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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獲表揚對業界及社會貢獻

土耳其消費品生產商 Arçelik 行政總裁 Hakan Bulgurlu

Nike 耐克全球副總裁兼耐克大中華區總經理董煒

區塊鏈公司 Guardtime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Mike Gault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 20 年回顧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分享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繼續保持課程優勢

副院長戴啓思教授回顧促成科大與凱洛格的合作關係

課程學術主任石豁達教授為學員提供學術和情緒支援

課程主任區敏儀默默支援，與世界各地校友保持聯繫 

華勉力教授五度獲傑出教授獎，娓娓道出教學心得

表揚校友   嘉獎典範

化使命為營商動力   獲校友鼎力支持

創意革新   永無終點

從同學到技術夥伴

屢創佳績

保持優勢

開創先河   成就卓越

舉足輕重　謙懷若谷

幕後功臣

傑出教學   發揮影響

慶祝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成立 20 週年論壇探討顛覆世代下的領袖

顛覆世代下的新領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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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商學院是一家年輕的學院，一如凱洛

格 – 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凱

洛格 – 科大 EMBA)，我們在短短二十多年

間已取得驕人成就。今天我們成為世界領先

學府，而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躋身全

球領導地位，這實有賴我們不斷與時並進，

銳意創新的成果。

今年，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成立 20

週年。回顧當年創辦課程時，不但開創亞洲

先河，更成為創舉；當年的科大商學院同是

香港首家擁有國際思維，積極招攬國際教研

人才的學府。

我們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及國際視

野。在 90 年代，香港尚未擁有今天全球化

的思維，但科大已明白國際化的重要性，以

凱洛格 – 科大 EMBA 學生為例，他們透過

海外交流及訪問活動，擴闊眼界，掌握世界

趨勢。今天，我們的凱洛格 – 科大 EMBA

學生可在全球網絡裡，選修海外夥伴院校提

供的學科，有更多機會進一步深化不同領域

的國際視野。

今期《Biz@HKUST》重温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週年慶典的其中一個重要環

節——匯聚多位傑出講者的管理論壇；會上

我們更表揚五位同獲頒「傑出校友獎」的舊

生。

本刊物由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傳訊及對外事務出版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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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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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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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pr@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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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訪問了課程幾位幕後功臣，他們娓娓

道出課程的成功秘訣，當中包括課程創辦人

戴啟思教授，憑他的幹勁和人脈，凱洛格與

科大成功締結合作關係。我們還訪問了學術

主任石豁達教授，聽他如何拓展「創業」、

「金融科技」等新課程。還有五度獲畢業生

選為「最佳教授」的華勉力教授分享教學心

得。

當然還有課程主任區敏儀女士的專訪。凱洛

格 – 科大 EMBA 課程創辦 20 年，區女士

在過去 19 年來，力求同學在 18 個月的學習

之旅，甚至畢業後，均能享受到最愉快、充

實的體驗。

除凱洛格 – 科大 EMBA 已成為我們其中一

個重點課程外， 科大商學院還有其他足以自

豪的創新課程和發展，部分將於今期逐一介

紹。

院長
譚嘉因教授

在現今瞬息萬變的商業世界，要成
功甚至生存，我們除需重視傳統價
值外，更重要的是與時並進，看清
楚全球的轉變和趨勢，並以積極的
態度和專業的知識，把握和緊貼社
會步伐。

Online
Edition

讀者可於學院網站下載本刊物或以電郵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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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培育
全球領袖

過去 20 年不斷改進的課程，配合新數碼時代的轉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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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斷轉變，因此我們需要有不同才幹及視野的商業領袖。除環球思維和協作精神外，他們要在不斷顛覆的環境下
爭取佳績，並需時刻謹記在穩健的社會中，企業方能蓬勃發展。

凱洛格 - 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於 1998 年開辦，今天我們已邁進 21 世紀的新數碼年代，因此需
積極探索顛覆變革的意義，以及隨之而來的新機遇。

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從學院質素，以至獲取錄學生的能力，均屬全球首屈一指。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行
政人才，他們充滿活力，富有經驗，可分享不同行業及範疇的經驗和最新知識。

過去 20 年，該課程不斷成長，當中包括課題及內容、與合作學府建立的連繫，以及校友間建立的網絡，均可見一斑。

科大商學院及凱洛格管理學院慶祝合辦課程 20 週年，但絕不會自滿。我們正推出全新的科技課程，並致力平衡課程
學生的性別比例。

無論商界前景如何，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的畢業生必定具備足夠的實力和人脈，引領不同業界發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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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博士

科大商學院兼任教授陳家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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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世代下的
新領袖

在慶祝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成立 20 週年的一連串活動中，
主題大會探討了顛覆世代下的領袖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成立 20 週年誌慶活動之一，

是 7 月 8 日於香港四季酒店舉行的論壇，大會以「顛

覆世代下領導所面對的挑戰」(Leadership in an Age of 

Disruption) 為題，超過 300 位商界領袖、教授及課程校

友聚首一堂，當中三分一與會人士來自世界各地，足見

課程的國際地位和全球連繫。 

多位知名講者就當今世代領袖所面對的種種新挑戰和機

遇分享見解。是次大會的主禮嘉賓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林鄭月娥女士致辭時指出，科大作為歷史較短的大學，

能躋身全球百大甚至五十大學府的排名，令港人引以為

榮。她亦表示，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多次登上《金

融時報》排名第一，是一個輝煌的成功故事。

科大校長史維教授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 致歡迎辭時，

感謝所有對課程發展作出貢獻的商學院院長。科大校董

會主席廖長城先生在開幕致辭中，亦讚揚科大商學院與

凱洛格管理學院共同努力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在雙方現任院長的發言中，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

介紹與會講者，包括五位傑出校友，而凱洛格管理學院

Sally Blount 教授則憶述已故前任院長兼凱洛格 EMBA

全球網絡創辦人 Don Jacobs 教授的貢獻。

討論時下議題

正值美國對中國貨品展開第一輪徵稅後第二天，大會便

討論這個熱門話題。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師、現任北京

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就「特朗普經

濟學與美國貿易失衡」發言，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貿

易戰中決定開火的原因，以及其缺乏理據之處。

林教授說：「昨天 [2018 年 7 月 7 日 ] 特朗普對 340 億

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徵收 25% 關稅。」他補充，這個數

額加上即將以相同稅率對額外 160 億美元貨品徵稅的總

額，將成為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制裁。

美國總統亦對傳統盟友以及盧旺達等非洲小國的貿易徵

收新關稅，但林教授說「中國肯定是主要目標」。

他謂，自 1985 年起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現順差，至

2016 年特朗普上任前，順差值為 3,400 億美元，去年更

增至 3,750 億美元。林教授認為差額自 1971 年開始擴大：

「我想原因是美元與黃金脫鉤。」 

此舉令地產價格和消費上升，並刺激進口。林教授指出，

若特朗普不理解提高消費者的儲蓄才是減少美國貿易逆

差的方法，美國的貿易赤字只會進一步惡化。 

隨後瑞安集團主席兼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博士在

台上參與討論，這個討論環節的主持為科大商學院兼任

教授、院長資深顧問兼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羅博士談及 90 年代他與特朗普的生意往來，認為這貿易

戰是其他角力的先兆。

陳教授接著發言，並提到北京為使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

鏈攀升而推行的「中國製造 2025」計劃。他問：「美國

右翼憂慮中國的技術優勢是對的嗎？」 

林教授回應：「中國當然希望成為高收入國家，但我覺

得這是任何國家的正當目標。」

羅博士認為，中國可透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在貿易

戰中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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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為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 20 週年論壇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左起）包括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主任區敏儀女士、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
教授、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先生、科大校長史維教授 (2018 年 9 月 1 日起 )、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院長 Sally Blount 教授、科大商學院副院長戴啟思教授。

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先生

凱洛格學院 Karl Schmedders 教授

凱洛格管理學院院長 Sally Blount 教授

超過 300 位校友及好友為慶祝課程 20 週年在港聚首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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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題目分享見解

凱洛格的 Karl Schmedders 教授為大會帶來不少歡

笑。他就「大數據：潮流與顛覆」(Big Data: Hype and 

Disruption) 發表演說，以幽默方式探討單從表面接納數

據分析的風險。

在中午時分，與會者可選擇參加兩個不同環節。凱洛格－

科大 EMBA 校友兼專注於兒童教育的非貿利組織 Room 

to Read 創辦人 John Wood 先生，講解為世界創造美好

未來的工作如何具有競爭優勢。在另一環節中，科大資

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許佳龍教授分享他對「區

塊鏈及相關影響」的看法。

此外，五位傑出凱洛格－科大 EMBA 校友亦於大會發言。

無論在專業、行業、EMBA 課程或社區方面，這五位校

友均作出莫大貢獻，因而獲頒「傑出校友獎」。

總結時，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兼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

