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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通訊

EMBA蟬聯全球之冠
在《金融時報)) 2010全球行政人員工 自 2005年起該課程穩佔世界排行榜三 洛格管理學院合辦。本院資深副院長及

商管理碩士 (EMBA) 課程排名中，凱洛 甲位置。香港科大校長陳繁昌教授說， 凱洛格-香港科大EMBA課程始創主任

格一香港科技大學EMBA課程連續兩年 這說明該課程致力追求卓越，努力不 戴歇息教授說，合作辦學令課程別具優

榮膺全球之冠。 懈、開拓知識領域、激發創意。 勢。

zztJLZFfft;一 22-JZZ 要單醬缸叫臨幽 謊言L
的優越品質以及本院教授在研究頸域的 我們EMBA課 J三乏咒語i mEE警Ð-rn:e攝醋 的世界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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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已完2謠言 :!I~;話陸近墨學們

“學生多元化"、“工作經驗" 及 “畢 雙全三句 一----=' 長鄭國漢教

業生達致攻讀EMBA的目標"方面，他此項為期18個 授特別讚揚

們也名列前茅。 月的課程由香港科大與美國西北大學凱 兩所學院獨特而堅密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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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剛結束的秋季學期活動頻

繁，精彩充賀 ，我在這裡

與大家分享本期的一些
要工頁。本院再汶喜獲英

國《金融時報》排名的

認可:凱洛格-香港科大

EMBA課程在四年內第三
次位吉IJ世界之冠。連續穩

佔排行榜之首，反映7本院在提供優質商學教育

課程中所佔據的全球領先地位，令我們深感自

豪。

本院的本科生和MBA學生在本地和國際商學競

賽中屢獲佳績。他們刻苦工作，發揚團隊精神，

豐富了學習體驗，值得大力表彰。與此同時，*

院繼續積極推動與工商界交流的活動，就多個熱

門課題與業界分享意見。

本科課程四年制將於2012年推行，教學卓越和
課程發展成為本院的討論焦點。全球經濟金融環

境變化萬千 ， 我們的課程設計，越來越重視如何

培委負社會責任的商業領袖和推廣商業道德。本

期內文闡述這些最新趨勢。

對本院和香港科大而言， 2011 年是喜慶之年，

因為我們正一起慶祝20周年校慶。二十年來，

本院闊步前進，成果盤碩。我和大家一樣 ， 對我

們共同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輩。我期望你們能積極
參與今年的各項校慶活動，分享成果和喜恨，並

支持我們繼續踏上成為全球最佳商學院之一的非

凡旅途 ， 再創傳奇。

祝各位新年快樂。

布局接



危機之後的商學院
世界各地的商學院院長齊單

一堂，討論其學院在全球金

融危機過後的角色及未來，

鄭國漢院長是主要講演者之

鄭院長在第三屆國際商學院

上海會議中向與會者介紹 7

香港科大商學院在危機後的

課程和研究發展及未來路向。他強調7課程方面的三

個主要趨勢:負責任的領導、風險管理和可持續發

展，以及應對危機而制定的研究方向。

鄭院長在會上指出: “香港科大己落實的一些改革和

措施是對金融危機中暴露的根本問題作出的直接反

應。另一些是針對不斷變化發展的全球經濟和商業環

境而做出的調整，即使沒有危機，這些調整也勢在必

行。還有一些則是一間成立不到20年的年輕商學院所

進行的連續發展。"

