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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主姐個月是學臨既單忙

又欣喜的日子﹒聽們有幸

能真業界費最新的都伴闢

儼，並且學雖多項活動，

與商界頭袖費事見解旦起

瞳﹒

第 6頁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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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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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劃肯定，亦確定7科大在全球商學
教育的智先地位﹒

費們先復學齡7 r企業傳承真可持續奮履研討

會J ])l r中國體學市，研討會J '祖學者、社黨

脅和it黨制定看策Il-室，研究商界和區肉值得

閉住的重要課團﹒此外，讀們在中圖五個城市

舉行7-~列的「中圖商業讀壇J 'l!i圍內校

友提棋史就平台﹒學臨亦邀請7世界撮企，陸續柚

Bu巾e叮行政aitAngela Arhend借出席輯塵，討

論如何與時並益和保持成功﹒

他衰示: r追不值，臣服韓們學生的質
量，同時對聽們教職員努力不懈的精

神和提棋世界鼠教育的魔力，予以肯

定﹒」

是改全球MBA雖名道躍2009年畢業生
在完成課程三年聾的事業費展情況﹒

他們三年聾的平均年薪為132，685美元
(約1 ，034，943港元) ，戰就續MBA前增
加153% ' 7T帽此事在全ÐJt100大MBA
排名榜中揖行第四位，

在2013年《金祖時報》工商管理碩士

聽程全球雖名榜中，香港科大MBA輯

程暈暈E洲第-])l世鼻第凡，連軍四年

..身全球+大﹒

器程在「揖供國際課程鱷驗」、「樹有
所值」、『研究」及學生的事業費最固
芳面均告列聶華﹒

暑理副院長{碩士輯程) &MBA課程，
備主任..祥教捏捏蟲課程成功的閻健

在掛秉持不斷改進的精神。

我們的高組管理人員聽程..於中圖內地和海外

擅展﹒允其是在韓國﹒當地市看對現們.哩的需

家越來越大﹒當繭，輯們亦忙齡為M臥課程.'J

佳績舉行車都活動﹒今年1月﹒課程建值四年鰻

聾《金區時報》全球揖名揖十夫﹒

ft.心慮甜同事辛勤工作，以及合作，事伴和捐數

人對學臨的鼎力支持﹒說鳳各位蛇年富足盟噩 l

屬國道

2013年3月

海 l詞;其

他說: ra們將..51撞i軒的肉響和學
冒腫臉，~學生們帶東先進的管理知值

和技能。」

|……| 電郵: bm r ust.hk 
(:~香港科大商學院，服植所有﹒ l 

課程不斷追求創新，短期新增項目但括
聞自時全面的積柚堵習11短期課程、開捕前

往斬興市揖避壘的攝會，以及推出特陸

的平報電圖應用程建﹒

蟬圖漢院長指出， MBA課程的卓越貴



研究中心獲慷慨捐助
商學臨兩所研究中心倉Sd.緝私人揖歉，支持它們進 「陳立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J R. r.信商 研中心﹒遍遍不同角度及磨面，對各類型的企業單

符包括針對亞洲企業等跨學科研究﹒拉近學者和業界 業蠹例研究中心j 均以贊助人的名字命名﹒ 例﹒進行研究及討論﹒眼取寶貴的鈕. • J 
主間對有關芳面的細讀差E ﹒