首任主任戴啓思教授回顧過去 20 年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科大商學院以至科大歷程。在全場熱烈掌聲下，

他亦向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主任區敏儀女士致謝，

感激她在 19 年間默默耕耘，讓課程順利推行成長。

在論壇後舉行的晚宴慶祝兩所學府 20 年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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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校友
嘉獎典範

傑出校友獲頒獎項，以表揚他們對業界及社會的貢獻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歷年人才輩出，畢業生來自各行各業，在行業及社會上各有所成。適逢課程成立二十週年誌
慶，五位優秀校友在課程論壇上獲頒「傑出校友獎」，展現校友中的精英典範。

五位得獎校友不但在專業界別及行內卓有建樹，對課程和社會亦貢獻良多，他們包括：普洛斯（GLP）行政總裁兼共
同創辦人梅志明先生（KH04 – 2002 年畢業班）、GUESS? Inc 行政總裁及總監 Victor Herrero 先生（KH05 – 2003
年畢業班）、Arçelik 行政總裁 Hakan Bulgurlu 先生 （KH07 – 2005 年畢業班）、耐克全球副總裁兼耐克大中華區總
經理董煒女士（KH10 – 2008 年畢業班），以及 Guardtime 行政總裁 Mike Gault 先生（KH12 – 2010 年畢業班）。

五位校友在論壇演講，聽眾既有一眾校友，也有學院教授與商界領袖，內容包括營商宗旨所帶來的商業及社會效益，
以及由區塊鏈技術衍生的機遇等。

今期《Biz@HKUST》訪問了其中三位得獎校友，了解他們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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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 Mike Gault、Hakan Bulgurlu、董煒、梅志明及 Victor Her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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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使命為營商動力　
獲校友鼎力支持

Hakan Bulgurlu 是伊斯坦堡消費品製造商 Arçelik 的行政總裁，
亦是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的傑出校友之一。他曾兩次報讀

該課程，才終於獲得錄取。今時今日，他憑著個人知識和對於全
球問題的個人觀點，確立了公司的經營宗旨。

Hakan Bulgurlu
2005年畢業班
Arçelik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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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an 在二十多歲時離鄉別井，從土耳其來港開設

Arçelik 分公司。28 歲時，他首次報讀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但因課程要求申請者須有十年或以上工作

經驗，他最終等了三年才獲錄取入讀 KH07。

他笑說：「不過，我覺得他們欣賞我有毅力。」

開學後，Hakan 認為這是各地同類課程當中最多元化的

一個。

他說：「同學有些來自美國，有些來自世界各地，而這

個課程的與眾不同之處，是同學的投入程度。」

Hakan 盛讚學院教授質素之高，其學養深厚，在他遇過

的老師中難出其右。

他說：「但這幾年以來，我在同學身上所學到的卻更多。

現在，班中很多同學都是我的好友。我們常常互相拜訪，

有困難時互相幫助。」

他表示，地方和行業知識十分寶貴。「我無論去甚麼地

方，都必定會去見在這個課程中認識的朋友，他們對我

有不少啟發。」 

Hakan 說，當 Arçelik 正在開拓菲律賓業務時，當地一位

校友為公司省下了最少一年的創業開支。

「他提出的意見直截了當，真誠，不會誇大其辭。這份

信任和關係實在難得。」

Hakan 固然享受在其他院校修讀的選修科，但他覺得科

大給他上了最重要的一課。 

他說：「課程著重在日常工作中學以致用，比象牙塔式

的學術知識貼近生活得多。」

在課程論壇的演講中，他談及曾經需要一套能付諸實行

的理念。他說，對他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憑著自己對

於全球問題的觀點，來訂立公司的經營宗旨。

他說：「現在，全球每年將八百多萬噸的塑膠垃圾丟入

海洋。我們每分鐘消耗一百多萬個膠樽，當中有九成都

沒有回收。我們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到了 2050

年，海洋中的塑膠就會比魚還要多。」

Hakan 說，氣候變化、空氣污染和水質污染都是隨處可

見的環境惡化現象。「大家要思考的是：我們該如何應

對這些問題？」

Hakan 的公司迎難而上，開始回收舊雪櫃，處理這些雪

櫃中含有的氟氯化碳和塑膠，並斥資巨款興建一座全新

設施，至今已回收了超過 600,000 台雪櫃。不過，公司

的宣傳和營銷團隊當初並不相信消費者會購買以「二手」

物料製造的電器。

「不過，我們現在推出了一款完全使用回收物料製造的

吸塵機，其售價是一般吸塵機的一倍，亦是我們最暢銷

的產品。」

Hakan 說，除此之外，他的公司在各個工序上也致力貫

徹這份理念。「你每用一次洗衣機，便會排放出約七十

萬條微型纖維進入海洋。這些微型纖維是人類和魚的眼

睛都看不見的。」

Arçelik 正在開發一款濾芯，以過濾洗衣機水中的微型纖

維。隨著濾芯製造成本迅速降低，有望可將濾芯收集到

的微型纖維回收，造成紗線，再轉售予製衣商。

Hakan 說：「你的公司一旦有了使命感，一切都會隨之

改變，員工的士氣也會提高。企業必須有其使命，才是

長遠致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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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革新
永無終點

董煒是 Nike 耐克全球副總裁兼耐克大中華區總經理，在她的職
業生涯裡，2008 年稱得上是最特別的一年。那年，北京主辦奧
運，而她正就讀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經歷了精采及記憶

猶新的一年。

董煒
2008年畢業班
Nike集團副總裁及
大中華區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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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董煒來說，這個課程具備全球視野，涉獵範圍廣闊，

當中又以亞洲為重點，可謂十分吸引。開課後，她與一

眾 KH10 班同學建立了友誼，這是她最特別的收穫。

「修讀期間，我與各同學一起工作、互相交流，彼此建

立了深厚情誼。」董煒表示，她與同學合作完成項目習

作的經歷，充分顯示各方專才只要同心協力，確能成就

大事。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海外修讀選修科時與同學們共

度的美好時光。」董煒形容，她選讀芝加哥埃文斯頓

(Evanston) 的課程，當年學習的情境「畢生難忘」。「這

課程就像一個大熔爐，不同文化、教育及專業背景的人

匯聚一起，同心合力達成目標，」董煒表示：「不同觀

點所產生的創新思維，令我深受啟發。」

修讀期間建立的友情和默契，即使年月過去依然深厚如

昔。董煒表示，大家工作壓力不輕，閒聊機會不多，可

是大家每次身處同一城市時，仍會盡力抽時間見面。董

煒說，大家很珍惜這些相聚時間，了解彼此的近況和想

法。

「我偶爾會參與舊生聚會，這是與舊同學碰面兼認識新

夥伴的好方法，」她說：「我認識的校友越來越多，亦

常常為這強大的校友網絡而感到欣慰。」

董煒說，這課程的內容既豐富又全面 ，有助她學習自己

專長領域之外的知識。這些知識令她的職業生涯獲益良

多。她解釋說：「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一同學習，我們

得以培養國際思維。另外，課堂作業有助鞏固所學，令

我們能夠學以致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運用所學的知

識。」

董煒現成為該課程的傑出校友之一。在課程週年論壇

上，她以「顛覆年代的領導技巧」(Leading in an Age of 

Disruption) 作為演說題目。

「顛覆是我們 Nike 精於應對的境況，」她表示：「對我

們來說，顛覆不只是好事，更是必要的境況。只有這樣，

我們才可重新定義何謂最佳。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重

新發掘自己的潛能，時刻保持領先地位。」

北京奧運中，參賽者的技術和體能為全國帶來啟發。而

Nike 及董煒的任務，就是把這份對體育文化的熱誠延續

下去。

 

方法之一，是改變公司的銷售策略。她闡述道：「我們

不再視顧客為消費者，而是以創新的服務模式，事事以

他們愛好的運動為重心。」

董煒說，Nike 作為一家「服務公司、體育公司、產品公

司」，另一種應對顛覆的方式，就是加強使用數碼及流

動通訊科技。這些新科技可在多個層次上為公司和顧客

建立直接而個人化的聯繫，加快了 Nike 由產品設計至推

出門市的整個過程。董煒表示：「憑著這些新思維，加

上對顛覆所持的開放態度，我們成功把 Nike 的生態系統

納入嶄新且更廣闊的零售系統。」

至於與凱洛格－科大一眾校友的關係，董煒認為這種創

新和變化將無邊無盡延展下去。「一如我們在 Nike 常說

的一句話：這場比賽永無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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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Gault 
2010年畢業班
Guardtime行政總裁

從同學到
技術夥伴

Mike Gault 是區塊鏈公司 Guardtime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入讀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期間，曾於三個不同班別的同學一起

