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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探討顛覆變革

24 德勤中國主席蔡永忠

未來的工作和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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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銀行職場保持優勢

32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鄭惠貞

未來就業技能

34 未來人才議會高級副總哉 John Flato 

為數碼年代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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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科大商學院管理學系教授龔亞平 48 案例比賽·屢摘桂冠

科技與未來就業：未解之謎

50 彰顯核心價值
39 科大商學院鏜濟學系教授朴之水

中國與全球就業市場前瞻
52 新中心開幕·傳承啟導文化

42 Microsoft 香港人力資源總監許珮雯

擁抱數碼年代的思維和技能 54 發掘不同思維

46 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 58 加強聯繫．共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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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大商學院與環太平洋大學協會

這項研究旨在分析數碼型經濟如何影霽未來

工作、解 決經濟風險．以及引發包括決策者

和社會領袖等各界人士更廣泛的討論。今期

內容將介紹是次合作的成果·我們與 APRU

的合作只是探討有關議題的閬始．日後雙方

會繼續以不同方式研究科技對未來就業前景

的影瓣。

我們訪問了多位政商界領袖·包括香港行政

會議召集人 陳智思先生．他提儘將更現代化

和創新的教學模式引入學制．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博士就香港勞動人口應以什麼方

式適應未來的環境分享意見．香港青年協會

高級顫問王葛鳴博士則闡述未來青年應具備

的技能。

今期有三篇專訪探討有關商界人士的看法。

徳勤中國主席蔡永忠先生講解 科技如何重塑

會計及審計行業· 亞銀國際金融集團行政總

裁梁建文先生概述科技對金融服務業的影

瓣．而我校校友微軟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資源

總監許珮雯女士則分享科技巨擘微軟的觀

點。

珥
鬮
雲
閼

新－代數碼科技應用對各經濟層面影響深遠，

今期《Biz@HKUST》探討這些發展趨勢如何

影響未來就業市場。

其他專業團體亦積極研究過渡數碼時代所需

(APRU) 就相關議題展開合作。APRU 在 的策略。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鄭惠貞

環太平洋區擁有50所成員機構·我們與 女士談及我們應如何保持和提升就業能力；

APRU 的合作項目成功邀請了多國學者合力 總部位於斯德哥爾廢的未來人才議會(Future

編撰 (21 世紀亞太地區工作轉型）研究報 Talent CounciO 高級副總裁John Flato 則分

告。 享海外經驗所帶來的啟示。

誠然．商學院多位不囘專業的學者罔樣關注

這項議題·當中因位教授毅自撰文章分享見

解。龔亞平教授解釋新科技的興起如何削弱

某些技能的價值和帶動其他技能的需求· 朴

之水教授分析科技對內地及其他國家就業市

場的影霽．玉靜及陳彥臻教授分享互聯網如

何影瓣求職者策略等有關網上職場的現況。

我們亦訪問了三位傑出的國際學者及教育

行政人員，苞括耶霫大學 Edward Snyder 

教授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CEIBS) Dipak 

Chand Jain 教授 和喬治亞州立大學 Arun

Rai 教授。在他們訪港期間．我們廣泛討論

數碼科技所帶來的影鬘．包括科技如何顛覆

社會、各行業 以至商學教育。隨著科技日漸

進步．我們可選擇以不囘教學模式提供荃礎

知識．為商學院提供空問提升自身價值．讓

諜程及學習體驗更能迎合不斷變化的社會和

經濟發展需要。

院長
譚嬴因教授

國団
保持聯薑

Blz@HK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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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的職位中有

目前尚未出現。 

資料來源：The Institute of the Future 發表的

《The Next Era of Human-Machine Partnerships》 

亞太區可行的
未來職場

隨著數碼變革，環球經濟面對極大轉變，今年年初科大商學院發表了一份
《亞太地區工作轉型》的報告，此研究成果源於科大與環太平洋大學協會 
(APRU) 學者團隊的一項跨國合作計畫。

