明報等也有

特別派人到京報導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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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亞洲經濟研討會對長期復甦表示樂觀

亞洲各地一向依賴美國經濟對入口的強勁需求，雖然

目前美國經濟正深陷1930年代以來最壞的金融危機，

從長期來說前景仍然大有亮點 ， 暗示出將來良好的勢

頭。

6月 18日舉行的研討會自科大與紐約大學合辦的環球金

融理學碩士課程舉辦，科大商學院及紐大商學院院長

環首一堂，對“美國經濟的金融脆弱性及亞洲經濟前

暈"這個研討話題共同思考嚮劃。

紐大Stern商學院院長Tom Cooley教授和科大商學院署

理院長鄭國漢教授向100多位與會者致詞，兩位學者不

約而同均認為目前美國經濟正處於危機，而參加者對

其含義及前景深為關注。

兩位學者討論到美國的汶賞危機衝擊，其後而來的信

貪緊縮及市場波動，以及亞洲與美國經濟脫鉤的可能

性。

Cooley教授專精

宏觀經濟理論，

認為從失業情混

看，目前形勢尚

未可以說是萎

縮，他指出美國

生產增長目蔚仍

然強勁，而生產

增長是一個重要

的經濟長期指

標。

Cooley教授並不諱言目前形勢是一次“危機但他同

時相信美國經濟具有足夠的固彈力，能夠迅速復甦。

郵教授對亞洲與美國經濟的互相依賴性有一個非常清

晰的看法 : 除非美國經濟規模縮小10倍，否則兩者之

間目前不可能脫鉤。

鄭教授在他的致詞襄說，中國在2002年到2007年對美

國的出口增長為20到29% .這個出口帶動7中國的國

內經濟增長，其出口刺激的國民經濟增長在2002及

2006年間相應上升21 至~29% 。

Co∞o叫le吋y教授對美元亦抱樂觀態度，他說

哪樣東西打賭，那我會把我的注碼押在美元升值

上。 .. 

有闋的研討會獲得美國商會及香港總商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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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

重臨科大演講

只能容納430名坐客的花旗演講廢那天一早爆滿，遲來

者只能站立，或到隔壁配置現場廣播系統的房筒。這

是因為當目的主講嘉賓是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

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他的題目是“中國的經濟發展

與文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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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在世界
銀行出任如此高職

位的華人。"

科大高等研究院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邀請林教授為其

傑出學人講鹿系列出任主講嘉賓。林教授在其開場詞

表示很高興回到科大作這次演講。林教授在1995年到

2005年為科大經濟學教授，為時長達10年，他很高興

能借這次演講回報當年科大對他的支持和親切好意。

作為一個經濟學人，林教授在每一面都傑出過人。

他是第一位在世界銀行出任如此高職位的華人。

他是此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林教授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1994年，林教授與易綱教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和其他著名學者聯手創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他的研究領域集中在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及制度

經濟學。

林毅夫教授也是凱洛格.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的始創教授，這個課程在2007年獲金融時報排名世

界第一。

林教授的演講通過互聯網現場轉插到本港的一些中

學，在校聆聽的中學生能即時向林教授發出問題，而

林教授亦對個別問題現場作出回答。



陳慧珠獲任命為副院長

陳慧珠正式成為商學院的新副院長，掌管行政人員課

程、企業發展及中國策略。

害理院長鄭國漢說 : “我有信心，科大能

在陳小姐的領導下，發展成為一個領先

的、世界級的行政人員課程學府。"

5月份，陳小姐為搜集商學院在中國未來發

展方向的觀點意見，而策劉書車組7 中國策

略論壇。

陳小姐曾搶任商學院行政人員課程主任，

於1990年代末及2000年代初期負責在科大

和大陸方面及各跨國企業之間建立橋樑。她在科大取

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04年到2007年在瑞士的國際

管理學院IMD工作，今年蛤重返科大效

力。

在林壽榮獲著名研究院委任為院士

在林喬榮獲數學統計研究院委任為其院士，這是統計

學領域內一項極具聲望的榮譽 。在林壽是不久前易名

為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ISOM)學系教授。該學

系前名是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在宣佈在林穗教授的委任函中，數學統計研究院主席

Jianqing Fan說， “頭發院士名銜，是我們研究院向學

術成員致意，對他們的傑出研究成果及專業貢獻賦以

榮譽 。他們的努力使我們研究院在統計及概然率研究

領域襄保持領導性地位。"