修讀課程，可說是與眾不同的學員。



Biz@HKUST 15

專
題

他解釋道︰「我先後讀過 KH11，KH12 和 KH13 三個班

別。」

他工作壓力大，不得不延遲畢業。那時，他正在愛沙尼

亞的塔林創辦自己的科技公司，同時仍然在東京做金融

衍生產品交易員。

不過，延遲了畢業，事後卻證明是「塞翁失馬」。Mike

說︰「如果我當時沒有這樣做，我就不會遇到現已成為

同事的同學。」

中國 Guardtime 總經理 Jian Tan 和新加坡公司主席

James Koo 以前都是跟 Mike 一起就讀 KH12 班，而公

司主席 Tim Fitzpatrick 則是 Mike 在 KH13 的同學。

Jian 在北京大學以優秀成績畢業，擁有計算基因組學

(Computational Genomics) 博士學位。Mike 娓娓道出二

人本來從事風馬牛不相關的專業，後來卻又如何建立專

業連繫。

Mike 描述︰「他在課堂上走過來跟我說︰『你好，

Mike，我很喜歡你的科技，讓我幫你在中國幹出一番事

業來吧！』」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為這個創新事業帶來的，不單

是招賢納士的契機，Mike 指出，課室內人才濟濟，各有

專長，為他發展事業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我們所有小組專題研究好像都與 Guardtime 有關，」

他回憶道︰「大家都在物色建議，於是我自告奮勇，提

出以 Guardtime 為題目，這是個不錯的分組課題。」

他表示，同學的背景多元化，亦是他報讀課程的主要原

因。「假如你十年都待在金融業，你會開始以為所有人

的想法都和你一樣。」在 EMBA 課程裡，Mike 遇到了抱

持不同觀點的同學，他說︰「有人從事廣告業或市場營

銷，這些人可不是你平日在金融業裡接觸得到的，他們

可以幫你擴闊視野。」

Mike 現在成為了 EMBA 課程傑出校友之一，他在課程

週年論壇上以「在企業中使用區塊鏈︰真實生活用例」

(Using Blockchain in Enterprise: Real Life Use Cases)

為題作演說，並在開講前先向科大商學院戴啓思教授及

課程主任區敏儀女士道謝，感激兩位包容，允許他當年

延長修讀時間。

Guardtime 於 2007 年創立，現時員工超過 150 名，是

全球最大的區塊鏈公司，只是 Mike 性格謙遜，沒有道出

他的公司屬全球最大的同類公司。

他說︰「相信我們是唯一一家既有盈利能力又可製造產

品的區塊鏈公司。」

不過，Mike 指出，公司從事的專門科技蘊藏無限潛能，

足以改變世界面貌。他說︰「區塊鏈是橫向科技，可以

走進任何商業活動，這就是它的美妙地方，」他補充道：

「區塊鏈可在整個供應鏈內提供一套驗證機制，即是說，

由產品最初創造到送達顧客手上，整個過程一概可以驗

證。」

Mike 指出，區塊鏈也可以幫印度等國家解決偽冒危險藥

品的問題，而 Guardtime 可讓英國病患者利用電話讀取

他們的醫護記錄。在商業世界裡，區塊鏈恆久不變的特

質可確保誠信，並且幫助商業機構削減合規、審核和保

安等功能的相關成本。

Mike 問︰「在中國，每位品牌持有人面對的頭號問題是

甚麼﹖正是外判製造產品過剩問題，也就是灰色市場。」

有了區塊鏈，Mike 說︰「你就可避免這個情況。自產品

面世第一天，你就可創設一個數碼『雙胞胎』，與產品

的整個生命周期連結一起，一旦有灰色市場產品進入供

應鏈，你會立刻察覺得到。」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的校友網絡仍在為 Mike 和

Guardtime 提供支援，畢竟公司的增長建基於與新商業

機構和行業建立夥伴關係。

Mike 表示︰「一旦你成為網絡的一份子，你就可以登入

相關網站。如果你有興趣進行縱向發展，或者想接觸某

個特定行業，這個課程都可以助你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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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優勢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蜚聲國際，多次榮獲《金融
時報》全球排名第一。今年，課程踏入 20 週年，誠然
是值得慶祝的大日子，但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這也是
計劃未來的好時機，讓我們可繼續透過新知識，培育新
一代的商界精英。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由世界頂尖的大學教授和著名

的客席講師任教，著重啟發，讓同學審視管理過程與實

踐方式，並以更具策略的思維處理重大商業決定。

國際化是課程的其中一大特色。以今年畢業班為例，合

共 37 位畢業學員，來自 16 個不同國家，平均年齡為 36

歲，他們各有不同背景，從事不同行業。完成課程後他

們可望有能力肩負更重大的責任外，在推行改革時，也

有足夠實力應對現今「顛覆年代」湧現的新挑戰。

為了持續提升課程質素，科大及凱洛格必須與時並進，

提供新的內容及元素，方能確保每年可吸引最優秀的學

生。課程既要涵蓋金融、市場推廣、領導管理、價值投

資等必要內容，還須涉獵嶄新議題如區塊鏈、電子商貿

和社交媒體，以及這些新發展對全球商業的影響；而企

業道德、風險管理和合規亦屬課程的核心。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指出︰「兩家學府理念相近，

同樣重視學術研究及明白優質教學的價值，故雙方一直

保持緊密溝通，務求精益求精。身為凱洛格網絡一員，

課程學生可在多倫多、特拉維夫、邁阿密、北京、埃文

斯頓、法倫達爾及香港合共七家國際院校修讀課程或選

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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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我們期望改變課程現時 7 ︰ 3 的男女比

例，」譚教授說︰「由於大部分學生來自商界，以服務

金融或顧問公司為主，因此，我們希望增設獎學金，鼓

勵更多包括女性和企業家報讀，還有來自非政府組織和

新興市場的學生。」

事實上，自本世紀以來，營商模式已經發生深遠變化，

管理教育也必須與時並進，迎合各新標準和期望。

為此，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糅合了兩所學府的優勢，

有助同學和校友即使在畢業後也能加深對當前最佳管理

實務和環球挑戰的了解。

譚教授表示︰「標誌著本課程 20 週年的論壇，不但讓畢

業同學保持連繫，亦為校友和專家提供值得他們共同探

討的國際形勢，使大家能以截然不同的觀點分析時下議

題。」

緊隨時代步伐

課程新增了金融科技、商業分析、創業及家族企業作為

選修科目，緊扣時代變化和發展。最近，網上學習結合

課堂講學成為新趨勢，因此，課程亦計劃引入預錄視頻

和網上平台，為學生提供多一個選擇，在週末上課前閱

讀準備資料。課程也特別強調，無論任何行業，企業領

袖均須充分認識創新的重要。

譚教授指出︰「這是每家大公司內部都要認真考慮的問

題。他們需要引入『創新精神』，亦充分考慮可持續發

展和環境保護的需要。所以，課程亦一直積極加強這兩

方面的元素，目前正在探討綠色金融等議題，回應各地

社區的倡議，為課程制定適切內容。」

他提到，所有 EMBA 課程教授的基本目標，都是力求扼

要闡釋重大科技和相關社會趨勢，無論是人工智能和大

數據，抑或是風險創投或供應鏈，行政人員都應明白箇

中原理及價值，然後在工作崗位上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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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先河
成就卓越
戴啓思教授（Professor Steven DeKrey）促成了
香港科技大學與凱洛格管理學院的合作，兩校合辦
的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舉世稱羨。

自 1998 年推出以來，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的成就

一直令人鼓舞，對當時剛起步的科大商學院來說，是建

立國際聲譽的關鍵。現任科大商學院副院長戴啓思教授

既是 EMBA 課程的始創主任，也踏出了科大與凱洛格合

作的第一步，意義舉足輕重。

戴啓思教授不但是凱洛格 1985 年的畢業生，更與時任

凱洛格院長 Don Jacobs 教授共事數年，Don Jacobs 教

授後來成了他的良師益友。

1995 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國際管理教育協會（AACSB）

會議中，戴啓思教授獲時任科大商學院創院院長陳玉樹

教授邀請，為當時只設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商學院開辦

其他碩士課程。戴教授憶述：「就是這樣，六個月後我

便到了香港工作和生活。」

在該會議上，曾在凱洛格任教的陳教授，亦與時任院長

Don Jacobs 商討由兩校合作開辦非學位行政人員課程。

EMBA 課程的誕生

「觀察過凱洛格在以色列及德國成立的夥伴合作關係

後，我相信兩校合辦 EMBA 學位課程是最明智的選擇。」

戴啓思教授表示：「當時科大是一間非常年輕的學府，

陳教授擔心我們沒有足夠的教學實力照顧 EMBA 學生的

需要，而且時任院長 Don Jacobs 正忙於建立其他夥伴

合作關係，所以當時的副院長嘗試說服我們先開辦高級

管理人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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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科大的知名度，並為我的母校凱洛格在亞洲建