陳江和先生是新加坡盒，集團主席及陳江和基金會的 商學曉感謝兩位贊助人，讓我們能為區肉的企黨官

創辦人，倉庫信先生則是 Crown Worldwide Group 理知當作出更大的責風﹒

的創辦人民主席﹒

陳江和先生衰示: r陳江和基金會非常重棍教賣 .a

們希望中心、能夠提供一個更好的交流對話的平台﹒並

且對ñ+亞洲車旅企業自身鮮明的特色、管理的跳厲以

及全球化扭過等問題上﹒能夠有更深劍的理解﹒ J

倉庫信先生是科大棠，臨士及商學院顧問費員會的核

心小組成員﹒他表示: r我深信研究實際的企業東倒

是最有意麓的學習擴建立-，因此大力支持商業車制

不斷擴展的全球網絡 商學院第20屆學位
頒授典徨商學院正式成為 CEMS 全球管理教育聯盟在醫港當

個亦是唯一一個學衛界成員。CEMS 國際鋪錯自詢問

學街'a融、加學家跨國企司及四個非牟利攝構組成。

去年竹月，在 CEMS 的年度活動中，商學說與

CEMS 的代表黨看合作協話，並護正式確揖其會員資

格。

商學院院畏鄭圖進教授指出，與國際機

構建立11憊的合作關蟬，一直是商學院

的軍點發展黨峙，這汶結盟是學脫發展

策略的一都會。

他表示: r是次合作將可通過錯合香港

科大商學酷和CEMS最好的資頭，但措

雙方廣麓的銅鈴，發揖協同戴膺，為本

地的工商管理教育發展進入新力量。 j

商學院租 CEMS 合作的 f國際管理理學碩士課程J

將於今年教學開課。這一年制的課程將免去?利用其全

球網絡和資頭.J\學生提棋聾富的國際也蟻。

新一輪商學院研究精要

商學院的教授於每月-決的 f香港科大裔學院研究輯

要午餐講座J '與合撮人士~享他們對時下回注講厲

的研究成果以及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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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論研究結要午餐講座於今年1月庭闕，首場講座

吸引780多人參訕。鐘濟學系的音鼎喝教控和主鵬飛

教授擔任主講嘉賓，典與會者討論了全球和中國經濟

增長績單{請見第6頁演講摘要)。

2月的講座自費訊、簡單統計及當通管理學黨的張嘴

泉教授和許進錦教授主疇，與參加者分享他們對群攘

外包 (Crowdsourcing) 和社交黨體方面的具解;在3

月的講座上，會計學系的.臭教擾和克海峰教授嘗試

辨別倉析黨和企攤主事報中的其實和處積內容。

商學院副院長(研究及資海魏劃}險家霸權教鐘表示:

r ~香港科大商學脫研究精要講座系列』融我們的教
擾與大眾倉掌洞見，並與社區分軍研究成果。費們將

繼續翰色E~渠道進一步加強造方面的工作，最示商

學院教授鐘頭的研究成果﹒ j

在香港科接失學第20屆學位績獲典過上，多位商學院

成員護績獲續讀書，並共有 1 ，441名來自商學院的惡業

生擾頒學位鐘書。

管理學系刺，是教接護頒螢火學教學最高數譽的「報數

卓越教學服Z嘉獎章J '表續他一直以來對教賞及廠發

學生的熱論和貢獻﹒

計量財，醫學三年級學生曾嘉朗同學獵頭授 f蛋鑑泉車

組學生服路..J '以肯定他齡20們-12學年擔任學

生會主席胸悶協辦失學20過年校曬活動時所付出的第

tJ o 

商學院創院臨最及澳任讀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碰頭

費法學蟬.博士學位，以接揖他對教育的貢獻。海洋

合國及間挂名言控股有限i}司主席盧智文博士灑績獲Z

商管理學無聲博士學位。:lt京大學團家讀展研究院名

聲院長轉載夫教授則撞得社會科學鐘書博士學位。



新一屆領袖準備開課
凱洛梅一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第16班的學

生已經報到﹒他們從世界各地來港傳積《金融時報》

排名揖全球第-的EMBA!課程﹒

讓種今年摺駛來自五大洲21個國軍共40名學生，是第

-次有學生來自阿拉伯聯合茵憂國阿布j:L比、西班秀

的布爾文廟、講典的隆德和噹士的黨舉世﹒

廠發創新思維

學生東自+鑄個不同行棠，從金融服，賢和製造業到法

律和奢侈晶﹒他們指當不同的工作崗位﹒從-般，計

和黨時規劃到會計、市喝推廣及人力資濁。他們平均

據有彷年工作鱷艙，祖信定能在課堂中提出很~新見

解和資訊﹒

學員出席在1月舉行的迎新晚宴，為其首周的富農種獨

去年教學，香港科夫EMBA- 中簣，農語課程與IMD (洛 翹攝油位校友和學員前往坐落於美麗潤遁的瑞士洛蟲

.國際管理發展學臨)在瑞士合辦「續袖典tJ斬讓 國際管理蜜展學院，進行學習食渝。

程J 。

IMD 的Dominique Turpin校長和John Weeks教授與
科夫的校友和學員會事7他們對中國晶牌管理及建立

高備娘組鶴的經驗。

此外，課程亦邀請多位演講嘉覽就不同的課題合享其

知灼見。課題涵蓋融牌蕃衛世界、路廳廳登浦江詩丹

報，以及瑞士投資和11行業器的特色與費展。

而在以創斬為主題的報節中，聶東平教接向學員介紹

Nespre紛紛的成功數學。學員其後更..7~長發司的

生產線，並對其管理文化窗下深創印數。

開~.﹒科大商學脆脆長鄭圖讓教授為曉宴致歡迎

辭﹒其他出席嘉賓包括科大利凱洛鶴的教授﹒

在晚宴上﹒齡澳洲政府主作的Elizabeth Peak磕頭

r2013年非牟利組鐵續袖鍵J 0 這個獎項齡四年前飯

立﹒鳥來自非牟制組饋的獲樂學生濾兔高鐘25%的學

費﹒

週年慶典
香港科大EMBA校友會為，使視成立-過年，歸去年年

底瑰麗行盛大晚宴及多讀廈棍活動，讓校友軍首-堂，

並廈棍香港科大EMBA- 中英雙語單程和商學院取得

的成說﹒

在其京舉行的晚宴，有的的位來自中國肉站、台灣和

香港的校友參加。

此外，學院亦安據校友看輯部民航幹部管理學院和雷墓

地，讓他們了解業界發展過勢，以及企業所作出的貫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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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BERRY星級CEO分享真知灼見
著名晶牌Burberry的行1t..Angela Ahrendts去年

11月在科大MBACEO構座申輿Ron McEachem教費

對話，分草地的成功屬訣﹒

在Ahrendts:k士的饋，下， Burberry自2006年以來

lØt入和股價數增蚯三倍﹒ 2012年， Burberry齡Oracle/

Retail Week大廈中聾選為『年度最
佳圖陳零售商」﹒

潰請全喝滿坐 o Ahrendts女士向出

席的學生和校友表示，她的成功全

賴清楚了解體重鱷急和自己的畏處

所在﹒

地說: r行車人員所租的最大錯誤

是有時太注重外在，而忽略7他們

需要真正了解自己﹒如果你能夠龍

崗自己﹒你就可以把自己敵在正確

的位置，令自己每天都先痛難嶺和

能量﹒ J

開拓視野

印度考察團

最近，商學院為黨讀MBA學生學辦7當次讀訪中國以

外地區的考察活動一一為期六天的印度之錯。是次外

訪活動為計算學分課程，書區學生捶過活動了解新興布

糟的商業模式及黨時﹒

強烈的自讀蠹嘴對晶牌推廣亦不可或缺﹒在M間ndts

女士和她的詞作組監Christopher Bailey的蟹，下

Bu巾e即連續四年值Inte巾用nd列為全球，∞強品牌﹒

他說: ra們相信每個環球品牌都需要一個晶牌沙

皇.我們-早It決定﹒所有消費者會看見的，也讀有

自HKUST :MBA 

HKUST MBA CEO Talk: 

