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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商學院品牌
多年來，科大商學院的優質教學及研究項目在圖際學 舉行的顧問委員會會嘴上，有委員提蠟將「世界銀水

術界辜負盛名﹒我們正致力將商學膜的名聲塑造成晶 平」放在 m洲領導者」之前。

牌並加以推廣，幢本地以至國際社群更7解科大商學

院的獨特優勢。 晶牌核心本質反映:fl們的地理焦點，以及:fl們於保持

世界一流研究及教學質量E方面的努力。

2011年初邀請7學院內外持分者參與一項品牌探索活

動，其後商學院行政委員會決定探用 m洲領導者， 為了鞏固晶牌核心本質， 或們訂立了一套核心價值，

世界級水平」作為晶牌的核心本質。在20竹年12月 包括世界銀水平、進取精神、積極影響商界及社會，

以及闢懷人民、發們的工作、星星們凰囂的社群以及全

世界。

踏入2012年，商學院將先與教單單員及學生詳細討翰

「晶牌藍圖」中各個個節，再向大1/1.宣傳推廣，尤其

是向廣屆本科生新生，為今年9月推行四年制本科學

位課程作好車備﹒

經濟博客

發
挑
期
及
定
更引

呵
呵

公
重岫

抽
做
個

時
酌

嘲
隔

一
取
斟
酌

更
哺

7
J
4
，
必

闢
輩

學
文
商
論
大
評
。

科
表
戰

謝丹陽教授在去年5月 2重要任為瑞安經宮中心主任，

他表示一直尋求方法改善香港與內地中文liI者之間的

交流﹒謝教授近期也曾在《信報》就城市居住、中團

出口市場面對的挑戰等問題撰文﹒

商學院的瑞安經宮中心、更在網上設立博害，分享其對

中團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同時亦設立7微博，討論

古今大事、地理政治問題，並以鞋，壓手法，漫談企業

發展、教育及創新技街上的趣事。

歡迎瀏覽有國博客http ﹒ IIblog .si na. com. cnl 

u/2191450915 ' 以及新浪徵博hltp:llweibo.coml

u/2191450915 0 

科大畢業生在會計專業試中

大放光芒
多位商學院畢業生在香港會計師公會的

專業考試中名列前茅﹒

2010年12月份考試，三位本校畢業生

在1 ， 185名及格考生中取得卓越成績

2008年會計學系畢業生清潔如奪得金

獎I Li FookShu紀念獎; 2010年會計及

財路軍系畢業生彭家盈及會計學系畢業

生吳靜雯，分別在公司財都及營運保證

考卷中考.第一名成績﹒

6月份考試約有950名學生及格，其中

四位本校畢業生更取得非常優異成績

2010年會計及財1醫學系畢業生獨皓明

奪得金獎 I Li Fook Shu紀念槳; 2010 

年會計學系畢業生海佩筠奪ICAEWI

Simon Morris紀念摸; 2009年會計學京 都喜以上各位校友，努力耕耘，終見碩

轟業生舉錫鍵及2010年會計學系畢業 果累累。

生李海嘉且.~分別在營運保證及現務考卷

中名列首位。

Annual Awarl ion Dinner 2011 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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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生獲頒獎學金
管理學系向三位傑出學生頌發獎學盒，

以表揚其優異成績。

任為「管理學系學生大使J '擔任學生

與教授之間的橋蝶，拓展學習社群。

三位獎學金得主主修管理學，每人可.

港幣3，000元 a 學系同時支援他們學術

以外的專業發展，如個人培訓、與高級

行政人員會面交流等。得獎學生更獲委

我們在此都賀創刊-12年度三位吳學金

得主: Pra!eek Agarwal 、周易謙及黃

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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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商業管理學生主辦國際論壇
科大商學院首個由本科生親自書，備的大型國際論壇，