立聲譽，就必須開辦高端的 EMBA 學位課程。最後，我

得到陳教授及 Jacobs 教授的支持，並且由陳教授說服

了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後，開始了如火如荼的籌備

工作。」戴啓思教授續道：「我十分支持開辦該課程，

亦對母校深具信心，於是得到兩校的信任，能夠以倡議

者及校友的身份，完全按我的想法去籌辦課程。其後 15

年間，我一直擔任課程主任。在頭兩位課程主管離任後，

我們聘用了區敏儀女士繼任。她在第二屆課程後期加入，

貢獻良多，不但提升了我們的聲譽，亦負責協助處理學

生事務，並建立了強大的支援團隊，改善了各方面的運

作。我曾私下稱 Judy 為我們的『秘密武器』，但這『秘

密』早已無人不曉。」

「我真的希望推出一個旗艦課程，以充分展示我們的實

力。」戴啓思教授說：「Jacobs 教授和我都同意將所有

盈餘用於加強品牌形象，因為這個課程的宗旨就是提高

兩校的知名度。我們向來以質素為先，不斷精益求精。

Judy 也一向贊同這方針。」

然而，即使有往績卓著的凱洛格在背後支持，在課程創

辦之初要凝聚師生仍是一大挑戰。

戴啓思教授說：「經過一番努力和單獨面談，我們竟錄

取了 33 位人才，成為課程的第一屆學生，當中包括聯邦

快遞航空亞太區總裁、匯豐銀行財務主管、頂尖投資銀

行家、美國大型航運公司主席和一位經營空運公司的傑

出女主管。我們設下了很高的收生門檻。」

戴啓思教授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擔任凱洛格招生及入

學事務主任已有六年之久。他相信第一屆學生對市場的

影響非常大。他說：「我重視評估和發展領導才能，所

以我們錄取的人才均經過精挑細選。我的收生準則非常

嚴格，獲錄取的學生必須有十年或以上的工作經驗，並

擔任過高層職位。我們的畢業生坐擁高薪，而《金融時

報》的排名亦肯定了我們別具一格的教學方針和實力。」

繼往開來

戴教授表示，在課程開辦之初，中國還未完全開放。「但

我們構想出各種機遇，我們當初的宗旨，是為進軍亞洲

市場的跨國大型企業培育頂尖人才。」

這些年來，亦有不少學生步上創業之路。「四位首屆畢

業生共同創立了 V Logic，是一間位於香港的物流公司，

目前仍在運作。」

時至今日，科大每屆 EMBA 學生人數約 50 人。戴教授

認為，學生及教職員的質素是課程全球排名稱冠的主因。

他說：「我們一直改善課程內容，事實上，這些改變一

來是為迎合市場，二來是順應各行各業學生的要求而推

陳出新。」

除了科大提供的各門選修科外，EMBA 學生亦可選讀凱

洛格和其餘六間合作院校提供的各項課程。

戴教授說：「我們的合作夥伴遍佈全球，由亞洲遠至歐

洲、中東及北美等地。」

課程在 15 年前首次推出全球選修科目。時至今日，每年

有 200 位來自全球各地院校的學生到訪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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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專業

科大商學院在 27 年間，由一間新成立的院校，發展成聲

譽卓著的研究學府，由其迅速與全球其他學府發展合作

關係可見一斑，例如近年與莫斯科斯科爾科沃管理學院

(SKOLKOVO Moscow School of Management) 建立的

關係。斯科爾科沃管理學院在 12 年前建立，需藉其他知

名學府的協助，發展其課程、規模及聲譽。

戴教授表示：「我們在 2016 年與斯科爾科沃管理學院

簽訂了合作協議。」隨著教學工作減少，他出任了該校

的教務委員會主席，每月大約有十天會到莫斯科公幹。

該委員會相當於科大的教務委員會，但規模較小。

「我們根據當年在科大的做法，準備在這裡開辦第一個

EMBA 雙學位課程。」戴教授說：「我們會參考之前籌

辦凱洛格－科大課程和香港科技大學 EMBA 中英雙語課

程的知識和經驗。這將會成為我在科大參與創辦的第五

個 EMBA 課程。」

Donald P. Jacobs

凱洛格－科大校友獎

已故榮譽退休院長 Don Jacobs 曾於凱

洛格管理學院任職院長 26 年，除了創

立凱洛格 EMBA 全球網絡及凱洛格－

科大 EMBA 課程的主要一員外，更啟

發了無數院校。為表致敬，戴啟思教

授舉行了籌款活動，成立「Donald P. 

Jacobs 凱洛格 －科大校友獎」，以吸

引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優秀學生報讀該

課程，並紀念多年恩師。他正邀請各

方校友資助這些獎項，並獲第四屆凱洛

格－科大 EMBA 課程畢業生梅志明先

生承諾配對最高一百萬美元的捐款額。

此外，科大商學院將凱洛格 －科大教

室命名為「Donald P. Jacobs 教室」，

以表揚他對揚名國際的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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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足輕重
謙懷若谷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學術主任石豁達教授
(Professor Jaideep Sengupta) 指，課程為商業人
才提供學術和情緒方面的支援，助其事業更上一層
樓。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學術主任石豁達教授認為，學

生的質素對維持課程的世界級排名十分重要。他表示，

學生的質素之高，有賴課程嚴格的入學要求，以及教師

和課程日漸顯赫的名聲。

「我們的課程非常嚴謹，在學術方面一絲不苛，也兼重

行業視野。」石教授解釋道︰「課程內容實用，關注時

下議題，讓學生把週末上課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平日的工

作上。」 

任教這課程的教授不是研究造詣深厚、成果卓著的學者，

就是深具行業經驗的行政總裁級人物。「本人和所有教

職員都致力在課程內容方面與時並進，推陳出新。」

廣博深入 領先時勢

石教授提到︰「幾年前，創業課程的需求很大，我們邀

請到凱洛格的業內人士任教一個名為『探討新創企業』

（New Venture Discovery ）的課程，辦得有聲有色。

今年，科大的許佳龍教授（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

學系講座教授）開辦了一個結合金融科技和大數據分析

兩大熱門趨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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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既定程序，許教授在新開課程前，先舉辦了半日的

工作坊，廣受好評，讓石教授隨即決定正式開辦課程。

不過，制定一個正式的課程需時，而課程有三項措施，

幫助學生掌握最新資訊：第一，不同學系的教職員會開

辦專業工作坊；第二，是定期邀請業內行政總裁到校演

講。石教授解釋︰「第三，學生會到不同公司參觀，

例如最近參觀了騰訊的深圳總部及 Google 的新加坡總

部。」

隨著各國商學院的網絡遍及全球，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學生可報讀的課程種類也更加包羅萬有，同學可以