Global Leadership 
by Angela Ahrendts 
Ch,ef Executìve Officer, 8urberry 

企業及印度本地會司，但搔正積極拓展全球業發的

Ta泊 Consultlng Servlces (TC峙。西門子印度企司
行政總我Armin Bruck博士開學生講解其合司在印度

的發展情況和所面對的擴聽;至於印度最大銀行之一

Indusind的行政雛韓Romesh Sobti先盒，則倉拿了

他對業務獨廳的見解。錄疆的聽後-站，學生前往

Infosys位於班加最爾的線都， 4參加自覺司創辦人之-

統一的晶牌形車輛定位﹒ J

與會人士 l司Ahrendts女士提間有間她對中國市場的

看法﹒她說Burbe的不只撞車E洲顧客居佳的地方，

也同樣間注他們在何處購物﹒她請免說: r購買奢侈

品的厲害也許住在氣儂較溫暱的地芳，但他們會外

遊﹒ j

間峙，學生更與當地的MBA校友租企業賓客竅，是，加

強迫，區。

一行29名學生在管理學系兼任教授Mitya New帶領 馴sG叩alakrishnan先生主講的講座。

下攝違章員利班加軍筒，首當閉了八間真摸摸的跨國

..:;-

告別與迎新

就業活動

義牢牢底，逾防名全日制MBA學生昏昏刺7繁星屆斬加

坡位司拜訪活，胎。活勵目的是為7加強科般大學與當

地衛黨鵲橋的摺聘合作關韻，並創漂雙方的認攏。

是次活動以學生為主縛，並自MBA聽黨發展嘗嘗協動.

在兩天的行程中，學生參.120多問優秀企業。與此

另外， MBA融業發展都於泊12年10月舉辦7首次電

影活動。當戰播放的電影《商戰> .是講述-個美國

對沖基金組組到香港把-間本地企黨集團罪蟬的故

事。是決活動在5k抄咀一間鵬院舉行，吸引200多人

參細﹒活動完結前'.眾更與導演和監製交流7鍋攝

心得及其間通到的困難。

自表年下半年以來， rIl球金融理學E買主揖程j 單行 站，讓學生和合愚人士更方便地章取有間資料。 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其間獨鐘。

了一連串的活動。在告別第五屆畢業生之後，隨即歡

迎第六屆新生﹒雌外，跟種推出全新鋼頁潮流動續 進課程特別為銀行租金融鼻專業人士詭計，躍居心位 學生日常工作繁忙，並且東自不同地方﹒有見及

此，視程致力提升服都租支援、 1言使他們保持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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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來自 12個團竅，大都倉任職副鶴說、經理或錄

監，平均具備11.年的工

作經驗。

議程為期12個月，由十

個摸組組成。學員每月

一決來港上鏢，男外省

都旁觀堂齡組的和:Jt眾

進行。完成課程後，學

位自香港科錢大學和紐

1Dt!叫|鞠
一 身 子~ 濃。一個全新個結主頁己鱷敢動，

GloalR1ZZm 還提拔V 提俱看闢鏢堂經驗和學生活動的有
... 開~LS_.~q，團體，明用~珊__ ，EE:;Þ.U'

國-- 起讀餌，以及上，聽甚受歡迎的積草草

金融研討會系列短片。歡迎學生和

合眾人士登入以下鋼結瀏覽 : WWW.