現場直播
新的李兆基校國施工現場安裝7 一台網絡攝影機，任

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從商學院網站主頁觀察校園的現

場施工。

新校園設有李兆基商學大樓和科大高等研究院，前者

將成為商學院的新家。

利豐獎學金得主

2010年 ， 香港科大共有26名學生榮獲利豐獎學金，其

中 16人來自商學院，他們都以出色的學業成績和領導

潛質入選。

每位得獎學生獲得一學期25 ， 000港元或一年50 ， 000港

在研究生課程中 ， 學院因應當前全球經濟環境和日漸

提高的社會期望而調整7課程設計。負責任的續導、

商業道德、風險分析和風險管理等單元得到強化。

在本科生課程中，學院克合發掘2012年本科教育改為

4年制所帶來的契機，增加了商業道德和責任方面的

己已修課比重和學分，並敢動了非學術性計劃“商學院

學生社群旨在發展個人品格，促進成長，培養社

會責任感。

研究方向方面，除7針對金融危機而開展的研究外，

亦以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為重點。

這些改變符合香港科大商學院的願景，即培養負責任

的E洲企業績導，並對變化萬千的全球環境產生正面

的影響。

校園預計於2012年

落成，配合四年制本

科課程的敢動。網絡

攝影機的圖像每隔五分鐘更新，為校園建設留下午見覺

記錄。

學習一個學期，他說這次

交流幫助自己明確了將來

到投行當股票分析師的目

標。

關敢正說 r在南加州大

學的交流學習是很好的經

歷，並豐富 7 我的人生。

英語並非我的母語 ， 我從講師和小組的四名美國學

生中學到了演講的技巧，從中獲益良多。我還發現

在表格應用程式課堂上講授的材料對我的事業極有幫

助。」

元的海外交流經費。海外交流是學生開闊眼界、接觸 利豐獎學金計劃於2006年設立，每年組織一次領袖

不同教學模式的理想途徑。 會議 ， 刺豐獎學金得主均獲邀與會。這J欠會議主題是

“領導方式的變更:年輕積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發揮

主修財務和資訊系統的2008年旱業生關歐正深深體會 的作用於10月舉行，自麻省理工學院管理與政治

到海外交流的價值。關敢正於2007年在南加州大學 科學教授Richard Rocke教授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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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系

優異生獲獎
第二屆年度管理學系傑出學生獎學金由三名優異生

奪得。

今年的得主均是三年級學生，封別是陳俊文、廖臭

唱和何浩淳。

他們每人獲得3 ， 000港元獎學金，並獲得個人專業

發展的裁培，宮中包括由企業高級行政人員提供個

人督導。他們還獲委任為管理學系學生大使，肩負

促進師生互動的責任。

管理學系於2009年設立這項獎學金計畫~ ， 旨在認可

及表彰學業優異的學生。所有主修管理學的學生均

可參與角逐。

有關人民幣債券

市場的觀點交流

2010年夏季，麥當勞公司成為首個發行人民幣債券

的外國公司，募集了 2億元人民幣。主後，香港的

人民幣債券市場成為熱門話題。這也成了香港科大

亞太金融市場中心的理想討論專題。

11 月，在財務學系兼任副教授方慧、思籌辦和主持的

講座中，請來兩位專家，探討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

展和未來趨勢。

香港渣打銀行董事總經理兼北亞區資本市場部主管

鄭俊峰先生講解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近期動態和麥當

勞案例的重要性。

財務學系兼任教授Jonathan Batten從另一個角度發

表觀點，他認為債券市場的發展是香港必須的下一

步舉措，而人民幣債券市場只是其中一小步。他建

議香港的人債市場可參考澳元外國債券市場的發展

摸式。



五彩繽紛的新學生社群
本科課程推出一項全新計劃，有助提高學生的歸屬 名，並以特定顏色代表，是一個有

感，並以富有趣味的活動，平衡繁忙的學習生活。 著軍密聯擎的學生網絡學習社群。

商學院學生社群 (BCC) 把學生分成 10個群組 每個群組有自己的領袖、隊長和新

(Cohorts) ，每個群組以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命 生代表。群組成員參與各種遊戲、

社交活動和競賽，並贏得分數，得

分最高的群組在學年終結時可獲得

“群組杯"。

商學院院長鄭國漢教授說BCC將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他表示﹒「同學們在科大就寵的歸屬感越強，學 商學院副院長及本科課程主任吳麗萍教授說 「我們

習過程會體會更深、更有心得。商學院學生社 要讓同學們懂得如何實踐平衡、有意義的大學生活。

群，旨在強化這份歸屬惑，令他們的大學生活更 我們正嘗試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一一充滿歡樂、樂趣無