修讀凱洛格及全球六間合作院校的選修科。

石教授相信，課程學生身為忙碌的公司行政人員，亦會

重視課程制度的其他元素，例如週末課堂的安排。

「他們只需在公司外花大約 40 天來完成課程。」他補充

道︰「我們也開始嘗試推行新的教學方針，包括開辦混

合課程，學生需要在上課前先完成一個網上單元，以盡

量增加課堂上的互動。」

旗鼓合作關係

科大與凱洛格共同肩負重責，合力確保合辦課程的學術

質素，石教授為此感到很自豪。他指，每年由 EMBA 學

生投票選出的「最佳教授獎」就足以證明這點。他說︰

「我們開辦這個課程 20 年來，科大與凱洛格的教職員獲

選之數十分平均，由此可見合作雙方的教職員團隊實力

相當。」

當石教授去年受邀請擔任課程學術主任時，已得過「最

佳教授獎」。現在，他有機會更深入了解其他教職員，

到其他課堂旁聽。他表示︰「坦白說，我的同事都很優

秀，令我深感欣慰。他們都盡心盡力，而看到大家在教

學上各有其道、精益求精，更令我大開眼界。」

他說，科大的教學結合了最尖端的研究知識和行業視野，

而這些研究知識可能五年後大家才能在教科書上看到，

這也令他感到自豪。

「科大與凱洛格在研究方面都很出色，聲譽卓著，而很

多教職員都會在課堂中發揮這方面的優勢。此外，有幾

位教授以前都是行政總裁或顧問公司的合夥人，有助讓

學生了解一些行內人士的見解。例如，我們有百特國際

的前行政總裁 Harry Kraemer 開辦的領導才能課程，以

及貝恩公司全球合夥人兼總監陸建熙先生開辦的國際發

展形勢課程。」

學生文化

石教授解釋，課程的另一個重點是學生之間的團隊文化。

在招生過程中，我們錄取的申請人不但成就卓越、天資

聰慧，也具備一份謙厚的態度。」

「我們喜歡形容他們是『舉足輕重、謙懷若谷』，他們

很樂意分享自己的知識，更樂於向他人學習。」

課程的文化著重合作，而不是競爭。石教授指：「學生

的組員宛如他們在課程中的家人，能夠提供學術和情緒

方面的支援」。

雙向學習

最後，對石教授個人而言，在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

的教職是他的事業頂峯，見證著他在全球頂尖商學院任

教超過 20 年的經驗。

他補充道，這又與學生本身的質素息息相關。他說︰「他

們非常投入，可以將課堂上提出的構思付諸實行，並且

從各方面加以完善。對我來說，我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

比在凱洛格－科大課程中學到的還要多。總結來說，凱

洛格－科大課程無論對老師還是學生而言，都是一場獲

益良多的體驗。」



Biz@HKUST28

專
題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為期 18 個月，它之所以能為

學生提供世界一流的學習體驗，以及終身受用的專業知

識，實有賴一群幕後功臣的默默耕耘。多年來，課程主

任區敏儀 (Judy) 帶領著課程事務處的同事努力不懈，務

求讓學生和校友把握難得的學習機會。

Judy 與一眾同事會為學生把大小事務都安排妥當，例如

辦理及領取學生簽證、照顧學生飲食所需、協助他們應

對突發的醫療事件。 

她說：「但慶幸的是，我們沒有遇過甚麼嚴重事故。」

課程事務處有九位職員，要參與的工作多不勝數，既要

到亞洲各地宣傳課程，亦要兼顧校友事務。

Judy 道：「課程提供一條龍式的安排，雖然我們的工作

充滿挑戰，但這也正是樂趣所在。課程的學生幾乎個個

都是精英，令我覺得每日都有所得著。」

一流質素　營造輕鬆學習環境

平日在科大上課的 EMBA 學生會獲酒店住宿、膳食及交

通。

「我希望確保學生能專心鑽研學問，善用時間。我們為

學生提供書本、個案資料、影印服務等，為他們省下去

圖書館的時間。」

幕後功臣
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主任區敏儀率領著一眾
盡心盡力的同事，不但致力協助學生完成學業，在
幕後亦默默支援，與世界各地的校友保持聯繫。有
些畢業生離校二十多年後，依然與母校時有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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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校友情誼

Judy 和一眾同事不但維繫著校友與科大的關係，也維繫

著畢業生之間的情誼。當然，她亦與不少舊生成了朋友。

課程開辦二十週年的一連串慶祝活動，展現了 Judy 和

同事盡心盡力的貢獻。

她說：「我們與二十年前畢業的校友仍有聯絡。我們依

然有為他們舉辦各種活動，所以我經常會見到他們。」

此外，課程學生即使畢業多年，也有機會繼續學習。「一

些校友以前可能沒有機會修讀數碼營銷、區塊鏈等較新

的科目，因此我們定期舉辦研討會，讓校友可以回歸校

園。」Judy 說，每場研討會均有錄影，可以在網上觀看。

她又說：「透過校友旁聽計劃，校友可以重返課堂，與

現屆學生一同學習。」

Judy 說，課程培養了舊生之間的協作文化，校友彼此信

任無間，而這份同窗情誼更造就了不少成功的商業合作

項目。

她說，校友亦往往樂於助人。她憶述曾接獲一位十年前

畢業、從事貨運的校友來電，說有貨物滯留在台灣，問

她是否認識當地校友可以幫忙。

「我說：那我發一封電郵給所有身在台灣的校友吧。半

日之間，我就收到了三封回信，他們甚至並非從事貨運，

但可能認識行內的人。兩日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為了推動多元共融，科大正嘗試吸引多些女性修讀

EMBA 課程，於是為需要哺乳的母親提供支援和私人

空間。近年設立的四項獎學金中，更有一項是專為女性

而設。Judy 自豪道：「今年，我們的女性學生比例達

32%，是歷屆之冠。」

她又說，校方力求事事精益求精，樂於實行小班教學，

每屆收生不多，以維持課程質素，甚至連飲食也一絲不

苛，每日由供應商提供不同菜式。

各地學生比例轉變

Judy 不但對課程以往的學生知之甚詳，對未來趨勢也有

所了解。

她說：「由我在 KH02 那屆入職，直至現在 KH22 招生，

我在這個課程工作有近 19 年 了。」

在這些年間，她察覺到各地學生比例有很大的轉變。

她說：「頭兩屆的學生大多是香港人，KH03 至 KH05

和 KH06 的學生則以亞洲人為主。而現在，我們的學生

來自世界各地。」

她續道，今時今日，每屆學生當中都有來自美國、歐洲、

俄羅斯、澳洲等地的外地生。

初期的學生都由公司資助。她說：「現在，很多學生都

是自費修讀的。」隨著成本上升和通脹，學費逐年增加，

而課程的口碑和排名亦節節提升，學生的期望也提高了。

她補充道：「不過，我們會盡力滿足所有人的訴求。」

Judy 憶述十五年前，課程尚未成名，有人會問她這個課

程有何值得修讀。不過時移世易，情況今非昔比。她說：

「現在，課程排名是吸引學生來報讀的原因之一──課

程在過去 11 年內八度榮膺全球第一，這都歸功於我們世

界一流的教職員，以及世界一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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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對話方式

華教授說︰「我會嘗試想像自己是其中一名學生，設想

自己需要知道甚麼，以及如何令這些知識變得生動有

趣。」「課程（以及整個凱洛格－科大課程）的基本理念，

是利用一個框架去理解現實世界的種種問題。所以課程

的第一部分就是要制定框架，第二部分則是帶出問題，

然後嘗試利用所制定的框架了解問題。」

清晰展現框架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如何令它更富

「吸引力」。華教授解釋，故事和例子可以令教材變得

生動有趣，確保學生下課後也清楚記住教材內容。

因此，華教授會一絲不苟備課—構思新例子，思考如何

應對持續演化的宏觀議題。 

「課程的重點是要改變對話方式，如果課程完結很久以

後，學生仍然繼續討論教材，那麼課程就稱得上成功

了。」

傑出教學：
發揮影響
每年，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的同學都會從約
28 位教過他們的教授中，選出一位他們認為最優
秀的教授。華勉力教授 (Professor Milind Rao) 任
教這課程 14 年，每年都會獲提名「傑出教授獎」，
當中更創紀錄獲獎五次！我們且聽華教授娓娓道
出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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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受眾

在「宏觀」層面上，受眾要求是非常高的，這可謂好壞

參半。他們對課堂教材和簡報方式要求很高，但卻不太

注重成績，這點有別於其他學生的要求。

華教授執教的其中一個課程「環球宏觀經濟學」頗為另

類，原因是講授的知識不能即時應用—情況有別於會

計或金融課程，學生不能下星期一早上上班時就可學以

致用，可是他的受眾都是高級行政人員，十分明白環球

宏觀經濟學對他們公司和事業的應用和重要程度，而學

生來自世界各地，閱歷豐富，所以即使沒有相關背景的

學生，自然也會對環球宏觀議題抱有興趣。

發揮影響

我們大部分人（包括華教授）從來沒有學過如何處理人

生的重大財政問題。

「價值投資」正正就是教導學生處理這些問題的課程，

所以有可能真正影響學生的生命。華教授指出︰「價值

投資課程旨在教導同學一套投資哲學，這種哲學（事實

上是投資於人生的哲學）十分厲害。」

「這課程是每名學生都可立即學以致用的，所以我覺得

自己責任重大，必須確保他們明白內容。這意味我要仔

細想好傳達甚麼、怎樣傳達，並且預留充足時間與學生

一對一溝通。雖然這樣要花上大量時間和精力，但這正

是我執教最有意義的課程之一，因為課程內容會對同學

生命發揮真正的影響力。」

華教授補充︰「所以，教學最終並不是要贏得獎項或榮

譽，而是要影響學生的生命。」

良好的教學有甚麼特質 ?

傑出的教學有甚麼特質 ?