glo胸悶悶n開m甜te民∞m o

NEWS & EVENTS 



與韓國企業及學府加強聯繫
轉圖鱷窩在過去.年增長迪撞，企業讀懂撞到其管理

人員領導和管理知融，旭東趟，企業因而過揮香港科

技大學的商銀管理人員課程﹒

過臺兩年，科大商學曉高級管理人員課程都貝多問韓

國企業租商學臨合作，值助他們培訓商會人員，捏升

對區蜻晨全球費最趟..的健揖﹒

早繭· 27位來自尊圖第三大企業SK集團的布，都高

11管理人員在科大參加了一個環球營銷管理課程﹒肉

禽涵董佇業費展趨..民研究，以及商業洽巖尊﹒學員

過參觀7現代貨箱喝頭﹒借鑒其他行業的起駿﹒

主年，高值管理人員躁程都與韓國財..續到師協會合

作﹒先後兩次為韓國工業銀行的佇政人員揖供培訓﹒

讀他們7解香港鍾行與金祖黨的最新費最﹒自2007年

以束，韓國高E大學商學臨的EMBA學生每年1月都

會來到科大商學院參加其國際交論自農程﹒此外﹒西江

大學的EMBA學生量紅也在商學廳舉行考察活動﹒當R

種酒葷的課..霆，包括中圖社會、政治及鱷潰的費

展以及中國營商模式等﹒

遁些合作項目均為科夫商，鵬將來與韓國企黨及組構

發展更密切的合作間蟬，奠定良好的基礎﹒

協助同事提升管理才能
拓展中國西部地區業務

過表十多年來，商學院一直為中國各地 輛新的講座悴，攝參觀多問香港電訊服

商，瞬間辦的高越管理人員說雇-直廣 取有周知當﹒該課程涵蓋-j\列坦導

旻好評﹒在為私曹和非牟利揖構與高官 力R管理課置，包插圖陣建設、洽撮

人員提缺蝠111以發展其棠.5>>'提到管理 接巧、管理決策和績，力宴歡﹒

知飽之外，商學院對協助大學同事費最

和揖7t皺眉但亦不過餘力﹒

今年，我們為大學的非教學高鐵車員靄

難1-個為期六夭共三個模境的「頭響

力與管理費展J 讓車 036名單員分別

來自25個不同都鬥和單位，他們在不

間續扇上揖徊不同角色..揮閻健佳作

用﹒

據種單間，需l孔曹萬農暈頭的工作，體驗

龔們為商會人員撞蝕的世界銀培訓 .jt

的電器*司提棋高鎮管理人員課程。現 務棋膳商，講學員交流經驗及7解黨內

在，課程拓展至中國西部，將普通知論 最新妞，學和發展。

帶到西議。

2012年· 24位面轉

移動高管人員參加了

商學院舉辦的管理單

程。除了有關決策及

公開課程
高級管理人員章良種鄧辦2013年開辦多

個短期合開宮里程，議，酷性的高級管理人

員學習前諧的管理知難，以配合其學業

發展的需求。

今年開辦的語種起揖:管理訣，趕制定與

頓導力 (3月 26-27 日 :&9月23-24 日) ; 

商業洽議 (6月 1 8-19日) ;企黨創新及成

畏 (6月20-.刮目) ;客戶黨時 (6月 26-27

自) ;財富與資產管理 (7月 5命目) ; 

適合非財路經理修謂的數略性財貓管

理 (9月 26-28 日) ;領導提革 (10月 7-8

日) ;及市場鎮事定位 (10月詔-23 日) D 

有圖讓種詳情及報告，請瀏驚:

www.bm.ust.hklexe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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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預測
經濟學家、投資者和希望計劃未來業發的人士總是想知道:經濟或股市的未來是勢將會如何?持續

增長、停滯還是衰退?這方面的專家為數不少。在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雷鼎鳴教授和主鵬飛教

授固歸根本從數據分析這個問題。他們在一月份舉行的「香港科大商學院研究精要」午餐講座上合

事研究成果(見第二頁)

中國的增長前.

過去20年，申團經濟快擅增長成就引起全球間建﹒現 雷教授指出釁動人口增長正夫幅下降，至2015年夏 雷教授估計，直至2042

在，每個人都想知道這備現是否會繼續下去﹒ 可能會出現人口亦字﹒因此，未來的增長有賴其他圓 年，個果生產力持，增長

車﹒ 的話，扭資回報率將窩邊

雷鼎明教捏一直研究椎動中國鱷濟增長的因章，他相 14% ;要是生產力停滯﹒

傭前景的熱壘，值觀的﹒ 幸運的壘，資本和生直力的熱令摳，前暈完滿希望﹒ 回報傘傲然會有4.6% ﹒

1980年代，資本對鈕，增長的貢獻遍50.1% ;從

增長的動力 -JJ動力、資本和生產力一個鋪在不同 2000年起，由齡生產力的握升，即使在岐益單獨規律 他輯: rB姐有跡a眉示

程度上推動鱷濟費晨，即使在最壇的情況下，中國的 下，資本對推動軍費增長的貢獻仍然高撞倒.3% ﹒ 中國的長期妞，增長將會 •• ... 