吸引了多位本地商界領袖，以及來自 17個國家的學生

代表參加，討論新興市場帶來的商機及挑戰。

這汶鳳期4天的論壇在去年9月舉行，由環球商業管理

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學生，辦，並得到商學臨的大力支

持﹒論壇是科大20周年校慶活動之一，同時也是環球

商業管理課程成立10周年的廈說活動。

閉幕典禮邀請7百事可樂公司直太區總栽Umran

Beba 女士及灌鹽集團環球銀行E太區業都及營運組

監方曉明女士扇主題演講嘉賓。出席論壇包括50多位

校友、 100名在實學生、科大商學院代表，以及各國

與會學生代表。

論壇設有連串研討會及工作坊，由科大教授及資深商

界人士主持，主題環繞可持續發展、人民幣離岸市

場、領導才能、創業精

神等﹒而閉幕典禮則邀

請了利畫集團執行副主

席)Jl團鑰博士作演講嘉

賓，灑博士提醒年輕商

界領袖在金融海唷後的

新年代應好好裝備自

己，抓緊中國及新興市

場的商機﹒

創新方案盡在花旗案例分析比賽
20支來自 11個團家及地區的精英大學隊伍 a 參加拉Ii!l

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為全球其中一個最繁忙的貨

植面頭營運商制訂長遠的增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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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須於限定的26小時肉，提出可行商業方

案，以解決香港國際貨櫃窩頭在世界各地經營港口

及樹流業都所遇到的難題。最後由奉圖 Thammasal

Unive悶ity隊伍舅奪冠軍﹒

這次比賽還有來自美圖、中圓、加拿大、香港、日

本、韓團、新加坡、紐西蘭、菲律賓及芬蘭的隊伍參

加，

每年 度的案例分析比賽由花Ii!l集團贊助及舉辦，並

由科大商學院合辦。

科大商學院院長都團漢教授表示，這個活動能護學生

發揮無限創意，從中獲益良多﹒科大與花Ii!l集團自

2003年首次舉辦比賽開始便合作無間。

深圳簽訂MBA合作計劃

科大商學院與:u;京大學區鹽商學院將於2012年9月在 課程為兩年兼讀制，將由商量巨大學的教授在新落成

深圳合作開辦MBA課程。 的香港科大深圳產學研大樓以英語授課。學生完成

課程後可獲科大頌授MBA學位，並可獲北京大學頌

發鐘書。

協自草簽訂儲式去年11月在深圳舉行，科大副校長(大

學拓展)翁以登博士、北京大學副校長海回教授，以

及兩校領導眉代表均有出席。

翁以登博士歡迎這項新合作計劃，他說 「兩家商

學院擁有共同理念，致力為中國、甚至全世界培育

商界領袖，現在齊心協力集兩校之優勢，合辦更高

質素的MBA課程，以迎合世界級工商管理教育與日

偎增的需求，尤其在華南地區。 j

科大商學院院長鄭圖漢教授過揖主辦單位不遺餘力:

「論壇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未來商界領袖提供理想平

台，討論時下環球商業問題 a 並連他們向多位商界翹

楚學習交流，在此我要恭喜環球商業管理課程學生及

課程主任劉夢講教授'.辦了如此成功及有意麓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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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課程不斷求進

科大商學院博士課程以優越見稱，國際排名不斷糧

升，去年於英國《金融時報》排名榜名列第19位。未

來商學院將繼續加入更多新的元素，支援學生的全面

發展。

今年9月，商學院將推出一個合僻的PhD課程，學生

完成兩年哲學碩士課程後，將升讀三年制博士課程。

優秀學生更可獲嘉許狀及獎學金。三位博士新生獲得

20竹.12年度「香港博士研究生吳學金計劃J '他們

於在學期間每月可獲港幣20，000元獎學金，另有參加
研討會的額外交通津貼。

此外，四位表現出色的學生獲頌發2011-12年度臨畏

博士研究生獎學金及院長博士研究生卓越研究獎學

金，在本學年每月可領取一筆獎學金。

此外，商學院教授亦難心參與招收更多有潛質的學

生。資訊系統學系的張嘴泉教授擔任研究生課程統

簣，於10月時隨研究資助局到訪德國，推廣「香港博

士研究生獎學金計劃J '從而向海外優秀學生介紹香

港的博士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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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踏入五周年