凱洛格－科大課程有甚麼特別？

學生的質素，以及課程辦公室和學術主任對提供寶貴學習經驗的認真程度。

你教授凱洛格－科大 EMBA課程時遇到甚麼限制？

面對這些高級行政人員，最大的限制是時間不足，偏偏教材卻不少，所以我要徹底
想清楚有甚麼是必需講授的，以及怎樣有效傳達內容。

有沒有受到學生啟發？

有，他們的成熟和高情商給我不少啟發。還有他們的努力，即使工作繁重，也願意
在功課和簡報上投放很多時間。

教授凱洛格－科大 EMBA課程對你其他課程的教學有沒有影響？

有，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令我更注重教學經驗的質素，並嘗試把這重點帶到其
他課程上。有很多原本是為凱洛格－科大 EMBA 課程制定的教材，也可在其他課程
中使用，我的工商管理碩士學生是其中一批受惠人士！

你如何與朋輩分享你的獲獎經驗？

我認為，香港科技大學十分重視優質教學，這是促進優秀教學文化的第一步。我們
可以鼓勵更多有經驗的教師指導初級教師。事實上，我希望自己可以在這方面略盡
綿力，所以正著手開展一個以新入職教師為對象的計劃。

華教授認為良好的教學和傑出的教學並相不同，人人都可以而且應該當一位好
老師，這是學生應得的、導師應爭取的。

解釋清楚詳盡，且細心考慮教學內容和展現教材的方式。

令教材變得生動有趣，確保學生獲得啟發，緊記所學並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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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誠合作創造成就
畢馬威─科大實習計劃既體現雙方的長期合作關係，也見證著審計行業在數碼
年代的發展。

科大商學院與「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的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推出新的合作計劃。雙方能攜手合作的原因，固然

包括科大畢業生一直以來在畢馬威表現出色；而更重要

的是，隨著審計、稅務及顧問行業正因應數碼科技的發

展而不斷改變，業界也需要招聘更多具備數據處理技能

的畢業生。 

畢馬威香港審計服務主管合夥人張穎嫻女士說：「畢馬

威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的員工，我們在人才事務方面

投放很多資源。甚至當他們還是本科生、加入公司前，

我們就安排實習計劃，協助他們為發展專業作好準備。」

透過與大學的合作計劃，畢馬威提供多個實習機會予科

大會計學理學碩士課程中主修會計分析的學生，作為其

中一項培育會計及商業分析人才的措施。

張女士表示：「科大的學生表現出眾，是理想的合作對

象。我們對科大的課程及畢業生有信心，過往加入畢馬

威的科大畢業生也有傑出的表現。」

瞬息萬變的行業

張女士指，畢馬威的工作過去多以人手處理，但現在的

新科技能夠協助公司處理大量資料。今時今日，每筆會

計帳目都可以電腦一一核實，無需以人手抽樣檢查。

她說：「在客戶的同意下，我們就可以將所有會計帳目

存入系統，並輸入一些搜索準則，辨別出異常帳項。然

後，只需按一下滑鼠，就能得出報告，鑒別出審計中的

所有例外或異常情況。」

換言之，畢馬威現在可以用詮釋數據的方式為客戶提供

重要的服務，然後擬訂可行的解決方案。

張女士表示：「我們需要既有商業和數據分析知識的專

才，同時需要他們具備批判思考能力去解決問題。科技

只能根據你設定的準則來產出報告，最重要的是如何進

行分析及使用報告去為客戶擬定相關、可行的計劃。」

過去十年，畢馬威一直有聘用非主修會計的畢業生，如

今，公司新加入的員工中約有四成都並非主修會計出身。

實習制度

第一批五位有薪的科大實習生預計於 2018 年 12 月加入

畢馬威，張女士認為隨著實習計劃日益完善，實習生人

數也會增加。

她說：「我們的實習計劃通常為期一至兩個月，讓學員

有機會在真實的商業環境中學以致用。」

畢馬威將為學員提供技術及軟性技能的培訓。張女士表

示：「實習計劃涵蓋的首個課題，是如何實踐畢馬威的

價值理念。這對於我們的員工和服務的質素非常關鍵。

我們深信，透過傳授良好的價值觀，可以為社會培育出

優秀的領導人才。這些價值觀主要包括正直、誠信等，

對本公司及我們的專業至關重要。之後我們會協助學員

逐步建立專業知識，將在校內學到的應用在實際情況。」

由於所有部門皆會運用數據分析工具，學員在完成入職

課程後，將有機會加入審計、稅務或諮詢部門。在畢馬

威，他們有機會直接與來自各行各業的客戶合作。

實習生亦能與南京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共事，該空間是

專為公司及客戶而設的軟件開發及支援中心。畢馬威對

該項目投放了大量資源，而這作為畢馬威全球計劃的其

中一環，當中亦涉及與 IBM、微軟、甲骨文公司及 Blue 

Prism 組成聯盟。

張女士表示，公司絕不會在學員實習過程中對他們不聞

不問。 

她說：「學員開始實習後，我們會安排一位夥伴給他們，

解答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問題，亦會指派一名經驗

更豐富的專業人士去擔任他們的導師」。

科大會計學理學碩士課程學術主任謝宏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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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女士指，雖然實習時間不長，卻足以讓學生了解審計、

稅務，以及諮詢顧問的專業工作，有助他們決定將來是

否投身有關工作。在實習結束後，實習生仍可向導師詢

問有關工作機會或其他方面的各種問題。

拓闊合作關係

科大與畢馬威的合作計劃對科大會計學理學碩士課程的

全體學生均有裨益。學生將能參加由畢馬威贊助舉辦的

案例數據分析比賽，亦能申請參加全球案例比賽。此外，

畢馬威的高管亦會與學生分享業界的情況及知識。 

張女士說：「讓學生通過一些在畢馬威工作的實例，了

解商界的運作，對學生而言是好事。」她亦很重視科大

與畢馬威之間的緊密聯繫。

張女士指，這項新的合作計劃對雙方都十分重要。「大

學與我們的專業都在不斷進步。學校明白需要不斷調整

課程，方能滿足商界日後的需要。」

有關畢馬威

畢馬威於 1987 年由 Peat Marwick International 和 Klynveld Main Goerdeler 及其各成員
機構合併而成。 目前畢馬威的業務遍及 154 個國家及地區，共有 200,000 名員工，在全
球各地提供審計、稅務及諮詢服務。

每年平均約有 80 位

科大實習生及畢業生加

入畢馬威，佔畢馬威過

去三年招聘的本地大學

生逾兩成。 

20%

實踐機會

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多年來一直為有意投身會計行業的

同學提供獲認可的專業資格培訓。部門設計的課程及學

科不單為香港培訓會計精英，更為全球各地培訓不少商

界專才。

科大會計學理學碩士課程學術主任謝宏忠教授表示：「我

們的畢業生甚具競爭優勢，獲全球各地僱主垂青，彰顯

他們的個人能力，以及我們實用及嚴格的課程設計，能

真正配合業界的需要及轉變。」

「數據分析正改變會計專業的工作方式，以及會計師所

提供的服務。我們會計學理學碩士課程於 2019 年起提

供的會計分析專修科，將令學生可進一步加強他們的數

據科技能力及知識。」

謝宏忠教授感謝畢馬威的支持，為學生提供更多接觸專

業及實踐機會，掌握業界的最新發展。

畢馬威香港審計服務主管合夥人張穎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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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網上課程有助
各地學生掌握新知識
由 Theodore Clark 教授開辦的大型公開網上課程（MOOC），其中一個
有關金融科技的單元介紹知識產權法，在完成課程的學生中，既有 13 歲
的印度人，也有 55 歲的美國律師。教授深信他的金融科技基礎知識和概
論 MOOC 課程能幫助世界各地的學生發展事業、推動終身學習。

Clark 教授說：「MOOC 可以代替書本的功能，是傳遞

資訊的另一種方式，亦提供了一個接觸更多人的機會。」

他亦指，忙碌的專業人士、千禧世代及其他年輕人已不

熱愛閱讀，他們喜歡用智能手機看影片學習。

他表示，雖然 MOOC 的課題幾乎包羅萬有，但由於收費

不菲，因此多以受歡迎的課題或多人關心的議題為主。

Clark 教授說：「目前，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及其他有關

科技的課題都相當受歡迎。」

新開辦的 MOOC 課程為期僅四個星期，大約是科大全日

制金融科技課程的四分之一。

Clark 教授指，這是一個短期的學習機會，讓學員可學習

一門有趣的課題。

金融科技 MOOC 課程綱要

課程共設四個課題，每星期講述一個課題。首個星期是

入門課，內容是介紹何謂「金融科技」。

Clark 教授指：「這話題不容輕視。金融學院的教授會認

為科技與金融結合已有數十年，甚至是數百年，但我們

探討的是金融科技的特別之處」。

第二個要探討的課題，是金融科技界的商業運作。Clark

教授指：「即是探討有哪些應用程式，如何透過虛擬貨

幣、比特幣、Alipay 及 Apple Pay 等金融科技賺錢。」

換言之，這個課題著重於金融層面。

第三個星期的 MOOC 課程內容為金融科技背後的技術。

Clark 教授表示：「我們會研究客戶能看見的應用程式及

功能，但著眼於能夠實現這些應用及功能的科技」。

Clark 教授續道，當中要探討的問題包括：甚麼是區塊

鏈？保安措施的作用是甚麼？如何以智能手機實現金融

科技？

最後，課程亦會研究金融科技對成立已久企業的影響。

Clark 教授說：「金融科技對大型銀行或保險公司有何意

義？誰在研究科技，並思考科技能否改變世界，抑或世

界還是會一成不變？」

學生背景各異

Clark 教授指，課程推出後首個月，已有近 2,000 位學生

報讀金融科技基礎和概論的 MOOC 課程。但要全面分析

課程學生的背景，現在還言之過早。

不過，他確實有去年其他四個知識產權法 MOOC 課程的

學生背景資料。那名印度青年雖是少數，但有 55 歲的律

師修讀這類課程卻並非罕見。Clark 教授表示：「這些課

程竟然吸引到許多資深的專業人士」。

Clark 教授說，許多科大校友亦報讀了金融科技的

MOOC 課程。他指：「他們當年修讀工商管理碩士或學

士課程時沒有這個選擇，現在所有人都可以重返校園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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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書本能夠提供的資訊的確多於影片。