自動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發展引起 21 世紀全球勞動

人口的關注和擔憂，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提醒大

家，即使預料科技發展的步伐將進一步促使人工智能更

廣泛地模仿人類的認知能力，但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就業

機會會因此減少。「始終新的工種會出現，所以不必過

份擔心。」譚教授說：「根據 Institute of the Future 的

一項研究估計，2030 年的職位當中有 85% 目前尚未出

現。」

根據國際研究調查，大眾認為科技對就業的影響整體而

言是憂多於喜。譚教授於 3 月 11 日在新報告《21 世紀

亞太地區工作轉型：重點政策影響》的媒體發布會上表

示：「始終某些職位被機器取代的可能性相當低，尤其

是需要同理心或與人接觸的職位。中小學教師正屬於這

範疇，但從事重複體力或認知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被

取代的機會則相對較大。」

另一方面，將來可能會缺乏新職位所需的人才和技能。

譚教授指，數據分析、網絡安全及金融科技等領域在香

港已出現人才短缺的情況。

日新月異

未來工作轉變的新趨勢已呈現，我們可預期資訊科技急

速發展，標準規格化及科技的應用會持續在全球發生。

資訊科技的種種變化將改變工作人口的生活模式，並繼

續影響亞太區經濟的社會和文化面貌，新的工作文化及

社會價值觀亦會出現。

亞太區領袖必須推動中小學的科學、科技、工程、藝術

及數學 (STEAM) 教育，以促進 21 世紀的技能培養。譚

教授說：「此外，科大等學府應推動跨學科學習，將真

實生活個案及問題帶入課堂。」 

技能轉移

然而，我們必須面對當前的危機，自動化帶來的影響因

行業而異，例如勞工市場的技能轉移會導致高技術工人

與低技術工人的收入出現落差。

譚教授表示，我們必須明白，年輕一代通常較能掌握科

技，而同時香港人口正逐步老化。「因此，我們需要再

培訓失業人士，鼓勵他們積把握終身學習的機會。」

65% 85%
現時小學學童中有

將從事新工作，這些工種目前尚未出
現。 

資料來源：2016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

未來新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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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該報告

向高等教育機構、政府
單位和各行業領導者
提出的政策建議

機器會取代你的工作嗎？
Check it out at: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缺乏人才和資金採納新科技的企業（尤其是小型企業），

在數碼轉型的過程中將處於弱勢。他們很可能被市場淘

汰，導致員工失業，令經濟欠缺多元創新的動力。許多

亞太經濟體以製造業為主，加強科技層面的發展，有助

從勞動力密集的經濟體過渡至以科技主導的經濟體。 

攜手合作  彰顯亞太實力

環太平洋大學協會秘書長 Christopher Tremewan 博士表

示：「環太平洋大學協會是一個匯集 50 所頂尖研究型大

學（包括科大）的組織。透過這項研究，我們希望促進

政府及業界領袖之間的討論，合力找出解決方法，以應

對未來工作的挑戰。我們需各經濟範疇的專家分享見解，

為所有人發掘機會，方能體現亞太區的優勢。」

環太平洋大學協會總監（政策及專案）Christina 

Schönleber 女士說：「我們希望研究此議題對亞太區

的影響不僅著重於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更要探討自動化

及人工智能為未來工作帶來的機遇。」參與這份報告的

學者來自環太平洋大學協會及其合作機構共七間學術單

位，他們代表亞太區（包括澳洲、香港、日本、韓國、

菲律賓及新加坡）不同的觀點與角度，然而其相輔相成

的研究針對特定議題及方案，為此重要的議題提供全面

分析。

展望未來

Tremewan 博士表示，這份報告是整個系列研究的一部

分，在公共政策方面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環太平洋

大學協會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確保需要人工智能的人獲

得裨益，而不是只有負擔能力的人受惠。他提出：「有

方法鼓勵公司挽留及再培訓員工而不直接解聘嗎？大學

是否能確保人工智能的益處能夠公平地分配？」

  

Schönleber 女士鼓勵政府及大學一起檢閱終身學習的政

策。她稱：「在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終身學習與未來

的工作高度相關。」她提及目前正在向外宣傳此研究報

告的結果，促進各界對話與交流。「我們將在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當中，以及今年參與智利聖地牙哥亞太經合組

織會議的領導人，介紹這份報告的內容及成果。」

針對有機會被取代
工作的勞動力，提供

重新發展技能及
提升能力

通過機動型勞動力
(workforce mobility)

和移民政策滿足
技能需求

善用社會褔利解決
日益擴大的收入

不均問題

投資科技、創新及
創業的基礎設施，

提升市場的反應能力

透過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 (STEM)
教育和教師培訓，
培養創新型勞動力

Ms Christina SCHÖNLEBER

Dr Christopher TREMEWAN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提高適應能力   應對未來挑戰