在榮譽狀中，在林賽教授因他對貝葉斯非參數統計及

萊菲過程Poisson整數微積分建立的貢獻 ， 以及對數學

統計研究酷的專注服務而撞得這項榮譽 。

商學院本科生企業導師計劃暑期新體驗

2008年暑期對今屆幾十位商學院本科生來說，將會有

另一番體驗，他們將有機會把過去的書本知講付諸實

踐。

有賴這個企業導師計劃 ﹒同學們在這個夏季有機會在

課堂以外進行學習，以本地企業從業身份參與挑戰位

專案，在實踐的過程中取得新知話，同時獲得課程學

，穴"7.r 0 

參與計劃的其中一家企業是電視廣播有限企司. 12名

同學被要求為一個新成立的數碼電視臺構想、經營計

劃 ，除草擬計到外，他們亦需設計一套相應市場計劃

推廣該台。

另外30位同學則為一家著名投資公司的財務管理專案

進行基本客戶調查。在荷蘭銀行行政人員指導下，同

學們設計顧客問卷，展開調查，至于析結果，得出有關

結論，令銀行更瞭解潛在顧客的需要。

希值與業有限公司賦予另 10名科大學生一個企業公民

責任任務，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為30名香港少

數族商少年組織10個星期的技能培訓工作坊。

科大商學院

企業導師計劃創立於2008年6月 ， 計劃邀請本地企業為

本科生握供導師培訓 r ~護他們一窺企業內部運作倩

況。除上述三家公司外，尚有屈臣氏集團、美國友邦

保險有限公司(百慕達)、湯姆遜路通社，美國保誠保

險有限公司、龍堡圓際酒店集團亦已加入這個新計

劃 。

同學們參加一連串由企業舉行的工作坊，無論是產品

製造、資訊收集及傳婿，財富管理、酒店及其他服

務，都能親身體驗其內部運作。除此以外，企業為同

學介紹他們行業所需技能，提供日常操作解決問題的

模擬情景，並要求同學們就公司常遇到的挑戰制定解

決方案。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ISMT)易名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lSMT) 更改名稱。由2008

年8月 1 日起，該學系正式易名為資訊、商業統計

及營運管理學系(lSOM)

院士榮醬頭發儀式在研究院每年一度的世界大會上學

行。大會在新加坡舉行。

在林萬教授是這個學系稟第3名成員獲得這個榮譽 。 盧

汝立教授及胡虜期教授也是研究院院士。加上在林，軍

教授 ， 該系6位統計專家中有3位，即一半成員，是該

研究院院士。

全賴這個暑期導師計劃，科大本科生得以磨練他們的

技能，並獲得寞的專機會一緒日後畢業他們這身行業的

真實情況。

" 商學院本科生

. . .有機會把過去的書本

知識付諸實踐。"



世界各地優秀工商管理碩士生商業計劃亮相科大

2008年國際商業計劃比賽競爭非常激烈，但加拿大明

尼吐巴大學的碩士生憑著他們的矯形外科儀器市場計

劃而奪得冠軍獎，凱ñJE而歸。

比賽在4月 17 日至19 日舉行，其間來自世界各地的碩士

生帶著他們的商業創新概念來到科大校園，向擔當比

賽評判的香港商界行政人員及專業投資者展示他們的

未來產品，並解釋相配裕的市場計劃 。

11 隊來自加拿大、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瑞士及

美國大學的碩士生參加這個自科大商學院主辦的比

賽 。在參賽學生們所提出的概念中，很多包含7尖端

科技。

亞軍隊參 賽 產品就是個好例子。命名為

“TakeShape" 的俄勒岡大學隊計劃推出三維全像人

體掃描器。該產品有多達8個專利權，能岐集 、 室主理及

“. . .概念中，很多包含了尖端科技。"

分析人體資訊。 “TakeShape" 將在今秋開始向職業

運動員及大學運動隊員推出該產品。

打入決賽的各隊產品都有很強的技術創新性。名為

“Monoxidize " 的科大碩士生隊贏得決賽資格 ， 他們

計劃製作及銷售一種受專利保護的納米催化技術，該

技術能有效消除香煙中的一氧化碳毒 。

瑞士國際管理學臨的國隊亦進入決賽 ，他們推銷的是

一個專利的無線電通訊摸組，消費者可以隨時隨地用

它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聯擊 。

資深副院長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戴敢恩教授說今

年比賽獲得廣泛的國際媒體注意﹒對參賽學生亦提供

了巨大學習價值。他說: “我們預期未來的支持會更

有力 ， 我們打算把有意贊助的興趣轉化為資金來源，

通過這個方法來發展這個比賽活動。 "