鈕，在未來30年的，不斷增長﹒ 持續﹒ J

雖然覺動力在1980年伶是主要的增長推動力，但目前

它的影響已讀至最低﹒在80年代那十年間，勢動人口

增長對全圖生產值值增長的置，自高鐘16.9% ﹒不過，

股市海源:何時採取行動

過去十年，生產力每年增長率平均為2.8% ﹒在明薑

資本折舊後，實際設資回報韋伯保持續定，倉!U毒 有助揖高生產力的因草包括蜻布化、教育設賞、研究

1994年撞到21% ﹒以及齡，2012年撞到18% ﹒ 和發展﹒但他義示圍內市場開曹後，貿易在未東可能

不會噩揮太大的作用﹒

2008年金祖危祖以後， .!~毆市泡源和決定是否攝取 後果是「塾，反饋循環」﹒企業單以撞得信賞，並需 主教費指出，傳統貨幣敵

對.行動成為由單討翰的..﹒王眉飛教費就跟布泡 要濁少投資﹒企司價值亦隨之前下降﹒ .並沒有針對資產價格.

辣的形成撞出一套理嶺，相信可握供一些指引﹒ 動作出固暉，這做法是錯

即使波有產生泡辣的合司亦會祖限制貨擻，薑值鐘， 誤的﹒他說: r在事情真

主教授蟬，泡諒是當借貸，帶容易峙，布過有信IC'的 也受影響﹒隨著盧布下跌﹒人們覺得自己，窮，歸是 的要失控之前攝取行動會

館果﹒ 讀少消費﹒祉而影響生塵和就業﹒ 此較好﹒ J

他說: r股價上升時﹒位司遁取信貨會變縛較為容

昌，所以資本成本會降低，合司可書，黨領外資金，從

而增加控資﹒投資增加將握升至2司.資塵的價值'.

明最初的，值觀信念是正確的.這些事情循環費生﹒毆

個因此-而再、再而三地推高﹒ J

他說: r持有毆軍人士風覺臨之前富裕7 ，便會增加

消費，對經濟帶來E面的影.'從而形成『正反饋循

環』﹒ J

然而，要是投資者對股市失去信IC\ ﹒泡凍僵會破囂，

6 

胡子:苗、軍及徐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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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撞出的結構性組清 軍•• 融擾

植型，可及早攝別泡線的

形成﹒當用擠過幸的泡捧上，王教授的縷型費現泡源

可以解釋大部倉股價變動 '40%的投資滾動﹒而25-

40%的畫出迪動﹒

他裊示，中央銀行可對祖行資本進行調控，以激少正

反饋循環的形成﹒在紐濟向好時讀少對估值過高的資

本貧載﹒而在鐘，衰遇時擻，區資本要求，畫畫勵借貸.

這樣可以攝少泡錄的形成﹒



中國家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意族企業在世界許多經濟體系均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 人，例如李錦記的李嘉民先生和連東控股集團的蔣儡