加豐盛。在群組稟，他們將體驗樂趣、建立友 窮的學習文化。」

誼、塑造個人性格，以及培養社會責任感。」

多國學子爭雄花旗賽 “管理創新，

不復存在? " 
來自E太 、北美和歐洲的商學院頂尖學子參加了 由香

港花旗銀行和香港科大商學院合辦的2010花旗國際案

例分析比賽。

cfB ll)1JJ !:! ，~!"L?oI 

比賽要求本科生在26個小時內，對世界最大的空廚

一國泰航空飲食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一所面臨的策

略和管理事項提出有創意的可行方案。學生還參觀了

Ci 前lon

c的

該公司。

加拿大西安大略

大學Richard Ivey 
商學院力區群雄

奪得冠軍。

參賽學生皆來自

香港、中國內

地、美國、新加

坡、日本、韓

國、芬蘭、荷

蘭、新西蘭和泰

國的著名大學。

在10月舉行的全球領袖論壇上，一位經驗豐富的業內

高管和Beta Gamma Sigma榮譽會員就商業管理的不
斷演進這課題與本院學生合享洞見 。

投資研究脫穎而出

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陳裕光博士以 “管理創

新，不復存在? " 為題發表演講。他認為，許多經典

的管理方法都是在工業時代建立，管理人員和商業績

袖需要不斷地採用創新的管理方法 ， 才能跟上當今商

業環境不斷提高的需求。

四名本科生在香港財經合析師學會投資研究挑戰賽 區域性競賽將於2月在審里島舉行 ， 其後將於4月在美 | 此論壇為環球商業管理課程的學生及Beta Gamma 
中摘冠，並將進軍器里島的區域競賽。 圍內布拉斯加州舉行全球投資研究挑戰賽。 I Sigma科大分會的會員提供良好平台 ，讓他們合享社

賽事由香港財經安析師學會贊助，要求學

生依蟑專業準則研究和分析一車上市去

司。

香港科大園時包括環球商業管理的學生鄭

其森和香俠笙、計量財務學學生梁茵瑜和

專業會計學學生黃柏堯，他們研究了主朝

酒業集團有限公司的業務。

InveSlmenl ne :St::é:U \,, 11 Vll Cl llvl 會和商界傑出頭袖的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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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金融理學碩士班新舊交替
竹月，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慶祝2009-10班結

業，並為新班舉行迎新活動。

2009-10班由9個國家的45位學生組成。 11 月 23

日，他們齊累一堂，參加由鄭國漢院長主持的結業

典禮。其他出席嘉賓包括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宣

貴高級行政人員課程的副院長Thomas Pugel教授

和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學

術主任Menachem Brenner教授。

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由香港科大商學院和紐約大

學斯特恩商學院合辦，分別在香港、紐約和北京授

課。

結業典禮里日，該課程為第四屆新生舉行7迎新

典禮，主徨嘉賓包括香港科大商學院資深副院長

戴歇息教授、財務學系的教師以及Pugel教授和

Brenner教授。 2010-11班共有46名學生，來自 17

個國家。

透J心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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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MBA學生團隊在荷蘭舉行的RSM私募股權案 他們僅以極少至于數之差敗給倫敦商學院。另有六所歐