為莘莘學子提供具體的就業建議已日趨困難。鑑於數碼科技

發展迅速，無人可以肯定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後哪類工作

仍能屹立不倒。即使未來有某些符合經濟效益的工種仍然存

在，機器又是否能取代人手，以達致更高效和更省成本的效

果呢？此外，誰能預測將來會出現哪類新工種、職業及行業？

為探討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多位來自香港及海外商界、政

界、專業團體及其他機構的領袖。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我們所需的人才不僅要具備廣博

的科技知識，還要擁有一些機器難以模仿的人類技能，例如

想像力和同理心。

要適應新的工作模式，政府、企業及教育機構必須為下一代

作妥善部署，投放充裕資源，教授他們各類硬技能和軟知識，

並向年長僱員提供再培訓，令他們可從傳統行業轉型。誠然，

成功與否仍取決於個人及社會各界的應變及適應能力。

Looking into

職場未來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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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迎難而上
的香港

行政會議（香港最高決策機構）非官
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分析香港需要如
何裝備及部署，才能令社會各階層迎
接未來新的就業環境。

陳智思不僅是商人和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也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多個社福機構的組織）的

主席。在數碼技術仍未推動經濟變革前，陳智思已深切

關注弱勢社群的困境及香港社會所缺乏的凝聚力。他在

公共服務中發揮積極角色，反映了他對福利、生活質素

和教育這三個社會政策領域的關心。

香港的應變能力

陳智思認為，對於本地企業、員工和政策制訂者來說，

要適應自動化及數碼產品和服務湧現的新環境將會是一

項挑戰，但這挑戰是可以克服的。

他指出：「隨著中國開放，香港人過去數十年透過提供

中介和市場買賣活動服務賺取不少「快錢」，某些行業

因滿足於現狀，可能未為創新或新競爭帶來的變化做好

準備。」

他認為，政府雖然肩負鼓勵新技術開發和應用的責任，

但卻要更積極解決香港太安於現狀的問題，他以既得利

益者較抗拒新競爭為例。

他認為，目前失業率低於 3%，香港不太可能在短期內

面臨重大失業危機。「然而，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等

對勞工市場的影響仍存在極大爭議。一旦確實科技發展

導致香港出現失業問題，社會大衆自然期望政府採取行

動。」

就業前景

陳智思表示，本港整體就業前景明朗：「越來越多工作

需要運用數碼和自動化工具；大灣區的發展將令工作地

區變得更有彈性；對退休年齡和僱用長者的態度將更寬

鬆。」

陳智思自 2008 年起擔任香港 36 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

讓他更深入明白中央致力讓香港更緊密地融入大灣區經

濟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理論上，減少大灣區的多個屏障應可顯著提高生產力

和效率。參考紐約市周邊地區（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

涅狄格州）如何形成緊密相連的區域經濟就清楚明白箇

中的價值。」

陳智思承認政治和文化的差異仍會存在，但期望某些行

業（如技術產業）有更多跨境合作的機會。

迎接未來

雖然陳智思不確定新經濟究竟需要哪些具體技能，但他

認同無論如何，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 (STEM) 學科

的知識及創新思維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認為，改善本地教育體系可更有效地培養這些技能，

亦有助收窄香港的貧富差距，否則隨著傳統就業模式改

變，這個差距將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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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公立學校在某些方面相當傳統保守。他們教授

基本技能很稱職，但也許我們需要更多樣化的課程和教

學方法。」

陳智思指，私立國際學校很受一批有負擔能力的父母歡

迎，本地公立學校又可否提供類似的學習體驗？「我們

還需了解如何才能提升職業先修和成人教育機會，這些

機會應以新經濟還是舊經濟為基礎呢？」 

至於人口問題，他認為協助長者繼續就業不僅可改善他

們的健康，令他們更快樂，更有利於整體經濟。

「我們應以更靈活的態度對待人口老化和退休問題。如

60 或 70 多歲的長者仍處於活躍狀態，並願意工作，社

會應給予支持。」

他稱，人口老化問題最明顯的解決方法是延長工作生涯。

鼓勵僱主挽留年長員工（無論是兼職抑或擔任導師）。

此外，由於積極生活有利身心健康，長者亦應透過義工

或其他活動等方式貢獻社會。

然而，陳智思認為，香港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變為一個更

適合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如果香港希望吸納未來經濟發

展所需的海外人才，這個轉變是必要的。

「我們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優良的企業、廉潔的政府、

健全的法律體系及低稅制，但生活質素方面卻有落後之

虞。」

他說，空間不足並非資源問題。「一直以來，香港都以

商業為主，相關的政策制訂和整體社會都倚重商業發展，

但從最近的規劃和福利政策上，你可以看到這情況正在

轉變中，而且正循序漸進地轉變。」

我們的公立學校在某些方
面相當傳統保守。他們教
授基本技能很稱職，但我
們需要的是更多樣化的課
程和教學方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代表