比賽負責人利晨教授說，比賽幫助未來的企業家和資

金來源搭上聯鑿， 但它的真正價值是學生團隊能參與

比賽中所學到的知譜和技能。他說: “最令我感興奮

的是，參賽同學們，尤其是未贏得獎項的隊伍，在比

賽過後仍然熱烈地去繼續發展他們的計劃 。 "

比賽的現金獎總數達2萬5千美元， 參賽碩士團隊除了

獲得現金獎外 ， 亦有可能博得評判的投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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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商業計劃團隊

美國參加競賽

商界名人增添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姿采

打入決賽階段

今年打入美國萊斯大學商業計劃決賽階段的36國隊

中，有一隊來自香港的科大。

而今年能贏得的獎金亦很高。得力於 《財富小型企業

雜誌》 第一次共同贊助，獎金高達32萬7千美元，而國

際媒體報導亦大幅增加。

今年的競賽隊伍都出現在 《財富小型企業雜誌》 及有

線新聞電視畫的金錢總站上。

名為Zeopane Microneedles的科大隊伍計劃今年較後

時間向美國聯邦藥品管理局申請他們的創新膜島素藥

貼，能直接無痛把藥輸送到糖尿病人的血管中。

製造該藥品的公司以礦物沸石為材料製作微型注射

器， Zeopane Microneedles聲吉產品不會引起感染。
該公司相信，這種定價 1 元一貼的產品勝過目前的膜

島素翰遜系統產品。

科大隊伍希望能夠和主要制藥商合作，打進中國和印

度市場，這兩個國家的糖尿病患者正日益增加。

如果一切順利，微型針筒貼將在2011年底上市。

我們對組成這個科大隊伍的同學致以要在烈祝賀， 他們

是Wolfang Ettlich 、 Randhir Hebbar 、何加里、

Kullamas (Pie) Kanpittaya 及袁7 。

香港是世界金融商業都會之一，位處香港的香港科技

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當然會儘盈利用本地優勢。

今年，課程邀請頂尖的金融行政人員及各行業的專業

人士為學生主持一系列講座，接大學生們思想領域 ，

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6 月底，香港誼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行政總裁韋

莽撞先生擔任一年長增益課程的壓軸主講嘉賓 。儘管

當日三號颱風高掛，凰商交加 ， 主講仍然座無虛席。

韋莽撞先生所講題目是近期全球金融發展及市場問

題，包括他對次級房貧危機，它對香港的影響 ，這個

倫敦及紐約之後的全球第三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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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青幫會的其他卓越專題還有 :

. OEMD顧問公司董事Haydn Pound : (策略落實的
挑戰:一個改進策略效果的強大及實際框架》

• UBS Leade的hip Institute 總經理 Michael Sweeney : 
《形成APAC金融服務業的五個主要趨勢》

. 主吾爾街日報社論版編輯Mary Kissel : (2008年的中
國金融市場及華爾街如何看待其發展》

. 美聯物業企業發展董事謝梓旻: (2008年最佳購置

祖貨物業在哪兒? )) 

. 亞洲 Marsh & McLennan主席及歐盟商會主席

Rafael GiI-Tienda : (風險調整管理如何提升銀行表
現》

• Network Appliance公司總裁Thomas Mendoza : 
《改變機構企業文化的主要動力》

. 百事可樂國際集團亞太區總裁Ron McEachern 
《為目的而表現一百事可樂集團如何面對推動企

業公民責任的E力》

.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行政總裁龐毅里 : (如何維吾隻

你的品牌一名氣響亮的非政府機續“世界自然基

金一個實例》

新一翰的一年長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增益講座將在秋季

開始。詳情請瀏覽工商管理碩士學生網站: http :// 

www.mbanet.ust.hkleventlindex.html 



哈爾演銀行高管體驗科大行政人員課程

科大商學院遠赴中國東北省份哈爾潰 ， 為當地的銀行

管理人員安排7為期兩天的財富管理課程。

210多名高級行政人員均來自中國農業銀行黑龍江分

行，在兩天的學習期細聽自顏至宏教授、示遺教授及

鄭英樹教授講解的財富管理和財務計劃最新概念。

該課程由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贊助，在這之

前，景順行政人員曾參加其他科大課程。

哈爾潰課程包括財務計劉 、風險管理、資產分配、產

品研發及未來趨勢講解。此外，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總經理梁華棟亦為學員分享他對中國股市近期