色，但它們並未成為學備研究的主要課題。為改變遣 培先生等﹒

個不平衛現囂，香港科大陳江利亞洲軍旅企業與創業

研究中心(下稱研究中心)最近舉辦7第三次研討會﹒ 研討會亦安排7兩代企業軍對話的環節﹒邀請來自相

區軍120多位車族企業創辦人、企業車租車者，討論 向家脹的兩代企業家從不同的角度卦析企業可持續費

中圖章巖企業的可持續費展。 展的問題和台享經擻，宙中有香港其±國際集團有限

擅次研討會自研究中心和世

界經濟論壇合辦，於去年竹

月在香港舉行。地點還在香

港最適合不過，因為本港踅

t成的上市公司拖車接所持

有。

讀者包括來自亞洲，特別是

大中華地區的軍按企業負責

累焦中國證券市場
今年1月，超過一百位金融學者、從業員和政軍制定

者參與由科大商學曉軍理投資研究中心主辦、科大商

學院財讀學系協辦的「中國誼華市場及估值會當」

討論有閩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囂塵﹒

會議討論的議題包括兩暮交易、股票估值、信息擅

知識共享

公司的周亦則博士及周蛙E先生，以及天士力集團有

麗、人民幣國際化、首次公開招毆活動與集資、會計

.器和欺詐行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當前增長模

式的問題，以及香港在促進中國誼賽市場發廈上所扭

潰的角色﹒

主題演講嘉賓是來自史丹福太學的季勉群教擾，他在

會上封車7他的研究成果。李教接發現中圍的反向拼

購一般鞍美國同類的反向僻購有更好的表現，這與普

遍的看法正好相反。

惠理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及財聲學系系主任陳章樂教接

指出，這次會議有助進一步了解中國種學市場。

他說: r通過這汶會講，我們引聾業界對迅速讀展的

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問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並集恩

廣益，探討市場持續增長的動力，以及其對全球經濟

的影響。」

商學院舉辦全新「中國商貓論壇J 系列，資深教授先 搜至于別在成都和上海主持論壇，講題為「美國第三輪

後在E個中國城市發表主題演講，眼引 7數百名管理 量化寬聽政策的影響J 03月扭，誰岩教擾在杭州就

人員參與﹒ 「後互聯網時代的開故式創新」發表演講。

這系列的論壇由科大深圳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辦企室和 五場研討會共吸引 7超過750名管理人員參加，並聲

中圍內地著名金融傳媒集團《第一財經日報》聯合主 得媒體和與會者一致好評。

辦，旨在為中高層管理人員提供電頁袖學、

物流、金融、資訊科技頓瓏的最新資訊，

並且展示香港科技大學在撞些領攝中的積

導地位。

第一場論壇歸去年11月在深圳舉行 a 由主

嘉陵教搜主擒，請題為「企業邁向國際為

領袖所帶來的挑戰J 012月，伍仕明教授

在廣州主持另一場論壇，討論「全球供應

鍵在中國面對的批輯J 0 1 月甜謝丹陽教

限企司的閏希軍先生和閏凱先生等。

從事韋族企業研究的優秀學者和研究人員也應邀分享

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 a 並就進行車族企業研究時所

面對的困難揖單交痛經驗﹒香港科大朴之水教授和

Kasper Nielsen教擾均參加7這次小組討論。

陳立和E洲車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主任金樂

琦教授指出，香港的車族企業較肉地的企業更

加成熟，因為已經歷了三四代人。

他值觀: r轄露頭角的中國內地企業可通過借

鑒同章或上一輩香港企業以及整個亞洲地區的

家族企業的經驗教訓而遭益。 J

校友家庭樂
我們的校友是商學龐大家庭的成員，現在他們的辜人

也成為7哉們的一骨子。

商學院於去年10月舉辦7首次校友家庭間樂日 ， 吸引

750多位校友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以及義主和同事們共

200多人參加。

當天大會在校園的綠色草坪上設置712個環保避戲揖

位，避風項目包括:周天然材料製作粘士模型、設計

竹肅坦克和未再草大廳等。此外，參加者還聾特別安

排到讀完後的圖書館參觀新設施﹒

這次校友拿庭同黨目對90年代初畢業的校友特別有意

義，既能奧久別重逢的舊同學軍首一堂，又能夠與母

校再鐘情誼。

睡著更多校友開始組鐵家庭，並成為父母，學院將於

未來舉辦更多家庭活動，籌劃中的活動包括實兒講

座、親子工作坊和那逝。通過舉辦韋庭活動﹒科大商

學臨希望能將學院精神在校友的家庭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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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教授」榮譽
香港科技大學成立「科大單名教授席計 步7揖影響消費者的東時、街動行為翱