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

亞洲金融集團總裁

陳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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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萬變
的世界

現任香港勞工及褔利局局長羅致光博
士，肩負香港人力資源規劃、職業培
訓及再培訓等公共政策重任。過往本
港勞動人口靈活多變且適應力強，羅
博士希望在政府的支援下，香港勞動
力在往後的數碼年代仍能保持優勢。

羅致光於 1981 年至 2017 年間在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

會行政學系任教。他加入政府約兩年，之前亦曾擔任多

項公職，積極推動社會事務。

他的豐富閱歷，使他可知往鑑今。就著經濟轉型可能會

令低收入人士或非技術人員難以應付未來的挑戰，生計

受影響，回顧香港在 80 年代經歷轉型的經驗，他相信本

港將面對一段適應期，當中雖暗藏危機，但只要懂得提

防，前景仍見樂觀。

汲取教訓

70 年代期間，逾一百萬名港人從事製造業，約佔整體工

作人口約四成。本地企業乘着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將工

廠遷往內地，不少失業工人則逐漸轉至服務及零售業工

作。

羅致光指出：「然而，由於勞動人口過剩，這些工人多

數難享大幅加薪。雖然本港經濟持續增長，他們的收入

與生活質素於過去二十年間沒有很大改善。我們應從中

汲取教訓。」

同時，他認為本港的經濟基礎太過狹窄。「當我們期望

本港的經濟結構更加靈活時，我們亦需要朝着經濟多元

化的目標發展。」

培訓與再培訓

根據科大與環太平洋大學協會合作的《21 世紀亞太地區

工作轉型》報告，其中一項主要建議為「支援工作有機

會被取代的人重新發展技能及提升能力」。

羅致光指出，本港一向朝這方向做了不少功夫。他說，

逾半數報讀僱員再培訓局課程的人士均超過 50 歲。「我

們亦看見愈來愈多中年人士意識到有學習新技能的需

要，遂開始修讀深造學位課程。」

他稱，政府積極鼓勵市民終身學習和把握持續進修的機

會。「例如，政府已增撥資源，優化持續進修基金。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每名申請人的持續進修基金津貼金

額上限已由 10,000 港元提高至 20,000 港元，申請人的

年齡上限則由 65 歲提高至 70 歲，同時亦取消了一些以

往的限制。」

羅致光指出，私人公司在人才培訓方面亦扮演重要角色，

令其僱員可以更迅速掌握新興技術，例如區塊鏈等。然

而，他指 98% 的本地公司均屬中小企。「這類公司僱用

少於 50 名員工，且一般不太熱衷為員工提供培訓，缺乏

培訓員工的意慾，部分原因是本地員工的流失率高。」

如果一間公司本身的業務模式因科技發展而未能持續發

展，政府亦難以推動這類公司由某一行業「轉營」至另

一行業。「因此我認為應該為需要轉業的工人作出再培

訓，使他們求職上更加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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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褔利局局長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

前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前立法會議員

當我們期望本港的經濟結
構更加靈活時，我們亦需
要朝着經濟多元化的目標
發展。

羅致光博士

如何締造美好將來

羅致光指出說：「即使科技進步，我們現時的經濟仍主

要依賴服務業，所以我不擔心本港的就業人數會突然大

幅下跌。這只是市民如何調整和適應的問題。」

他舉例，各行各業需要管理人才，而許多管理技巧通用

於不同行業。「只要新興行業的性質差異不大，市民仍

有機會調整和適應。」

不只如此，羅致光相信，科技最終會創造而非淘汰就業

機會。他認為，時下的人無法想像新科技、新市場及新

平台所創造的就業模式。他進一步預測，藝術及文化就

業需求將會上升，理由是人類始終需要在精神層面上追

求更大的滿足感。

  