飄忽不定走勢的見解。

上海官員研讀城市發展最新趨勢

在以高瞻遠咽見稽的瑞安集團的創意和推動下，上海

市虛灣區政府中負責區域管理與發展的24名政府官員

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發展現代服務業」專題課程。

這一專題課程分別在港、;軍南地進行。香港部分的課

程於5月在科大商學院舉辦 ， 為期兩周，課題滴蓋服務

業最新發展情況及城市發展的最新趨勢。

該課程的創新之處是除教授一般商學院的傳統課題之

外，研討內容還包括城市規劃發展 ， 世界主要城市的

服務業發展 ， 日本文化事業及香港的資本市場的發展

故事等，並介紹香港、上海、立京 、 紐約、倫敦及巴

黎等世界主要城市的中央商務區不同的發展階段。學

員們通過參觀考察，把國際先進理念與內地實際情況

進行 “比較法 " 的學習，從中拔出城市、區域發展的

新經驗。

科大邀請7城市設計、城市規劃 、建築及文化發展領

域的專家授課，主講嘉賓還包括蘭桂芳始創人盛智文

博士及香港特區前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梁女士

主講題目是 “一國兩制:十年回顧" 。

瑞安集團方面表示: “這一內地官員培訓課程的新意

在於提供國際先進理念，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周

國際視角和理念剖析中國實際案例，這種培訓方式對

學員很有幫助，令他們開闊說野、開拓恩路，並運用

於將來的工作中。 "

瑞安集團是創意“上海新天地" 的發展商，在推進上

海城市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積極作用，扮演重要角

色。上海新天地保留和改造7上海建於20世紀早期的

石庫門建築 ﹒ 開設7 多家高級餐廳 、 酒吧、品牌專賣

店及時尚店鋪等，成為上海時尚地標 。

“. . .找出發展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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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商學院

下屆管理人員課程
開始接受報名

你會是你公司的未來領導嗎?科大設計並提供一項專

為頂尖企業人員及未來領袖的管理人員課程: “傑出

領導引向成功課程" 。

這個課程旨在提升管理及領導技能，分為四個部分的

課程在5個月內進行10個密集學習日，內容滴蓋策略與

市場銷售、領導及演變管理、創新與創造力，和策略

管理。

除此以外，今秋將會有兩個短期管理人員課程，其中

“談判策略及技巧"一門在9月竹至12日開班。

另外， “競事定位"課程將在10月 15 日至 16 日教導分

析競事市場空間及變化中之市場問題的概念及工具。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課程網址www.bm.us t. hk/

ExecEd' 或致電2358 8013 。合司學員、首批報名學

生及科大校友將獲得優惠收費 。

校友歡聚

1fliilliØ*l.t*t1I~UIJlif~.kiifili89I11 •• ~51J 22 S tE 
fJ!xiØ*l.tlþ!llþ"正:..ff. i1JliIl5!1trlilzllJ臂.... ~嘗'(1;
-). • .IJ;步ItN(tr=) . Anφ'AnnRAnya 肋'ngHiJtJlt1l

111.. 。



沉著思考正視全球變暖威脅

H 
各位乘客，這是你們的機長 ， 我們有一點小問題。

飛機的4個引擎都停7 。我們正盡全力再次敢動它們。

希望你們別太擔憂 。"

這是1982年英國航空公司機長艾襄姆迪從倫敦飛往奧

克蘭途中說的話。飛機的4個引擎因為印尼嘉籠根火山

爆發的火山灰而停7 。

艾稟姆迪的話正捕提7今天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問題的

緊迫性，我們有必要迅速作出改變 。好像那班機一

樣，我們正在下滑。

我在6月份在上海舉行的一個國泰航空世界貨運經理會

議上，對氣候變化的一個演說中引錄了這個真貪情

節。在羅馬和邁亞美的世界貨運航空公司管理層會議

潰譜中，我也引用7這個情節。

我的信息是: “別恐慌 ， 但我們真的需要做出改變

7 。氣候變化對我們的業務營運的確是一個無處不在

的環境威脅，影響的廣泛，能想像多少就有多少。每

個人都會受到影響 。 "