入讀人數不斷攀升
科大紐大環球金融理學碩士課程入讀

人數突破新高， 2012年的五周年慶祝

活動亦寓借得如火如荼。

至於2011年度學生，他們遞過小組簡

報展示研究數攝及分析，為12個月的

勤奮學習畫上圓滿句缸。

的49位來自E洲、歐洲、北美洲及非

洲 14個國家的資深行政人員報讀了

2012年度課程，他們在金融、銀行、

保險、會計等專業界別擔任副總裁、財

~總監等要職。

在廈說晚宴上，兩間商學院代表包括科

大商學院院長鄭國漢教授及紐約大學

Stern商學院副院長{工商管理碩士及行

政人員課程) Thomas Pugel教授分別致
辭。

環球EMBA學生雲集交流
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夥伴大學的學生在12 WHU大學(德國)及凱洛格科大(香港)的

月罩，且香港，加深認當內地營商及管理技巧 170位學生，參加n暑期一星期的寄宿學習計

並蹟間環球人際網絡。 劃。

來自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芝加哥及

邁E密)、凱洛格 Recanati大學(以色列)、

凱洛格-Schulich大學(加拿大)、凱洛格一

創新科技論壇

科大商學院行政人員課程與《信報月刊》合辦

的「創新科技論壇J '邀請7多位知名講者坐

障。

論壇在9月舉行，吸引 7百多位資訊科技及創

新技備界人士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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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三個科大選修課程，包括范凱霖教

授的「中國及亞洲商業戰略」、石豁達教授

的「消費者行為」及Ron McEachern教授的

「如何在中

國建立強大

晶牌」。他

們亦參加 7
不同社交活

動 a 跟來自

世界各地的

行政人員同

學聯誼交

流。

多位請者來自政界、商界、學俯界及政府部

門 a 包括香港科技大學j1J校校長吳家瑋教授、

匯貴智庫理事會主席葉劉海做女士、香港理工

大學常都及學都副校長陳正嬴教授、科大商學

院副院長徐岩教授， j1J新科技害政策及發展助

理署長黃何詠詩女士、立法會員盟員譚偉豪先

生、華大基因香港研讀中心執

行組監王立志先生、美國矽谷

創新學臨主席和創始人Howard

Lieberman先生等﹒

管理人員
學習嶄新知識

中信奉富集團40多位高層

管理人員參加7特別設計的

「中信寒窗集團領導讀展課

程J '加強決策、領導、創

新發展、推行策略等方面的

技巧。

中信奉富集團董事總經理張

極井先生表示，公司致力冒畫

展人力資源，希望通過這課

程與科大開展長適合作固保﹒

他說 r這個課程給予我們的高層管理職員一次非常寶貴的學習機

會。科大的教授不但擁有重富學術知識和實際經驗，完善的學習環

境更能lÑ讀學生。」

這課程是商學院其中一個行政人員課程，其他課程包括特別設計及

公開進修課程，續本地商界領抽及行政人員學習攝新的管理知諧和

技巧。

商學院近期開辦的新課程「家族企業傳承及財富管理J '由金樂琦

教授及示遺教授主講，除了涵蓋經當華人家族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和

復種情況，學生更可認單單基本財富管理概念。

2012年，學院將開辦更多公開課程，包括領導才能、談判技巧、

財富管理、創新發康等範疇，也有為非財濟管理人員而殼的財5管

理課程。課程資料及最新消息可瀏覽我們的網址www.bm.ust. hkl

Exe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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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15班開課7
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最新KH15班的學生來自21

個國家及地區，有學生更由矗馬尼直、俄羅賄及士

耳其遠道而來。

獲英國《金祖時報》評選為世界第一的凱洛格科

大EMBA課程(參閱第1頁) .於1月 29日開課，共有

52位學生修讀﹒

課程不斷創新，配合新科技提升學習效能。新班每

位學生都有一部iPad平板電腦，可供使用全新的凱

洛格科大應用程式 (KH app) 及課堂資料，

院校亦設立7職業輔導服，事 a 協助學生在專業路途上

更上一層樓。畢業生完成課程後三年的薪酬發展非常

理想，是其中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能連續三年穗

坐《金融時報》課程百強棲榜首的原因之一。

學生多元化與鹽盲工作經驗這方面亦得到《金融時

報》的嘉許 a 今年學生工作的機構遍布世界各地，平

均擁有13年工作經駿﹒有學生甚至在迴末時乘飛機來

港上課，包括兩位莫撕科學生、一位矗馬尼E學生，

以及一位E塞拜疆學生。

科大EMBA校友會成立
科大EMBA中英雙語課程畢業生攝

手成立了科大EMBA校友會，並於

去年秋天車行7成立典禮及晚宴。

科大EMBA中英雙語課程於2002年

創辦，至今已有八屆畢業生，學生

人數超過350人﹒

科大EMBA;校友會在去年10月成立，竹月在海南島三 設有慶祝晚宴讓150多位校友及學生參加，此外，還

亞市首次舉行憲會，除安排7一場高爾夫球賽外，亦 有科大EMBA行者個樂部主辦的步行活動﹒

12月亦舉行7另一次校友聯誼活動，百事食品(中團)