儘管羅致光承認數碼化及自動化會促使大多數行業需要

革新，他仍然相信，並非所有消費者會願意改變他們的

行為習慣。「請不要忘記，大部分經濟發達國家正面臨

人口老化問題。老化人口需要適應科技的步伐會較慢。」

有見於不少年過 65 歲的港人仍然只使用固網電話，他相

信即使有虛擬銀行，傳統銀行不會在一夜間消失。「虛

擬銀行將會為未有在傳統銀行開戶的新客群提供服務。」

他稱。

羅致光相信，本港在制定政策裝備未來的勞動人口時，

需要考慮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地理方面的現實因素。

他認為，本港位處大灣區，地理佔優，事實上相當有利

於本地發展。

「市場擴大將可令勞動人口更流動。即使某一城市的工

人失業，他們仍可在區內各地尋找機會，應徵合適的工

作。這至少可以紓緩部分收入不均問題。一些本港不再

需要的技能仍於其他城市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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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學習 －
科技知識與
生活技能

香港青年協會 ( 青協 ) 高級顧問王䓪鳴
博士認為，無論生活在哪個年代，人
們總需要適應環境，並尋求新的技能
和處事方式。王博士曾於包括青協等
多個公共服務機構、企業和咨詢組織
擔任不同要職，貢獻社會。

科技、人口發展新趨勢和不斷演變的社會風氣等因素，

正迅速改變傳統的職場及工作。種種跡象顯示，這些改

變將會持續。

若僱主、教育工作者和相關人士有先見之明，準備充足，

我們亦毋需杞人憂天。

王䓪鳴說：「當前勞工市場的變化非常明顯，但我仍抱

樂觀態度。人類總能適應新的發展趨勢，但要達此目的，

教育不可或缺。我們必須了解市場所需的畢業生和技

能」。王博士曾於不同公共服務機構出任公職，往績卓

著，在教育方面，她是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顧問委員會

成員，亦曾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她指出，科技進步的影響明顯，當中數碼化的發展令資

訊更流通，有助提升營商效率。

顯而易見的風險  

然而，年輕人及一般上班族的生活很容易被科技「支

配」，令新一代需承受真正的風險。因此，廣大教育工

作者和導師必須設法取得平衡，教授他們如何有效地使

用和「掌控」高科技工具和系統，使他們能夠應付新挑

戰，並掌握應有知識來施展所長。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為新一代繼續培養五項重要的非技

術技能。這些技能的精髓是不變的，掌握它們可令年輕

一代更易適應環境，受尊重，並可繼續朝正確的方向發

展。

「這五種技能正是市場所需，具備這些技能，意味你可

在不同崗位上都可發揮所長，並在職場上靈活發展。每

位僱主都在物色具備這些能力的年輕人。我認為這局面

是不會改變的。」

首先，你需要累積基礎知識，既要精於一門學科，又要

博聞，且要積極學習新知識。這是擔任所有崗位的基本

要求。

此外，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也非常重要。許多人以為在

社交媒體平台上人脈廣闊，或經常使用即時訊息工具便

代表擅長交際。然而，王䓪鳴對此不以為然，強調全方

位改善社交技巧是必要的。

「現今，香港人的溝通技巧非常薄弱，很多學生無法清

晰地書寫英文，或以英文表達己見。許多僱主表示，甚

至有不少 [ 求職者 ] 不懂撰寫求職信，更遑論能寫出文法

準確的句子。」

加強溝通技巧

要解決這問題，我們可讓學生及早適應職場。她建議大

學除了可設立語言中心外，還應為大一學生安排必修課

程，以提高他們的書面和口語溝通技巧。

「年輕人可能有很多想法，但他們缺乏自信，怯於表達。

我發現不少人在說話時不願與人作眼神交流，這也反映

他們欠缺基本和良好的社交禮儀。我認為年輕人太擔心

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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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補充，新科技發展或意味著未來的工作類型與現時不