例競賽中榮獲亞軍。他們為一家德國冰淇淋製造商提 洲的商學院也參加7這決賽事。

交的業務拓展方案充滿創意，贏得好評。

參賽學生有士天時間準備方案。心 由商界專家和學術屆

此項比賽在歐洲獨一無二，香港科大是唯一來自毆洲 人士組成的評判小組擔任投資委員會，聽取參賽者的

企業家精神

境外的參賽障。 報告。

隊員Kuldeep Chaudhury說 1裁判表示，我們對市

場的理解和台析，以及我們在投資策略中所運用的創

意，給他們留下7深刻印豪。」

在香港和內地，企業家和有志成為企業家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香港科大的學生和

校友。首屆香港科大MBA企業家精神會議最能體現這一點。

會議在10月舉行，由MBA校友會與商學院和企業家網絡 (TEN) 合辦，主題是“充卦

利用中國市場"。逾80名MBA學生、 EMBA學生、交換生和校友出席會議。

財務顧問公司康宏理財的創始人之一和行政總裁馮雪心在主題演講中談到公司如何

發展壯大進而於近期首)欠公開招肢。

TEN名譽主席和社博有限公司主席博思維以“企業家心智"為題發表演說。

小組討論主力探討創業策略和在中國取得成功的要章。參與討論的三位成功商界人

士包括: Sino Hero Foods Ltd的Samir Kumar 、以色列星太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的創

始人之一和聯席行政總裁王朴 ，以及建銀國際資產管理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及直接投

資基金投資總監楊鋒。後兩位是科大校友。



商業與契約
中國現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之 這些課題是三江高峰論壇上熱烈討論的核心所在。九 鄭國漢院長在論壇上指出，在不斷發展的中國經濟推

而來的是人們期望企業堅守契約的精神和內容。 月，商學院與香港電台、廣東電台和上海第一財經廣 動下，世界經濟的童心正在逐漸東移，他並探討了這

播合辦並播出 7這;欠論壇。 個發展過程。

為商界服務
度身訂造的培訓課程最能幫助公司訓練員工，使僱員 獲益於香港科大專長的公司不止這一家。 Arrow Asia 

新的兼任教授、萬科集團董事會

主席王石先生和憧隆地產有限企

司董事長陳敢京先生，以“企業

成功之路 : 契約精神"為主題發

表講話，用實際生活中的例子佐

證其觀點。

兩人的講話引來了聽累的熱烈提

問和回答。此論壇是香港科大

EMBA中英雙語課程的一部分。

王石教授愛好登山，名列《財

富》雜誌(中文版) 25名最具影響

力的商界領袖排行榜。他於六月

獲委任為該課程的兼任教授。

短期收穫

具備切合公司特定需要的管理技能。賽諾菲安萬特公 於2010年 6月為其25名高級經理推出 7 一項名為 本院的合開招生課程讓行政人員有機會在百忙中抽空

司在香港科大找到符合這些需要的課程，並鼓勵更多 “ ENGAGE!" 的特別編制行政人員培訓計劃。首課 進修於短時間內提升其技能。

員工參與。 以策略為題，在科大校凰授課。

“傑出領導引向成功 " 培訓班是本院的旗艦課程，為

要諾菲安萬特公司派遣7多名E太區經理參加管理發 此外，商學院的教授也不時應邀出席商界論壇分享意 期 10夭。 2010年，該課程吸引 7區內 19皇家公司 39名

展課程，該課程於2010年3月結束。因課程取得了很 見。資訊、商業統計和營運管理學系系主任和講座 資歷豐富的商界頭袖參加，其中大部分是總經理、副

好的效果，公司又再提名另外25名區域人才參加第二 教授夏耀祥，於9月在香港舉行的年度TNT客戶論壇 總裁、總監或區域經理級別。

)欠培訓課程，此;欠課程從2010年8月開始，到20什年 上，以透過供應鏈夥伴關係共創競爭優勢為主題發表

2月結業。 講話。 學員來自眾多行業，如銀行和金融、房地產開發、製

造、零售、物流 、 文娛和慈善以及公共事業 ， 他們都

具備資深經驗，並由公司提名參加本課程。

商學院還開授管理、營銷、金融、談判和財富管理方

面的公開招生課程。

2011 年課程的詳細資料可瀏覽www.bm . us t. hk/

Exe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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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電話的監管
香港政府有意對不講自來的促銷電話設置更多障礙，從而加緊對直接促銷的監管，這項措施一但實

行，可能會扼殺直接促銷行業。 資訊 、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的許佳龍教授認為，透過較溫和的