公司營運副總裁兼科大EMBA 2009年畢業生史岳臣

邀請7多位校友及學生參觀百事食晶公司，同屆畢業

生過志強亦邀請校友參觀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過

志強現於東方領航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任職董事兼副組

截。

成立科大EMBA校友會目的是希望能夠鞏固校友網

絡 .111畢業生與學校保持廳密聯擊。

科大EMBA學生體會史丹福大學創新思維
的35位科大EMBA中英雙語課程學生及畢業生參加了 建立生態系統，以至發展創新技備等範簣，了解網絡

去年10月在美團史丹福大學舉行為期三天的工作坊， 圖像如何影響小型新公司以至大型國際企業。

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及研究員向他們展示7通訊科技的

最佳頂用方式，並分享宙中真知灼見，對日後鉗新技 這次學習之旅集合理論真實際體獸，讀參加者有機會

術發展有著定的影響力。 見撞車世界流的創新技術應用。

期間亦參租了三家世界知名的矽谷公司 Google 、蘋

果及思科 a 體驗他們獨特的工作環境及公司文化，從

互聯網對香港經濟

影響討論會

科大商學院與Google5l洲公司、波士頓顧問集團

(BCG)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合辦7一場圓桌討論

會，討論題目為「互聯網對香港現時及將來經濟有何

影響 ?J

在討論會上. BCG的報告指出互聯網每年為香港經濟

帶來港幣960億元收益 a 佔本地生產總值5.9% ﹒ BCG

亦發現約半數香港中小企業沒有設置鋼頁，政府及業

界在這方面必須努力，加強香港作為地區資訊樞紐的

地位。

討論會上除了詳細至于析這些數字及BCG其他報告內容

背後的意麓，同時亦邀請7多位商界、政府、傳媒及

學術界人士發表演說，包括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徐岩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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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股票回報能否預測

中國內地股市自廿多年前開始運作後，發展速度異常驚人，投資者當然希望能按常理預測那些股票

最值得買入，但目前卻有證據顯示，內地股票未必如其他國家所見模式般升跌，那麼投資者該如何

決定買賣?

科大財聲學系主任兼商學院副院長陳家樂教授、福 最重要的是 a 股價走勢的預測能力並不如其他國家般 位數) ，對於小型

特漢姆大學Nusre! Cakici教授和曼克頓大學Kudre! 強，與其他研究有闡股價是勢在內地股市重要性較低 公司股票並不適

Topyan教授從1994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間，綜合觀 的發現吻合。 用。