他說道：「不過，影片可以使課題更生動。兩者各有利弊，

但在探討一些複雜的觀念時，我比較喜歡以較多元化的

媒介作為溝通方式。」

為秉持商學院的聲譽，校方對網上教材的要求一絲不苟。

因此，Clark 教授表示：「做事要做得快，更要做得好。」

然而，Clark 教授的工作動力，不只來自製作影片的樂

趣。

他說：「我真心在乎這工作，也喜歡做一些值得做的、

影響深遠的事。我樂於見到各行各業的人士都報讀這些

課程，並且從中有所得著。」

由於課程學費不高，他預計將會有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

學生。

Clark 教授說：「這個課程本身是免費的，如果你想要一

張畢業證書，也只需付 49 元美金」。

修讀 MOOC 課程的優點

Clark 教授表示，他偏好課堂式教學，因為面對面的教學

效果勝於影片。

「但是我無法在課堂中教授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沒辦

法把他們都帶到科大。MOOC 課程能夠讓我們接觸到更

多人。」Clark 說。「我想，現在總共已有 100,000 名

學生報讀科大的 MOOC 課程」。

學位課程的內容、功課、小組項目更多，學生要投入的

心力自然也需更多。

Clark 教授指：「但 MOOC 課程提供了嘗試及學習的機

會，這類課程的編排較為輕鬆，亦不怎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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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商業智慧
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相對較高，卻也是世上貧富懸殊數一數二的地方。在
720 萬人口中，大約 130 萬人生活貧困，其中包括不少兒童及長者。科大商學
院開辦的「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機會，運用所學技能，
幫助社企訂立發展計劃或創新方案，並針對本地社會問題為社企籌集資金。

科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畢業生譚曉怡 (Rachel) 及
黃頌謀 (Julian)，是修讀「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課程
小組七位成員中的兩位，小組與長屋設計合作

承蒙葉氏家族慈善機構慷慨解囊，這個別具意義的課程才得以成功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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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屋設計幫助長者改善家居環境，確保他們居所安全、舒適

「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課程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Philanthropy) 包括課堂講學、個案研究、

嘉賓分享，以及參與本地具規模社企的項目。學生組成

跨學科隊伍，與社會事業夥伴機構合作，協助他們制訂

業務計劃，藉此推動企業發展、籌措資金及提出改善方

案。

學期終結時，葉氏家族慈善機構撥出港幣 250,000 元的

資金予其中一家與學生隊伍合作的社企夥伴。遴選結果

於撥款委員會會議上決定，由專業的評審團隊及一眾學

生自行投票，選出方案最具說服力的隊伍。評核標準有

五個：理念、市場成熟度、團隊架構、影響及可持續性。

任教這個課程的 Marie Rosencrantz 教授希望，學生能

夠認識到社會企業在解決國際及本地逼切問題時所面對

的機遇和挑戰，並且在與社企機構共事的過程中，培養

實用的諮詢技巧。她闡釋道：「學生將透過分析合作社

企的社會價值主張及業務模式，學習以慈善投資者的角

度思考；以及在與機構合作的過程中，懂得如何提供寶

貴協助。」

承蒙葉氏家族慈善機構支持，科大商學院於 2013 年已

開辦「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課程。Rosencrantz 教授

認為這項合作難能可貴，「我們非常感激葉氏家族慈善

機構及香港政府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

對我們的學生和其他社企夥伴的慷慨支持。」

勝出團隊

2017 年春季，長屋設計 (Longevity Design House) 贏得

撥款。有感長者年紀漸大，行動不便，這家社企希望改

善香港長者的家居，令老年人能夠安全、舒適地在家養

老。項目其中一例，就是拆去浴缸改為淋浴間。

時正就讀科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黃頌謀 (Julian) 及譚

曉怡 (Rachel)，是修讀「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課程小

組七位成員中的兩位，小組與長屋設計合作。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仔細了解長屋設計所面對的挑戰、

機會及其企業架構，」Rachel 解釋道：「我們只有三個

月來完成這項目，無法處理所有細節，所以我們縮窄範

圍，找出能最提供助益的範疇。」

創建業務模式

Julian 指出，他的隊伍經歷了三個階段才得以完成投資

方案。首先是分析問題，然後是創建一套獨特的業務模

式，讓長屋設計甚至能夠接觸那些無法負擔他們服務的

人。「我們嘗試設計出一套模式，不但服務富人，而是

讓公共房屋的居民同樣受惠。我們的理念，其實是運用

從富人身上賺取的利潤，來資助對窮人的服務。」

最後，隊伍拜訪了部分長者，了解他們的需要，從而改

良制定的模式。「我們一同努力，為長屋設計制定了優

秀的方案，協助他們實現理想。」

運用資金

長屋設計共同創辦人雷煒程 (Lawrence) 指出，葉氏家族

慈善機構撥出的港幣 250,000 元資金，加上學生隊伍的

努力，香港多位長者已經受惠。承蒙這些支持，他的機

構亦為不少貧困戶提供免費職業治療服務。

「此外，我們還與職業治療師合作，制訂家居評估清單，

並訓練內部員工處理輕傷個案。現在，我們也能派出員

工，為長者評估家居狀況。」

勝出課程比賽後，長屋設計另獲李嘉誠基金會額外資助

港幣 3 百萬元，在十二個月內改善長者家居的質素及安

全標準。

「感謝科大學生隊伍的努力，我們成功進行市場調查，

並且收集到醫療數據，以確定改裝家居所帶來的影響，」

Lawrence 表示：「同學們還提供了很好的業務計劃範本，

供我們日後籌集資金時參考。」

科大後的影響

「公益創業及慈善投資」的學生對參與社會公益的熱

誠， 並無因為畢業就消減。Julian 現正協助一家美國社

企，Rachel 及另外兩名校友則在葉氏家族慈善機構的

支持下，成立了培育社會思維校友會（Nurturing Social 

Minds Alumni Association，簡稱 NSM）。

「我們現正進行一個公益顧問項目，這個項目獲得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支持，畢馬威的合夥人和顧問與我們課

程校友緊密合作，」Rachel 解釋道：「這個項目旨在運

用諮詢技巧及社會創新知識，協助社企解決困難，並為

日後擴展業務時遇到的不同情況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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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商學院共探討
數碼時代教學模式
世界各地商學院、本地政府官員及高級行政人員齊聚一堂，
討論科技對未來教學模式的影響

科大商學院以主辦機構的身份，於   5 月底邀請亞太商學

院聯會 (AAPBS) 的成員參與一場富啟發性的研討會，主

題為「科技對未來工作的影響」。在為期四天的會議中，

各成員學院探討了影響學生未來事業發展的各種因素，

並就商學課程的教學方式的發展方向提出見解。

科大商學院院長兼亞太商學院聯會會長譚嘉因教授歡迎

一眾與會者，並簡介聯會的歷史和目標，以及是次研討

會的目標。亞太商學院聯會於 2004 年成立，現有逾 140

家成員機構。

譚嘉因教授表示：「亞太商學院聯會的使命是建立一個

平台，供區內商學院互相交流合作。」他亦指，對商學

院而言， 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確保畢業生具備所需的核

心能力，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香港發展智慧城市的展望

該會議的主講嘉賓為前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先

生，他向各國與會人士介紹香港政府建設「智慧城市」、

培育「智慧人才」、發展「智慧經濟」的願景。

香港具備強大穩健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建設施，令本港

得以成為區內樞紐。有見及此，政府致力推動多項政策

措施，著力於科技及創新。從小學開始，教育將以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合稱 STEM）及 STEAM（在 STEM

的四大範疇外加上藝術） 為核心，並讓學生掌握各行各

業所需的數碼技術。

帶動創新

政府建立香港科技園公司 ，希望將本港打造為發展創新

科技的樞紐。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先生在會

議中發表主題演講，認為香港未來的經濟不能單靠服務

業。

黃先生指，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有 93% 來自服務業，建

造業佔 5%，而製造業不到 2%。服務業本身並沒有問題，

但本港需要多元的經濟發展。在創意產業方面，本港雖

有相關的大學、商業機構及基礎設施，卻缺乏產量。

香港科技園公司自 2001 年成立之初，已有 542 間初創

企業完成培育計劃，目前 409 間仍在營運，當中有 4 間

企業於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上市。這些培育公司籌募

的資金在 2016/17 至 2017/18 年間錄得六倍的增幅。 

有香港及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及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