措施，同樣可以達到阻止不速電話或電子郵件的目的。

2010年 10月 18 日 ， 政府建議，依據 《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加強個人資料的私隱保護。其中一個重點

續域是直接但銷。政府建議， “如果資料使用者不遵

照規定 ， 並隨後將個人資料做直接促銷用途，就訂為

犯法"。這意味著，直接促銷商或任何收集個人資料

並將之轉移給直接促銷商的資料使用者，都必須在招

棟消費者前徵求消費者的同意。

如果這一建議得到採納，會在目前條例的基礎上更進

一步，控制更累。政府一直在用拒收訊息 (DNC) 登

記冊監管用預錄電話招保客戶的促銷方式，但這種做

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這是因為香港的大多數電

話促銷商都用人力打電話接觸消費者。關於徵得消

費者明確同意的建議要求，將是電話促銷商的巨大障

碟，也可能有損這一行業乃至消費者的福利。

銷商不太可行。因此 ， 10月 18 日的建議所產生的效應

會顯著減少能接觸到直接促銷商的消費者人數。 實際

上，它可能會扼殺整個直接促銷行業。

即使是採用DNC登記冊都可能是有害的。在DNC登記

冊上登記的消費者，即使電話促銷商能接觸到他們 ，

多也不會購買但銷商晶，所以DNC登記本身不會顯著

影響電話促銷商的利潤。不過， DNC登記有一個微妙

的間接效應- DNC登記讓電話促銷商感到，其餘的消

費者(即沒有登記的消費者)很可能有興趣接到促銷電

話。因此，電話但銷商可能會假定，這些消費者產生

的 “收益"可能會較高 ， 更有可能給這些消費者打電

話。而招侏電話的增多可能促使這些原本感興趣的消

費者也到DNC上登記。在極端的情況下，市場可能會

退化.所有消費者都到DNC登記 ，電話但銷商沒有7

可供招練的消費者。其結果可能類似於10月 18 日的建

直接但銷商是因為有產品或服務要提供才招條消費 議書。

者，並且確有一些人是通過這些招揀電話購物的。比

如 ， 過去一兩年，我曾通過電話促銷員過 1 ， 500港元

的酒店餐飲套餐和一些保險產品。如果沒有人打電話 過濾來電者名單
給我，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產品的存在。 這些結果絕非實體經濟所願意看到 ， 因為直接但銷會

不再發生作用，而感興趣的消費者可能得不到其產

問題是直接促銷也引發7惱怒和不便。消費者接到自 晶。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嗎?