在影響地球氣候變化的人造溫室氣體中，商業和消費

活動估了絕大部分，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整體一致的

商界對策。環境問題一般被認為是企業和社會的責

任，不錯氣候變化的確是這樣。但我們需更進一步，

因為任何積極的改變 ，以減少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 都

需要商業營運作出深度的改變。

這汶氣候改變帶來的商業危機有幾個獨特的特徵 ， 第

一，二氧化碳不知道國界為何物，雖然在源頭上它總

是在某一個地方發生，它的影響卻是全球性的。焚燒

阿馬遁的森林樹木影響到歐洲的冬天氣候變化。第

二，科學家已經明確告訴我們，氣候變化的後果是長

期、持續和不可逆轉的。長期問題就要求長期性商業

計劃 。最後，雖然氣候變化這事實大家已經有共議，

對它的時間性、代價和變化過程，大家卻不能肯定。

氣候變化這樁事風險很高。

“氣候變化

這樁事風險很高。"

商界對氣候變化準備充分嗎?辜馬威2007年對英國金融

時報指數350家企業的一個調查發現，超過52%高級管

理人員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重要商業問題 ， 71%認為

它對業瑟的影響會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只有

20%的人認為氣候變化“對他們的業務而言並不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可是，令人憂心伸伸的是，調查同

時也發現 ， 受訪問的業界領泊中高達86%說他們對氣

候變化還沒有形成對策。

我最近就全球空運業所作的研究工作就是7解氣候變

化對這個行業的影響在哪兒，而我們這個行業又有什

麼對策。以總量最計，空運所估的分量只不過是2% ' 

但在貨運總價值上卻佔730% '是全球GDP的4.5% 。

雖然定期空運業如國泰航空之類的公司，在全球航空

氣體排放只佔3.5% '但是要控制碳氣排放，我們卻面

對不少跳載。

碳氣排放控制是一個全新的商業風險和商機領域。最

低限度來說，企業需要衡量呈報他們的碳氣排放、定

下排放指標、建立系統減少或抵消排放 ， 及改變有關

組織流程。碳氣市場因此會連現很多商機，車日碳氣資

訊系統、新技術 、 清漂發展機制、碳氣抵消等等。對

大部分企業來說，這是一套全新術語。

碳氣改變整個行業的生態 ，挑戰會從意想不到的角落

灑現。空運業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一一“食物哩

程"。食物哩程的概念是產品飛得越遠，碳氣排放就

越多，環境所受影響就越大。薩哈拉以南非洲種種的

食品或花卉，如果要運給英國，那當然會比英國本地

種植的食品造成更大的環境影響 。但是，少數的生命

週期分析調查發現，從4000公里以外的資雅種植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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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斯特教授為吞浴科錢大學j'f訊 、商業統計及管迎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f也經1i1惚邀為各大企業主論有關環境問題。

一 霍斯特教授

輸花卉去英國，和從350公里以外的荷蘭種植和運輸花

卉去英國，前者所排放的碳氣只有後者的6分 1 '這是

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如實雅種植花卉，其碳氣足跡非常

低。碳氣邏輯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各行業必須“學習

適應在一個碳氣限制的世界里經營"。

當代地球上的商界領袖，有責任去發掘可持續的商業

模式去控制碳氣排放。所有經濟活動，從草擬設計階

段、生產、運輸，以至到服務倉儲，都必須針對地球

所面對的危險而改弦易轍。

“. . .人類95%的行為
都是習慣"