技園等大型新項目的推出，黃先生對本港前景十分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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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美好未來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 (EFMD) 總幹事兼首席執行官 Eric 

Cornuel 教授在主題演講中探討科技、商學院及社會之

間的關係。他親見隨著科技進步而來的負面影響，包括

不公平現象日益加劇，以及健康及私隱問題。

發展科技的風險為令社會壓力過大、大規模失業，以及

導致各年齡層的市民感到失望和憤怒。為避免這些後果，

Eric Cornuel 教授建議各商學院重新調整研究工作的方

向，著重透過研究成果履行社會責任。 

該會議的第三位主講嘉賓為國際商業機器（IBM）中國

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魏已倡先生，講題為「人工智能如

何改變商業及工作」。魏先生根據 IBM 的研究項目結果

及從公司與企業客戶合作關係中的觀察所得，深信人力

或機器的未來並非此消彼長。他認為科技能提升人的創

意，並認為未來的工作將以人類智慧為主，人工智能為

輔。

除了上述三位主講嘉賓外，會議共雲集了 16 位企業領

袖、專家講者和小組討論主持人。他們與參與者在多輪

互動討論中就科技發展對教育的影響分享看法、討論學

生在未來市場所需的技能，並於教育實踐方面交換意見，

以解決現實中的挑戰。

除了多場演講及小組討論外，會上亦有科大商學院及香

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合辦的研究工作坊，為期一天

半，參與者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 Jason Davis 

教授的指導下，探討多種個案教學法的歸納研究。

前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
楊德斌

香港科技園公司
行政總裁
黃克強

IBM 中國香港
總經理
魏已倡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
CEO 
Eric Cor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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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Insight@HKUST 
研究講座系列探討
決策之道

2018 年的 BizInsight@HKUST 午餐研究講座系列取得圓滿成果，講座的四個
主題均談及當今商業環境中的決策之道，內容引人深思，讓管理及行政人員了
解科大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科大商學院研究講座系列鼓勵參加者提出疑問、對結論

提出質疑，並列舉實例與參與者分享討論。這種互動是

該講座系列的特色，能夠為所有參加者帶來新思路，啟

發另類視角。

金融行為及投資組合管理

本年的第一場講座由兩位來自金融學系的 Utpal 

Bhattacharya 教授及鄭樹英教授主講，研究不同因素如

何影響金融行為和投資組合管理，進而講解一些可以避

免的心理學陷阱，以及可為私人投資者帶來較穩定回報

的若干策略。

 

Bhattacharya 教授是一位行為金融學專家，善於運用認

知心理學解釋不尋常的資產價格波動。他解釋，超市經

常將貨品標價為 6.99 美元而非 7 美元，是由於人們在作

出購買決策時，傾向於倚賴初步資訊（亦稱為「錨」）。

其研究乃基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的 1.3 億筆交易，得出大

多數股票市場的買賣均發生於數字稍高於或稍低於整數

時。

另一種非理性的做法見於台灣的股票市場：個人投資者

顯然偏愛數字「八」，而不喜歡數字「四」。投資者即

使在作出重要投資決策時，也往往受迷信影響，而不會

以事實和理據為主要考慮因素。 

鄭教授亦闡述私人投資者該如何向專業的投資組合經理

學習。他在著作《鱷口下的賺錢術》中曾有詳述，並建

議採取一種明智和理性的方法，以盡量增加收益及止蝕。

私人投資者應著眼於他們最了解的行業，在選股時應研

究基本面及至少三年的財務報表。以任何公司而言，毛

利率和現金流量淨額都是最有用的指標。 

在投資組合管理方面，鄭教授建議投資者放眼長線，在

過程中保持明智，不要「死守」某隻股票。 

創造力及有效的合作

第二場講座著重探討職場創造力及有效的合作，從而提

升個人及整體的表現及生產力。管理學系的龔亞平教授

簡單講述了在工作環境中提升或削弱員工創造力的關鍵

因素，並指出很多公司可能會將「創新」視為三大首務

之一，但往往由於架構、策略或實施方面的問題，導致

大量創新意念在落實過程中夭折。  

公司所面對的難題，在於營造有助員工充分發揮創造力、

促進有效訊息傳遞的工作流程和工作環境。他建議公司

考慮三項關鍵的推動因素：內在動機、創造力，以及累

積必要的專業知識和行業知識。此外，公司若積極鼓勵

員工發揮聯想力、跳出慣性思維，就能夠幫助員工以新

的角度思考舊有問題，大大提升直覺。



Biz@HKUST 43

特
寫

Sam Garg 教授根據他對初創公司及矽谷思維的經驗，

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議題。他解釋了行政總裁與董事

會有時無法有效合作的原因，以及在管理行政總裁與董

事會的關係及充分發揮雙方優勢方面可能遇到的難題。

他認為創意固然重要，但公司也不能單靠創意盈利。創

業者若堅持己見、雷厲風行，可能會導致董事與管理日

常運作的人員「脫節」，高級顧問也往往會對企業造成

負面影響。 

Garg 教授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列舉了一些有助改善協

作、幫助公司作出更有效決策的措施。例如將制訂策略

的集思會濃縮在一項議程之內，以避免不斷開會，難以

集中制訂策略。此外，董事會成員應有明確的分工，讓

每位董事更能發揮個人的專業知識及提出可行建議，從

而切實地提升公司的表現及業績。

多元化及共融

該系列的第三場講座，從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探討另一

個主題。第一位講者是管理學系的周熾教授，講述性別

定型如何導致男女員工在職場獲得的評價有所差異。

根據香港 2016 年的人口普查，女性目前佔勞動人口的

51％，但在高級管理層中的比例仍然不多，表明性別定

型和偏見依舊存在，並對性別平等問題及女性收入產生

顯著影響。傳統思想是當中原因之一，此外，公司在宣

傳、招聘等各方面，也不應因循守舊，對女性抱有成見。 

今時今日，管理人員若要充分發揮多元化團隊的潛力，

就必須承認這種情況的存在，並舉辦以「潛在偏見」為

主題的培訓等，同時敦促其他員工作出更妥善的決策。

David Daniels 教授就這項廣受關注的議題，根據矽谷的

情況探討投資者是否真正重視多元化。Google 和其他大

型科技公司可能曾表示他們重視多元化和共融，但來自

員工和其他渠道的意見卻表明，事實可能正好相反。 

他根據大公司近年來公佈人員多樣性水平關鍵公告後的

股票價格，以及市場相關數據，衡量投資者的態度。  

迄今為止，他並未發現多元化與業績之間存在穩定的聯

繫或因果關係，但董事會男女比例較平衡的公司股票回

報率、銷售額及投資資本通常都較高。  

Daniels 教授表示：「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

企業努力推動性別及種族多元化，只會造成局面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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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研究表明性別定型對僱主招聘員工時的偏好產

生影響，傾向聘用女性求職者，較獲聘的男性求職者多

13％。雖然網上就業市場的招聘過程通常不涉及面對面

的互動，但僱主對兩性潛在特定的看法，顯然會造成男

女求職者待遇的差別。 

僱主雖然會考慮多種啟發式因素，例如申請人的資歷、

技能、薪金要求和過往僱主的評價等，但他們也可以根

據姓名和相片推斷求職者的性別，而且往往傾向聘用女

性，原因是僱主認為女性員工較值得信賴、較具合作精

神。 

陳彥臻教授探討如何運用社交媒體在網上提升個人品牌

形象。這會對求職者、行政人員招聘程序和薪酬談判過

程有所助益，但有時也可能適得其反。有不少人十分重

視運用社交媒體進行自我宣傳，但這也可能予人自負、

自戀、自吹自擂的印象，未必有助交朋結友及影響他人。

在學術研究中，學者面對的難題在於如何量化這種個人

品牌的價值，並評估僱主和其他同行會否低估或高估其

價值。

網上求職市場

最後一場演講就另一個議題展開探討，內容主要圍繞互

聯網發展如何影響網上求職市場（OLM），以及社交媒

體如何塑造個人品牌的概念。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的王靜教授指出，網上

求職市場的工作目前已涵蓋軟件及網絡開發、多媒體及

行政支援、營銷及市場推廣、撰稿及編輯，以及標誌設

計等範疇。 

公司的招聘程序及之後的工作分配程序都透過網絡完

成，而隨著僱主意識到外判工作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優

勢，網上求職市場正在迅速發展。 

有志從事兼職工作、訂立一次性合約或從事長期工作的

勞動人口正迅速增加。他們認為該市場的優點在於具較

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這亦對社會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在 2020 年後，該市場料將發展成為市值 230 億美元的

跨國產業。 

2018 年 3 月 1 日
主題：
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金融行為
和投資組合管理？

2018 年 3 月 14 日
主題：
職場的創造力和
有效合作

2018 年 4 月 18 日
主題：
多元與共融

2018 年 5 月 9 日
主題：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
如何影響網上求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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