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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社群 r aluminationJ 跨越國界
為團結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大商學院校友

而成立的校友社群 raluminationJ 已

從香港伸延至中國內地及新加坡。

r aluminationJ 去年 12月於香港誕

生，藉著鞏固校友的網絡聯鑿，致力為

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更多貢獻。今年3

月及4月，學院分別於北京、上海、深

圳及新加坡成功舉辦 raluminationJ 
校友聽會。

商學院院長鄭團漢教授指出，校友社群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除7可加強學

院與校友及中國內地之間的撞擊之外，

亦可團結校友。

鄭院長說 r WaluminationJl不僅讓

校友與舊同學、教授及學院重新建立連

鑿，我們希望它亦能團結校友，建立一

個商界領袖及專業人士網絡，為社會帶

來正面的影響。」

共有超過 550位校友、學生及職

員參加了過去數月在各地舉辦的

r aluminationJ 校友軍會。現時學院

作，900名校友之中，有約 1 ，400人居於

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

r aluminationJ 軍會之後，各地的校

友於他們所在的城市舉辦7 一連串活

動，包括定期歡樂時光景會、遠足及校

友合辜會等。

除7 ralumina甘onJ 外，學院亦致力透過

其他渠道及活動加強與校友的撞擊。我們

正籌備校友網站及資料庫，以及定期舉辦

庫議會及專題講座，讓校友軍首一堂，探

討不同專業議題。在未來，我們更會舉辦

家庭日及事業發展工作坊等活動。不同形

式的校友活動旨在為學院及校友建立長遠

的夥伴關悟，令彼此受惠，並為社會的福

祉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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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今年商學院邁進第21個年

頭。 21 葳在人類社會裡

是代表開始踏入成熟的階

段。在學院寫下這個重要

旦程碑的同時，我們亦撞

此機會認真思考未來的發

展方向。

隨著我們繼續提升學術和研究實力，以鞏固我們

在區內的積導地位，我們亦會積極發揮對本地

及全球教育的影響力。我們下一個發展階段將以

三個策略方向為重點:開創嶄新學習體驗，培育

未來具全球棍野及體驗的商業領柚和專才，迎接

瞬息萬變的商業世界之跳戰;開辦更多元化的課

程，拓展新的市場領域;開拓新的地區市場，在

國際教育領域拓展學術力量 。我們正按發展策略

方向富劃一連串新的課程。

在追求卓越的同時，我們衷心感謝各界人士對商

學院的支持，讓我們一起創造今日庸人的成績。

我們亦將竭盡所能為商學院大家庭內的每位成員

提供支援。

最近成立的商學院 raluminationJ 就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 raluminationJ 旨在撞擊商學院成

員，建立一個強大和團際化的商學院社群。敬請

留意日後公布的最新消息。

許 l到改
鄭國漢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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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教學獎
六位fl:撞撞科大藺草蹺，擾，展出擻'" ..費100貴的擻，許世中得到壘9

獎 (Franklin Prlze for Excellence in 85~ ﹒ 

Teaching) ，車撞他們卓越的教學輯
現. ~年本科組別的搏.書包括，計草草

的責且教暈、市唱，革的跑車碩歡讀

藺草蹺.年向撤軍車現值聾的擻，人且 軒，理，革的何今字數擾﹒ MBA盛傳

，擾，展出教學.壇，鐘.'繳費品須在薑 嗶祖祖別提由蠱，單單的.斬~歡讀

且，理，革的責值

國教擾，甚帽，鐘，

草草的轉站聿教費

則，且連MBAlMSc

遍.1單單組別.﹒

保出擻".團軍車

大提由，理學1\奪

得，今年壘，車，
罩，三次直禪適團

輯學﹒

大學嘉許長期服務教職員
香港科大饋贈置期庫8.乎在大學Jli8 11攘的商，曉成員包括臨巨蟬圖通教

撞20年的教職員』商，臨有-1::位教曬 鹽、 MBA棵種辦岳重的陳茜立士、會

且撞得適壇，置.. 計學盔的轉車時宜士、鐘潰，革的辛英

大軍車令20叩年成立長期!i8J喔，以嘉

許長時間竄，大學的撤職員，肯定他

們的11.11﹒今年3月 1 大學畢行妞.典

禮，向超過230位福大學風820年的撤

職員.敬﹒

行政委任

蘭小姐、財，草草的張jj!種立士、財，醫

學盔的觀圖強敵擾，以E宜訊、商業a

計E團軍軍車的伍世明教授﹒我們單此

矗闢E揖盟各位縛，實擻，且﹒

學術貢獻
對草書而盲目噩噩任成福頂裳，備期刊

的圖輯要且壘莫大的饋..亦壘對他們

的高水平研究工作予且實E ﹒最近，學

位商學廓宜訊、商業篩計E曹連曹理，

革的教撞撞著名學情期刊委任為攝輯要

員，其中-值更邁得最佳圓圓輛大農﹒

1II聿車數擾Ho <宜訊單位研究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 

ISR)) 期刊的回單輯 E 他早前宜得

20刊年 nSR最佳團組輯』大.﹒ ISR

."'.擻， E﹒褲"11

是英圖《金融時報>:!l.美國《商業周

刊》商學院#告所使用的商業，備期刊

之﹒

且坪.1[揖祥教擾!l.lIfP.教擾將繼

值祖頂尖，連曹理期刊 <W連研究

(Opo晒tions Research) )圖書，續任
圖爾輛三年﹒

頭鵬壘.fl:l!!1I要任草逼著名貴訊罩a期刊

《宜訊軍"研究》副組輯﹒

.少II1<II ...擻，

深切悼念校友楊嘉偉先生
或們懷著說繭的心情悼童車前與世壘

，胖的藺草~校友..11先生﹒

祖先生於1998年，車品，藺草醜扭宜

，理理，但碩士，單程..擻.w最早期

的畢量生立-﹒他畢嵐盟寓，組壘，租

車主持，遁的人，因此渾噩噩，翱尊

重﹒他生前鈕，金融111擻，理工作，

在噹跟車間暉818年..井車司國但現

E事實直冒理的亞太區風擒，理主....

揖先生，量的朋

友E同事，無不

置到他對工作的

融融所歐曹﹒

揖先生的車λ揖

他.1時齣200本

與金融祖圓的轉

'捐闡乎看港科張大，圖書筒，希望

﹒商畢臨其他厲風噩噩﹒

攝先生﹒生聶哥港!l.5l:太區的凰"量， 單臨值此對揖先生的軍λE朋友追上

噩噩團作出置擻，黨內~位著告車才 壘深切的，盟問﹒

均棍他lIi良師益友﹒

最新聘任
矗任團歡讀

簣，直且，理"j\祖塵fl:擅自噩噩任a

E區組圈，理研究中心主任﹒
揖植章..."單助理，酸鹽，簣，隨任指 闆醋，軍
..藺草研揖申心團主任﹒

e圈，區，嗜血大學I啥偉大學研告團團

宜，碩士(團體醋S) !l.J是圖去主教大

學宜，聶士{量抽置.)﹒曹伯樂教盟國

任直祖圖幢幢Il/.有間直司財團，使1I&!l.5l:

酬，且行研究揮軍隸主..

....置，學軍團，食鹽，噩噩住祖E

.商學研究中心主任﹒

Anirban liIIukhop﹒dhy.y' 市旬，陸軍

團，食鹽，噩噩任祖哲學博士f宮，聶士

國祖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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