必須注意到，人類95%的行為都是習慣，而習慣非常

難以改變 。碳氣及其他溫室氣體，換句話說 ， 是非常

壞的習慣。碳氣控制對商界是一個巨大挑戰，需要一

個創造性的回應，需要我們別出民徑 ， 另創心思。解

決方案往往是非一般的解決方案。一個好的(雖然可

能有點詛刺味道)的例子是重新使用帆 ， 巨大的帆裝

置在貨船上，利用風力，可以減少碳氣足跡 10到

20% 。

你或者很想知道，文章開始時我說的那個故事中的姆

迪機長 ， 他後來怎麼樣7 。他和機組人員保持冷靜，

腦子飛快思考並即時作出決定，他們集性把這部747波

音機當作滑翔機，整部客機，連同248名乘客和15名機

員，在濃濃的火山灰雲車下鹽72萬3千500英尺，然後

奇跡地在1萬3千5百英尺高空重新敢動引擎 ， 最後在耶

加這安全降落。在未來的歲月里 ，全球商界和全世界

各地的消費者都需要姆迪機長這一類的機智利隨機應

變的精神。



組織管理學系贏得最新Franklin教學獎

組織管理學系全系教員憑著2007年4個季度的優異教學

表現而贏得Franklin教學獎。

系主任及講座教授李家濤代表全系教員接受7獎項，

他對系襄罔仁的優良表現致以敬意。

商學院的Franklin優異教學獎基金在2000年成立，范凱

霖教授及其太太00慧青慷慨作出捐贈。首屆獎金在

2001 年3月鑽出，自此之後，每個學期都選出5個得勝

者。

今年，捐贈者增加獎金數額，並配合政府計劃，令教

學獎受惠於政府捐款配對計劃，因此，個人得獎獎金

提高7一半。從今年開始，每年將會有6名學系教員獲

得獎項，其中 -3名是本科部門，而其餘3名- 1名來自

工商管理碩士核心課程 -2名來自工商管理碩士/理學碩

士選修課程。

另外，今年成立一個新獎項，對整個學系優質教學表

現作出嘉許。

所有進入最後一輪評審階段的教員都會獲頒一座獎

牌，表揚其獲選資格。

范凱霖教授及其太太00慧青很高興他們夫婦的優異商

業教學獎金獲得香港政府給予對應數額的支持，對他

們的獎金計劃擴大獎勵整個學系的表現深感欣慰。

范凱霖教授說: “我們衷心希望這獎項能鼓勵每一名

學系教員，和每個學系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致力於

高質教學，這不但對學生及他們有利，也對整個學院

的名聲有所樽益。"

學院聘任及審核委員會主席陳建文教授對此深表同

意。他說: “學系獎項是一個極好的滋勵，它能鼓勵

學系在整個學系範圍內提升教學水拳，和成立多年的

個人獎項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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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凱洛格一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畢業典禮見證標誌性一年

2007-2008屆畢業照的相片標題本身就點出 7其精

義:“世界級的一屆"。

在2008年4月 13日的畢業典禮上，致詞嘉賓向畢業同學

指出，今年54名畢業於凱洛格.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的同學，在他們16個月的課程中見證7好幾

個重大里程碑。

署理院長鄭國漢教授向第10班畢業生的潰辭中，間億

同學們在課程開始不久即慶祝該課程的10周年紀念。

鄭教授說， “科大與凱洛格對這個合作及其成功深感

自豪。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傑出成就。它建基在兩家

學院的互信基體上，兩家學院的共同信念是創造一個

獨特並優秀品質的課程。"

在同學修讀課程期間- (金融時報》抱該課程列為世

界排名第一 ， 確認7該課程的晶質及其成功之處。

課程始創主任戴敢恩教授亦提到- (經濟學人》曾在

其評說中認為凱洛格-科大的課程是“環球同類行政人

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中最成功的合作課程。"

學術副校長錢大慶教授在其致辭中握到，有人問他，

該課程現在既然是世界第一了，往下來能再有什麼?

錢教授說，我們會繼續努力，傲的更好，憑著各方的

支持， “我深信這個課程將繼續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再碧藍高峰。"

致詞嘉賓均褒揚同學們的家人和朋友，在繁忙的工作

和學習中給予他們支持。嘉賓們鼓勵同學們畢業後互

相聯鑿，並與前輩學友保持接觸。

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Edmund Wilson教授說，

“凱洛格一科大課程是一個終身的人脈閱{系，你們有

的是一個令人羨豔的朋友、同業關係網。要保持接觸

啊!這個人脈關係就在你們的指頭上。雖然是優秀頂

尖的一分子，亦不會有高處不勝寒之歉。"

接成洋行香港有限公司主席援成漢先生應邀蒞臨為典

禮的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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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商學院

2006年冬季、 2007年春季、夏季及秋擎的本科生教學

部分的Franklin獎項得獎人如下:

. 劉紹民，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
• 雷鼎鳴，經濟學系. 侯青川，會計學系(科大博士畢業生，也是年初獲
選為10名最佳譜飾的其中一位)

在研究生教學部分的得獎人是:. 夏耀祥，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一工商
管理碩士必修課程得獎人. 甘潔，財務學系一工商管理碩士/理學碩士選修課程
得獎人. 主蘇生，經濟學系一工商管理碩士/理學碩士選修謀
程得獎人