同，但具備這五種技能的人總能順利適應就業環境。

王䓪鳴還認為，大學和學校可以在幫助學生規劃人生時

作更多準備，使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優勢之餘，還可

以知道市場需求。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切實評估不同的

就業前景和期望。

「一直以來，我們都致力爭取教育普及，但到了求職時，

錯配的問題往往會出現，因此，我們應推出再培訓計劃，

將職業技能的標準提升至大學水平，並利用大數據來了

解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這一切正在進行中，但速度和

效率還應進一步提升。

香港青年協會高級顧問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   

前行政及立法局議員

王博士自 80 年代以來一直服務

非牟利機構青協。青協在最近出

版的刊物中，亦探討年輕人未來

所需的技能。

我們需要以新的態度迎接
新科技年代的來臨。」

王䓪鳴博士

「我非常關注溝通水平不斷下降這現象，並認為學校及

大學機構應有所作為，大膽爭取『社會平衡』，避免只

讓科技主導。我們還應在新科技年代發展新作風。大學

及學校應關注學生發展，讓畢業生同時具備所需的知識

和相應技能，以便他們能夠順利就業。」

最後，王䓪鳴還將創新、創造能力及解難能力視為所需

的五種技能。她認為應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互動學習，讓

他們多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而非只堅持傳統的單向授

課方式，因為老師並不一定較學生博聞。

「現今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學習方式；經實驗及探索後，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每件事都有

是非之分。我們必須鼓勵年輕人在思考時跳出固有框架，

而不僅是為了通過考試或擬出更亮麗的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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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探討顛覆變革

今年初三位國際知名學者訪問科大，並就未來全球就業情況分享意見。他們探
討的議題廣泛，包括可能出現的新「人機關係」以至商學院在未來發展過程中
能發揮的作用。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盧英德院長兼經濟與管理學系 William 

S Beinecke 教授 Edward SNYDER、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CEIBS) 歐洲區院長兼市場學教授 Dipak Chand JAIN，

以及喬治亞州立大學羅賓遜商學院 Regents’ 教授 Arun 

RAI 參與有關討論。

被取替還是提供支持？

Arun Rai 教授首先將數碼科技可能產生的影響分為三

類。

「我們將看到 AI 基本上在某些方面可以取代人手工

作。」他指出製造和服務業將受此影響，因為這些行業

的投入和產出都明確劃分，且工序重複。

  

第二，AI 將充當顧問來增強人類的能力。Arun Rai 教授

解釋，醫療診斷錯誤的其中一個主因就是醫生在診斷病

情時太過倉促。「AI 系統會在這種情況下向醫生提出異

議，並向他們提供額外的意見。」

 

最後，人機合力執行較為複雜且需要協作的工序。「一

個代表例子是，即使醫生不在場，他也可與機械人合力

進行機械人手術。」醫生可遙距指導機械人來完成手術。

但 Arun Rai 教授指出，尋求最有效的人機協作方式是現

時最大的挑戰。「機器可能無法觀察到細微差別，加上

人類勝在有創造力。但我們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方面則難

與機器匹敵。」

他認為，儘管科技進步將會催生新行業，為市場提供新

的就業機會，但在未來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仍會出現暗湧。

顛覆社會傳統

即使 Edward Snyder 教授有信心數碼科技進步最終會令

社會得益，但他仍憂慮未來市場會存在不少暗湧。他相

信幾乎各經濟層面很大可能會因科技發展而轉型，所造

成的社會震動將遠超最初的工業革命時代。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CEIBS) 歐洲區院長兼市場學教授

前任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 兼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院長

Dipak Chand Jain 教授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盧英德院長兼經濟與管理系 William S Beinecke 教授

前任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兼維珍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院長

Edward Snyder 教授

喬治亞州立大學資訊科技供應鏈與流程創新 Regents’  Mack Robinson Chair 教授兼資訊系統 James A. Harkins III 教授

Arun Ra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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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的角色