己可能不感興趣的電話和垃圾郵件。更糟的是，如果

消費者在海外旅行 ，就可能要繳交漫遊費。直接促銷

商在招棟消費者時 ，忽視了這類惱怒和不便 ， 用經濟

學術語來說，對他們施加7 “界外效應"。

平衡業界與消費者利益

存在界外效應時，直接促銷商發出的招侏訊息數量往

往會超出社會的意願。也許就因為這一點 ， 現在我們

似乎會收到過多的促銷電話和垃圾郵件。 10月 18 日

的建議和DNC登記冊均旨在通過減少直接促銷招練訊

息，來減少此種界外效應。不過，這些建議本身也存

在問題。

我建議放棄消費者同意書和DNC的做法 ，轉而採用

過)單的做法 。 如果消費者能確定招棟訊息的來電者身

份，就能有選擇地回應(即選擇不接聽銀行的電話，

但接聽酒店或餐廳的電話)。直接促銷商不會知道消費

者是否對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感興趣 ， 因此，不會對

消費者的 “盈利性"做出推斷 。 這可以抑制過濫的招

棟行為。

要推行這種過)撞機制 ， 可以建立一個「來電者名

單」。該名單存儲促銷商的電話號碼及其公司名稱/業

務性質。消費者可以定期下載和更新該名單，儲存在

其固定電話或手機的通訊錄。

JJ!M: 
消費者私隱與營銷回避 . 靜態模型

許佳龍教授

乍看起來，這種來電者名單似乎與DNC登記冊相似，

但內在的經濟原理是不同的。電話但銷商接觸消費者

不再受阻。另一邊廂，消費者能選擇想要接聽的電話

促銷商。其內在機制是過j慮 ，而非封堵。

最後， {盡管DNC登記冊對電話促銷是可行的，類似的

1巨收電郵" 登記冊幾乎註定是要失敗的，原因是它

只能成為海外垃圾郵件發崖人很好的電郵地址倉庫，

而海外垃圾郵件人發送人不受香港法律規管。要監管

垃圾郵件 ，類似來電者名單的“電郵促銷商名單"也

會發生作用。在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可以再進一步一

不採用分散的獨立名單，而是建立一個由政府運作的

中央名單 。

10月 18 日的建議書要求直接促銷商在發出招侏訊息前

需徵得消費者的同意。由於大多數直接促銷商沒有實

體店鋪，因此不得不依靠與消費者有直接接觸的業務

夥伴(銀行、零售店等) ，來徵得同意。在收集消費者

資料和同意時，要求這些夥伴列出所有相闋的直接但

II-Horn Hann，許佳龍， Sang并ong T. Lee, Ivan P.L. Png 

《管理科學)) 2008年6月第54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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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卓見
活躍於金融界的David Webb '為商學院舉辦的午餐

講座主講。他指出，香港的學術界人士能為香港的公

司管治改革討論作出貢獻。

案例寫作工作坊

採用案例教學，在商管教育中起良好效用。根據企業 坊中與來自香港、中國內地、新加坡、韓國和泰國的

案例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項調查和實證研究 ， 在MBA 60多位學界人士分享了自己的專長。她談及的主題包

David Webb曾任投資銀行家，多年來致力推動改善 課程中運用案例對教學評估產生了正面影響，教師和 括探訪技巧、如何定立案例景況、版權、企業案例研

香港的公司管洽。 MBA學生對亞洲優質案例的需求大增。 究的新趨勢以及如何編制有效的教案。

在講座上，他談到學界可以充分利用其獨立身分，向 為幫助教授們發展案例寫作技能，企業案例研究中心 早於2010年 1 月，企業案例研究中心己舉辦了案例教

公司、政界和媒體表達意見。他們也可運用自己的專 於9月舉辦7為期一天半的工作坊，由獲獎的案例作 學工作坊 ， 吸引 7亞太區16所院校的50多名教育工作

長和研究發現 ， 對政策制定過程發揮影響。 家維珍尼亞大學Darden商學院的Gerry Yemen女士主 者參加。這兩汶案例工作坊加強了香港科大與亞太區

持。 商學院的合作。

David Web的網站Webb-site . com載有大量的公司資

訊，他歡迎學術界人士在進行研究時充分利用。 Yemen女士撰寫 7300多個案例，她在案例寫作工作

亮相上海世博

來自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的徐岩教授出席 線電射頻識別的應用和公開金論基礎建設。

7香港智慧城市+論壇，就網上交易可信賴身份這一

主題與專家討論小組交流意見。 徐教授指出，各國政府有需要就身份驗誼、定義和互

操作性等議題，訂立國際標準和界定政府的角色，這

該論壇是上海世博會香港周期間舉行的主要活動之 樣做可有助建立一個全球化的可信賴身份系統。

一，香港和內地的業界先驅與專家聚首一堂，討論無

資深教學院士 開學迎新
嶄新技Vfq 、日漸提升的卓越標準以及 在新的崗位上 ， 她將領導教學和課程開

20 1 2年推行四年制本科課程 ， 多項因 發，設立教學創新項目，輔導新教員和 20 1 0-11 學年伊始，校內同事新舊軍 商學院願景和使命的全面介紹 ， 並瞭解