Franklin優異教學獎項10名被選入殼後評審階段的教學

人員是:

. 梁兆輝，經濟學系
• 華勉力，經濟學系. 夸嶺，博士生，財務學系
• 方慧恩，財務學系. 張崎峻，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
• 霍斯特，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

• 蘇家培，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

• 胡棋，組織管理學系

• 聽懷谷，經濟學系. 施卓碩，市場學系

市場學博士生徐靜贏得

研究論文大獎

徐靜以題為“消費者觀念架構對其消費策略的影響"

的論文脫穎而出贏得商學院年度優秀論文競賽大獎。

大賽接獲參賽論文共16篇，自負責統篇博士生課程的

教授選出3位決賽學生，決賽學生於5月 2 日於評判團及

同學面前進行演說及接受握間。

其餘兩位決賽同學為經濟系的江艇，其論文為“城市

範團分佈及經濟增長組織管理學系的唐里，其論

文為“感染另頡流感:首席執行官狂妄心態的感染紋

果"。

博士生課程主任胡磨期教授對同學們的表現印象深

刻， “我深信這些同學將來一定成為優秀的老師

他說。

科大商學院博士生課程的宗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優秀研

究人員及老師，除課堂學習以外，學生亦有極多機會

參加研究研討會，並會在現貪課堂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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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及晉升

教授

財務~~

晉升 自

高偉翰，匹茲堡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資本結構、企業評估、國際企

業財游、企業管治、合併收購、債

務合同、銀行業。

E單﹒商業緝計RMiÆ'會~.~

副教授

在林霄，紐約水牛城州立大學博

士。研究領域:貝民統計、貝氏泊

松微積分、財務計量經濟學、半參

數模型、存續封析、再抽樣方法、

順序性重要性抽樣、 MCMC方法、

隨機方法。

渴永亮，新加坡固立大學博士。研

究領域:資訊科技的採用及推行、

人與計算機的互動、電子政務、計

算機使用操守。

賞揖﹒膺品嘗緝計E量fiÆW1Æ，毒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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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擊，卑詩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供應鏈管理、收益管理、補給和定

價決策的協調、多種物品及不同地

域的庫存系統。

來賓甜，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新產品需求動態研究、客戶多

樣化測量及利用、消費者選擇行為

與企業策略及競爭行為研究。

周蕃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

領域:消費者判斷及決策、消費行

為中之動機佳影響、顧客服務體

驗、決策中視覺處理之角色。

竹肉還銜，馬利蘭大學博士。研究

領域:國際機構行為、人力資源管

理、策略人力資源管理及社會交易

陳竄樂，財務學系講座教授及系

主任，獲任命為新昌﹒葉謀遵財務

學系講座教授。

陳蔥珠，獲任命為商學院副院長。

Sudipto Dasgup妞，財務學系教
授，獲任命為學系講庫教授。

| 最新聘任 , 
助理教授

互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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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佳純，卑詩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財務報告及公司主動被露、分

析員預測預期、盈利晶質。

汪詩番，加拿大京斯頓市女皇大學

博士。研究領域:國際會計、盈利

管理及會計詐騙、財務分析活動。

回中水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

士。研究領域:工業發構實鐘研

究、應用經濟計量學、電腦計算經

濟學。

鄧希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研究

領域:貿易、國際財蕩、宏觀經濟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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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Dalton '社克大學博士。研
究領域:以消費為基礎之自我提

升、無意識及有意識之目的性努

力、行為模估、自我控制。

訪問學者

，計'11j亨

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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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IA.~

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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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 Duclos' :1七卡羅來納州教堂
山大學博士。研究領織:消費者心

理、愛好之形成及演化、決策過

程、衝動性及自我制約性、慈善行

為。

洪}軍雯，西北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感情及消費者判斷與選擇、消

費者之自我制約、文化及說服性。

周筒，明尼蘇尼遣大學博士。研究

領城:企業管治及披露審計。

易綱，伊利諾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貨幣、銀行學、中國金融市

場、計畫經濟學。

V. S. Somanath '紐約大學Stern
商學院博士。研究領域:國際金融

市場、國際投資。

孟德，候斯頓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企業管治問題，包括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及風險管理、不動產金

融。

察家閣，紐約大學碩士。研究領

域:本地及國際政治及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