Dipak Chand Jain 教授曾擔任凱洛格管理學院和歐洲工

商管理學院 (INSEAD) 院長。他預料數碼革命將會對商

學院的教學模式產生重大影響。他建議，學生在正式入

學前可先在網上報讀會計及經濟等精心設計的課程。這

樣，他們上課時便可專心學習批判思維等只有人類才能

教授的課題。

「我們身為教授，需要推動學生發展新思維和推理方

式，」Dipak Chand Jain 教授說。雖然就學時間可能會

縮短，但商學院也可以推出更多學生互動的課程，例如

專題研習和實地考察。

與此同時，他表示，未來面臨最嚴峻挑戰的將會是教授，

而非學生。「現今學生要求一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互動

模式，這令我們較難適應轉變。我們已經習慣了特定的

教學節奏和方式。教職員需要比學生接受更多的培訓。」

Edward Snyder 教授也曾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維珍

尼亞大學商學院院長。他指出，「商學院」一詞經已過

時。「我們確實在教授更有用的商業知識，但我認為『領

導能力』和『管理』的描述更為準確。」 

他補充說，管理教育之所以出現，一直是因為人類本身

會競爭亦會合作。「今時今日，機器既是我們的競爭對

手，又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不過，這三位教授均認同一點，就是他們所教授的基本

知識在未來並不會有太大變化。

「我們仍會教導學生如何思考，」Dipak Chand Jain 教

授解釋。「教導他們如何充分學習他人長處，因為未來

互動部分將會更加重要。我們還會教導他們如何釐清雜

亂無章的問題。」

Arun Rai 教授最後強調，他和他的同事或會面臨最嚴峻

的挑戰是：「我們如何培育學生即將需要的能力？」

他指出，西方國家左翼和右翼陣營之間的政治分歧，已

逐漸被「與時俱進」和「落伍」之分所取代。「與時俱

進的人士可以適應科技變革和全球化趨勢，他們相信自

己可在新時代事業有成，但落伍的人會認為自己在經濟

和社會上都會面對威脅。」

Edward Snyder 教授擔心的是，隨著 AI 和自動化的影響

力越來越大，更多人將會落伍。他指出，全球化趨勢、

精英主義、科技變革及破壞基本價值觀和自我價值的問

題，已在全球引起強烈的不滿。此外，美國和許多歐洲

國家一方面對移民問題表示憂慮，另一方面亦擔心科技

對就業市場構成影響，恐怕兩者交織會加劇社會不穩的

局面。

「我認為越來越少國家支持市場經濟（一種組織經濟活

動的方式）。我不知道哪種制度會取而代之，也不知道

這會帶來甚麼影響。 但支持市場經濟的前提必須是為大

多數人謀求福祉。」

科技進步和全球化會把
人分類，『落伍』的人
會認為自己在經濟和社
會上都會面對威脅。

我們已經習慣了特定的
教學節奏和方式，教職
員需要比學生接受更多
的培訓。

某些行業的投入和產出
都明確劃分，且工序重
複，人工智能 (AI) 基本
上就能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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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工作
和辦公空間

踏入會計及專業服務公司德勤位於香
港太古廣場的辦公室，眼前寬敞的共
享辦公空間和開放式設計確實令人留
下深刻印象。德勤中國主席蔡永忠認
為，上司與下屬各自埋頭苦幹工作的
年代已成過去，互動交流才是現今數
碼年代的趨勢。 

相比過去，現代管理層與下屬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高層也會走出舒適的辦公室與下屬打成一片，共同奮鬥。

按照職級分隔設計的傳統辦公空間經已過時，目前職場

主流是倡導平等原則的團隊文化。

科技進步是促成此變革的其中一個主因。蔡永忠解釋：

「隨著科技、互聯網和網上工作團隊等概念興起，在美

國及歐洲等地，許多員工根本不必到辦公室上班。我們

希望在這方面的發展領先同業 ，因為人才是我們最重要

的資產。」

德勤的企業文化和工作環境確實能與時並進，並保持領

導地位。蔡永忠說：「我們必須改變辦公的環境，以適

應市場最新的趨勢。」

即使資深的同事也需要適應和接受現今更具彈性的工作

環境。「今時今日，知識不斷推陳出新，舊有知識一旦

不敷應用，難免快速貶值，最終便會被棄如敝履。」

團隊協作，輔以開放和具彈性的工作環境，比起以往更

加重要。我們相信，這可以吸引更多千禧世代的人才，

因為他們大都喜歡靈活的工作模式。

顛覆傳統

科技進步推動變革，也令會計及審計行業轉型。過往我

們以人手整理記錄及翻查資料。今時今日，我們只需點

擊一下按鈕便可獲取所需資訊。人工智能、自動化、機

械人、區塊鏈、雲端運算及數據分析的興起，意味會計

界的角色亦需要作出轉變。

「現在所有資訊皆可透過物聯網相連，所以專業人士需

要仔細洞悉，以解讀數據、資訊和趨勢。我們現今更重

視為客戶提供人性化服務。」蔡永忠強調在這趨勢下，

專業人士更需要共同協作並發揮團結合作精神。

他表示，德勤的同事現時投放更多時間進行大數據分析，

從中探索不同趨勢、例外情況及過往不容易察覺的事件

端倪。他補充道，科技為業界帶來許多裨益，同時也會

顛覆傳統。

過去數年，企業不靠技術取勝，反而有賴實力雄厚的業

務夥伴才得以成功。他解釋，阿里巴巴及蘋果等科技巨

擘之所以與德勤建立合作關係，是因為德勤能為客戶提

供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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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會計及顧問公司亦會重新為自身角色和服務定位，