劃J '對傑出學者予以衰竭﹒在首屆軍 自義控制方面提出突破性的見解﹒

省教揖席就職典禮上，鐘頭扭iiI名教擾

庸的學者中個括三名東自商學院的傑出 夏教擾是供應鍾管理學專車，專注研究

教授﹒ 可行方章，讓棋R僅僅中的企業加強合

作，讀各方面得以s.互利，

市揖學系的石器禮教授噩噩任「劃學雄

蘊蓄基金藺草教擾J ;資訊、商業統計

及團運管理學系的夏姐祥教授適量任

「偉倫基金商學教握J ;以及早前，已

噩噩任「新昌一草謀擅財聲學教授J 的 憬。

陳車黨教擅﹒

陳教授是頂尖的金祖研究學者。在研R

工作以外，陳教扭扭助商學臨奧紐約大

學和惠理集團等揖構建立合作.伴回

『單名教哩席計劃」自私人捐獻支持成

石轎撞教授的研究項目包括擇討消費者 立，每年拖車名教捏捏俄頓外研究及學

對市場信息的反應﹒其研究成果對進一 衛賣軍﹒

傑出成就，敵迪後輩

兩位工商管理聶士校友憑藉他們對企雖 俱廳商立- 0 此外，他代表萬美在中團

和誼商曹展作出的保出貢獻，對別單獨 推行包括間這請費社揖兒童尊企業社會

表揖﹒ 責任的項目﹒

鵬麟 (PT02) 道

香港主黨融會頭費

2012年度香港青年

工雖車麓，周揮車

(PT03) 則連安永

蠶擾安象中國企業

章提到12 0

周先生與科大校友租朋友共同創辦

6waVBS公司，並負責制定E推行企單

費屢m時﹒現時公司已成為全球最大型

的智能社~避風聲

行商之一，每月活

躍用戶超過2，000
萬﹒

輯先生是萬美集團撞車區組囂 a 帶鐘某

~司成為全球最夫規攘的衣架生產商和

寓教學於研究
管理學系的軍區文教撞撞大學教貴資助 她指出: í學生有樹會了解如何進行

量員會頭授「傑出青年學者提』﹒獎項 研究﹒連個項目，既是研究，亦是教

的矗立，旨在培種富有天厲的年輕研與 學。」

人員﹒

連轍授是香港首批連帶「傑出青年學者

置教授的研究項目揖樹主曹的置權行為 農」的學者 ﹒

和其受害者的反應﹒ 主-。

連數單遁揖十萬港元.金，將用掛聘請

本科生抽任研究助理﹒她計劃每年聘請

-名學生，為期三年。首年的研究工作

現已展間，撞教授聘用7一名學生參與

研究設計、收集研現材料，以及噩噩和

清理數據方面的工作。

長期服務獎

几位商學院撤職員，自覺香港科援大學頒 實在功不可沒﹒

曹長期圖書聾，表揖他們祖大學竭誼ßIì

事20年﹒

散費項旨在肯定及表揚長期厲聲教職員

對大學唱識服器和多年來所作出的重

阻﹒大學掛1991年成立，現已成為地
區曾先的學府，國際聲聲與日值增﹒科

大團梧的卓越成就，畏期E輯的教職員

聾畏的商學臨同事包括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的李文揖小姐，會計學萃的軍國昌教

哩，經濟畢囂的王聶生教置，財串串囂

的孽..女士，資訊、商業鸝計及醫撞

車囂的強崎噴教鹽，胡歸期教授和盧汝

立教授，以及管理學囂的興景立教聾﹒

龜們撞此握主自車的屬謝和祖賀﹒

任聘
E曙

新
闡
嘎

最
翩
酬

會場，熹

兼任副教授

•• '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研究額增:投資、行為金融、中國金融
市揖﹒

﹒計畢1\

資深講師

圖.風，英圍里個斯特商.，.罷工商管理
碩士﹒

研究頓國;國際商，與跨國企業管理、
團酸，錯管理、銷售管理。

用 團軍畫，矗格斷大學博士。

研究頡捲:非，蠹和卒，數估量﹒

資聞、商囂，直計展...圈，高

助理教擾

鐘，學熹
話間學者

Ilf撞帥，卡肉革梅幢大學糟士﹒
研與智雄:電子鱷潰、平台設計E軍

略、軍車車外包﹒

甜.1島，紐約文學博士﹒
研究種囑:團體會計、企業管治﹒

行政委任
Joeeph Palum恥，種要任為工商管理
聶士β里，碩士觀禮職業疆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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