察及研究710個股票回報預測圖章，主要集中只供內

地市民貴賓的人民幣股~--A肢。 A廠通常在上海及 三位學者表示 r股價是勢涉及資產回報與近期業績 那廈內地股票有

深圳股票交易所買賣 a 兩個交易所合共擁有超過4萬 發展，意昧著賺錢股票將會組鑽賺錢，輪車則繼續輸 何正面優勢?最

億美元資本頓，世界排名第三位，僅次於紐約這歐證 下去。」 可靠的預測要看

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OMX集團。 三個「低廉」比

「一些採用數個變量的外國股市研究顯示，股價是勢 率:脹面值與市

三位學者發現肉地股票大部分變壘，如股價、反應風 也可作為可靠根擂，為投資者賺取明確固報。以美國 值比率、現金流

酸、短期逆轉、服面值與市值比率、現金流量與價格 股市為例，在一堆巴篩選的股票中，如投資者買入過 量與價格比率、 陳哀樂教授

此率、以及每股岐益與股價此率，都與其他國家一樣 去半年表現最好的股票，並把同期表現最差的賣掉， 每股收益與股價此率。尤其是前二者向來能夠預測廠

提供讀定的預測能力，但部分結果卻未能提供預期的 在接著6個月每月均有1%回報。許多學者在不同時期 債，即使轉用其他分析模型。

預測能力。 不同國家的股市中亦驗撞了這個結果﹒ J

三位學者tI.結 r基金經理或個別投資者參與內地股

市場資本值大小是有效的預測因章，尤其是在肉地交 但這個現象似乎未見於內地股市﹒三位學者利用多重 布買賣時廣尤其注意這些『低廉』變量﹒」

易所上市的小型公司或大小型合併公司，但不適用於

大型公司。企業股票貝塔並不重要﹒在市場資本值旻

撞的某些情混下，以股票固報標準差計算的tI.價格波

動則有明顯影響﹒

遍減再深入探究股價是勢問題，發現股價是勢只有在

其他預測因童受撞的情況下才會按預期表現，例如

公司規模、服面值與市值比率、現金流量與價格比率

等 a 而且只適用於大型公司股票(大於市場資本值中

lNiI: Cr回昏倒ctional stock Ratum Prediclability in China (肉地毆11回報預測因.典型實例}

福特漢姆大學Nusre! CB帽d ﹒香港科大商，民陳竅，體及量克，大學Kudre! Topyan 

姐..文.縛香港財值分析師~*及財團，分析師筒* (CFA I間做且8) illlt20竹竿香港亞洲資本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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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校友社群正式成立
科大商學院首次舉行校友晚宴，慶祝大學創立20周 晚宴在去年12月祖假香港賽馬會跑馬地會所舉行，的

年，並同時成立商學院校友社群，聆聽商學院畢業的 有240位嘉賓出席，包括200多位商學院校友及教職

優秀專才，希望藉此加強學院對社會的影響力。 員。

科大商學院院長鄭國漢教授歡迎多位來賀，包括科大

校長陳軍昌教授、前商學院院長陳家鹽教授(現任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都及庫務局局長)、以及創棋

院長陳玉樹教授(現任嶺南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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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教授又表示 r大量E畢業後努力最展事業，能夠形