素使大學教學成為一項不斷變化而充滿 其他教師，並為本院的學習卓越作出貢 首，準備迎接忙碌的工作，當中有不少 了就業發展機會、研究支援和教學事項

挑戰的任務。為此，本院特委任雪麗教 獻。 新的面孔 ， 也有剛獲晉升的教授。 等方面的情況。

授擔任院內首位資深教學

院士 ， 發揮領導和指導作

用。

雪麗教授曾任本科、碩

士、博士和行政人員等

各個課程的導師 ， 並於

2007/2008榮膺香港科大

Frank l in教學獎。她還密

切參與各項教學新措施，

並於近期被委任果效為本

教學模式特別工作小組的

主席。

為歡迎 17名新任教授，商學院舉辦了 陳家樂教授、李軍濤教授和雪麗教授分

迎新活動。當天 ， 新同事聽取了院長對 享了他們對商學院學術生活的個人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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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委任

最新聘任
副教授

市場學系

助理教授

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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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經濟學教授，獲委任為經濟學

系系主任。

石豁達，市場學講座教授，獲委任為市

場學系系主任。

Sudipto Dasgupta '財務學講座教
授 ， 獲委任為博士課程主任。

劉夢琳，管理學助理教授，獲委任為環

球商業管理課程主任。

虛曼清獲委任為傳訊及對外事務主管。

Ralf van der Lans '蒂爾堡大學博
士。研究領域:貝氏數據分析、眼運

動、病毒行銷、空間模型、視覺行銷、

網上行錯，。

李瑤，西安大略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

國際貿易、國際宏觀經濟學。

連淵撮，史丹福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微觀經濟學理論、應用微觀經濟學、 賀

驗經濟學、市場設計、金融經濟學。

陸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博士。研

究領域﹒計量經濟學理論、應用計量經

濟學。

盧揚，波士頓大學博士。研究領域.宏

觀經濟和金融學資訊及學習、賀龍宏觀

經濟學和金融、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

吳種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創新興企業家精神-科技型創業企

業的成長與融資挑戰。

趙小健，量海姆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量在任副教授

契約理論、經濟及資訊、心理學及經 財務學系
濟。

財務學系

陳瓶正是，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博士。研

究領域會計資訊和股票定價、金融市

場和機構。

劉學文 ，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博士。研究 管理學系

領域:公司財務、銀行遑論、金融機

構。

Kasper Meisner Nielsen ' 哥本哈根
I tv • | 大學博士。研究領域:應用微觀計量經

濟學、公司管治、創業融資與私募股

權投資、家族及私人控股公司、家庭融

資。

資訊、商業統計和營運管理學系

Javad Nasiry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博
士。研究領域 營收管理與行為考慮、

行為運作、供應鏈管理、醫療管理。

徐紅，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博士。

研究領域:資訊系統經濟學、網上聲

譽、社交網絡、審計 、 機制設計、博非

理論。__ """1:'"." 

量最任教授

管理學系

A Ii 8eba '塔爾薩大學博士。 Beba教

授是決茲耶因大學企業中心學術主任。

他曾在土耳其、歐洲和美國的業界、政\,. 府和學界效力，並己出版六本企業家指南書籍。

王石，中國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

教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商界領袖，曾擠

身 《財富》 雜誌(中文版)“中國最具影

#，且11 響力的25位商界領袖"排行榜。他成功
" .二J 完成了攀登t大洲最高峰的偉大壯舉。

市場學系

a』

、 12，

客座助理教授

經濟學系

一一一一

客座學者

管理學系

李嘉倫，紐卡斯爾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研究領域:領導能力、變更管理和知識

管理。

l 趙越，阿爾伯達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電子商務、網上客戶行為、技帝ftf採納、

商業智慧、行銷智慧/客戶闢係管理、

數據模型 、 數據探勘。

林祐永 ， 巨茲堡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微觀經濟學理論、博葬理論、 貴驗經濟

學、工業組織。

屁幫韓聶葫酬…學工理
博士。研究領域:戰略型創業研究、組

，，~ 織適應和國際管理。

晉升

教授

管理學系

FE草草德克薩
研究領域 闢係人口學、管理認知和情

緒 、 僱用外部化。

ï I:I!L: 

副教授

會計學系

許繼偉，俄勒岡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

自願披露、行政人員薪酬及契約、財務
報告、收益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