成一種激軍力，更緊密珊.越來越多的畢業生，並對

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造就是我的願望﹒」

論壇妙語連珠創業家熱烈參與
第二屆科大工商管理碩士企業家會通邀請7兩位著 繁先生及Sun博士在演講中連續卻出茅廬的制業家

名商家一傳媒大亨擊智英先生及科技公司創辦人 「 切從簡J .高科技界則可集中創造及保存知識產

Edmund Sun博士大談營商之道，妙論橫生﹒當日 權，

更首次舉行7香港科技大學創業計劃此賽。

香港科技大學創業計劃此賽

是全新的創業意念，五位參

賽創業家須在裁判團面前事

取機會續集100萬美元資金。

細看港元聯繫匯率
經濟學系在11月舉行的學街論壇上，談及』噩噩早解除

港元與美元聊，區匯率。

論壇由生命科學部張東才教授主持，經濟學系系主任

胃鼎喝教授及黎麟祥教授討論港元應否與人民幣掛

鈞。

根擾他們的論點，與美元脫鉤並非「萬廳里讀J .但

可以增加香港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彈性。若在目前港

元幣值敏認為低估時解除聯聾匯率會較好;如果於市

場認為港元幣值被高估時才實行貶值，失控風險將會

很大﹒

優秀畢業生無疑能夠積極改變社會，正如科大校長

陳黛昌教授所說 r商學院成就非凡，畢業生優越

出累，作為你們的校長，發感到無比欣擻，因為學

院與畢業生在未來將共同創造輝煌的成就﹒你們是

香港的屬傲、亞洲的光榮。」

學者分享
真知灼見
科大商學院在去年12月單行了連串學術活動，財貓、

會計及經濟學系都分別舉行研討會，吸引 7世界各地

多數著名商學院學者，前來至于事研究結果及台析業界

新趨勢。

第九屆財Z醫學系公司財路研討會肉容主要圍繞企業管

論壇由科大MBA校友會、創 理、肉都資本市場、資本架構 a 以及最迫切的金融危

業中心、 MBAt1J業學會及商 被問題。

學院合辦 a 為科大校友、學

生及附屬團體提供平台作定

期數會及意見交流。

經濟學系研討會名為「科大會誼之資訊傳播及市場通

道:農業最展新方向 J .探討如何以經濟有效方法把

農產晶運往市場等相間重要當題。

至於會計學系學術研討會則匯報7產晶市場情償兢

寧、業績公怖、環球股市攝制等範疇的最新研究。

三個研討會的請者及參加者均來自多家著名單府及磁

構，包括哈佛大學、劍橋大學、世界銀行、康奈爾大

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新加坡固立大學、南

洋理工大學、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印度統計學研究

所、莫組什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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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洞悉求職成敗因豪
管理學系朱靜教授樂撞圖際學備研究獎項，她的得真

論文探討失業人士求職過程中每天的這康、情錯租信

念變化，如何影響第二天的找主作成果﹒

朱靜教授與Connie R Wanberg教授及Edwin AJ Van 

Hooft教授合著論文“The job-search grind: Perceived 

行政委任

..'管理學景教授，漫畫員任~商學教

責中心主任。

J......nvan d﹒nB﹒嗯'!I費任為企業
東例研究中心中心值理，

筒，壘，昏，連委任為科大一紐大環球金融
理學碩士課程主曹。

8.. ，護委任為科大EMBA中英雙悟

課程主'。

progress, self reacti。悶， and self-regulation of search 

effort" ( <求職苦旅-求職努力的感知進展、自我反

應和自我調節) ) ，獲著名單界及商界專業組鐵「管理

學會(人力資源組) J 頌發20竹年學備成就獎。

朱教授與兩位研究夥伴在論文中，對一般人從宏祖角

度看的失業問題提出獨到見解。他們用三星期時間跟

這233位失業人士，每回記錄他們的精神狀態、自我

評估司是職進度及過程中付出的努力﹒當中遍加入7求

職對每個人的重要性這一因素，因為有些人經濟較困

難或從工作中獲得較大的認同感。此外，能否調整情

緒以達成目標，這個國章也有影響，尤其是經歷失意

一天後。

研究結果中亦有提供建髓，協助求職者盡力爭取成

功。

最新聘任

.11 
經濟學系

助理傲慢

管理學系

聽任教授

市場學豪

黨佳111.擾

朴之*，史丹福大學博士。研究領域自

費廳、勞工、應用微觀經濟學、中國經

濟﹒

組圖文，滑饋盧大學博士﹒研究領城自

組鐵行為。

鳴，聾，西站大學工商曹理碩士，量傳

媒集團行政tI載，曾任主頁，環中國及桂

格黨審E洲鍾翰，~洲消費晶及零售據

顧問公司Caimhill Consultants創辦人
之一﹒

圖文眩，適量監任為傳訊及對外事都主 資訊、商業統計及值連管理學系

B 

." ~圖~ iA..， 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研究領

圈
賣書，宜，連委任為工商管理碩士陳程學

生發展主..

增-針對網上用戶行為的人與電腦互

動、個人及公司對新科技的攘曼程度、
用戶私腰間圖。

商學院教授迎新會

去年9月有13位新教授加入商學臨 a 他們獲邀參加迎

新分辜會，認錯科大的教學及研究主作。

這13位新教授包括位副教授、九位助理教授、兩位

客座教授及一位客座副教授。

迎新活動包括多位教授主持的分辜會，例如李家海教

授帽談事業發展路途、陳家樂教授分車研究，心得、軍

區教授講解學院的教學支援，其他教授亦有至于享這些

方面的經驗和意見，協助新同事7解商學院的教學環

境及支援﹒

晉升

，麓，擒.擾

經濟學系

管理學系

可|
市場學系

已|
111.擾
管理學系

.1自克 a 哥信此巨大學博士﹒研究領

塌.宏觀經濟學、金錢與發履理，庸、人

才流失﹒

利廈，南加州大學博士﹒研究領塌回酸

判、個人及小組決策、跨文化管理、國

際人力資源，理、組.學習﹒

B區卓聶，肯塔基大學博士﹒研究領攝 E

lI'f略性市場管理、晶牌、國際市場推廣

及，商、食品興農業綜合企業推廣、應

用經濟學I計量經濟學﹒

何~亭，伊利諾大學香檳倉校博士。研

究領塌回公司，治、買車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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