以迎合市場上新晉企業的需要，及配合人工智能和其他

先進技術在各行各業愈趨廣泛的應用。

迎接數碼年代

只要敢於突破，機遇依然無限。德勤的業務已涵蓋財務

諮詢、風險諮詢及管理諮詢，更有一小團隊以共享工作

空間供應商 WeWork 的辦公室為基地，針對提供與區塊

鏈技術相關的諮詢服務。

另外，德勤於三藩市成立了 Center for the Edge，專為

新企業發展提供原創研究和實用建議。其研究結果指，

一間公司成功與否取決於其處理網上各類 Knowledge 

Flow ( 知識流 ) 的能力。

蔡永忠表示，德勤聘用許多精通數碼科技的畢業生，當

中包括享受 WeWork 辦公環境、遙距工作、靈活工作模

式和彈性工時的系統工程師。「我們重視多元的技能、

經驗及知識，而我們大部分的團隊成員將會是千禧世代

出生的青年人。」 

我們現今更重視為客戶提
供人性化服務。

德勤中國主席

香港會計師公會、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計師

前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

蔡永忠

在招聘人才方面，他指出具備科技知識雖然在求職上有

明顯優勢，但求職者的個人特質亦相當重要。他稱這些

個人特質為軟技能，包括溝通和人際技巧，而團隊協作

和充份發揮智能機器的能力更是尤其重要。

當然，紮實的教育基礎也是不可或缺的。但蔡永忠說如

應徵者具廣博學識，那他不論是否商科出身，都可獲優

先考慮。

「我們不僅要招聘商學院裡最優秀的學生，也期望獲得

工程和理科的人才，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羅致文科畢業

生。有趣的是，只有中國及亞太地區的員工才多數是商

科畢業生。」 

「德勤英國有部份合夥人和同事是工程出生的，加入德

勤後才學習會計專業。今時今日，我們的客戶來自各行

各業，具備不同的知識背景肯定是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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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銀行
職場保持優勢

科技影響各行各業，對銀行和金融業
的影響更加明顯。熟悉資訊科技，兼
從事金融服務業多年的亞銀國際金融
集團行政總裁梁建文，與年輕一代分
享在新數碼年代如何保持競爭優勢。

對於網上銀行交易的普及、虛擬銀行、無現金社會和生

物識別認證等帶來的優點或缺點，銀行客戶和普羅大眾

也許各有各的看法。 

但我們皆知道，在新一輪科技發展的推動下，業界將面

臨更大的變化，步伐在未來數年會明顯加快。

亞銀國際金融集團行政總裁梁建文表示：「銀行和金融

服務業是各行各業中最受先進科技影響的行業。金融機

構現時不可能在沒有科技或電腦支持的情況下提供服

務。科技最新的發展將會加速推動變革 ，並進一步優化

銀行和金融服務業。同時，由於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使

用金融服務，因此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會受其影響。」

他認為，行業的轉型有助推動業內人士加強合作和創新，

箇中影響不容忽視。

現今銀行和金融服務互相聯繫。事實上，香港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正積極倡議開放銀行業務。這除了令各大

銀行間加強合作外，還可使它們和其他非銀行企業共同

合作，提供與金融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再者，金管局去年發布的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API)

有望鼓勵和便利更多公司跨行業合作。

運用創意

梁建文談到想像力時指出，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生

物識別認證和區塊鏈等新科技湧現，成功鼓勵合資格的

專業人士發揮創意，提出以新科技主導的商業模式和解

決方案。

「客戶現在只需用『一隻手指』便可完成銀行交易或股

票買賣，甚至還可自行設計用戶界面。 對於任何有想像

力的人來說，萬事皆可能。但這也意味著，業界人士如

想為未來的就業環境作好準備，就必須密切關注業界及

科技的最新發展。」 

隨著金管局發出香港首批虛擬銀行牌照，梁建文建議我

們留意市場三個主要趨勢。

第一，金融服務將會更為普及。香港將出現八家以數碼

平台為主體的銀行，為原先未能充份利用銀行服務的本

地居民和公司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產品和服務，例如可

透過手提電話申請個人貸款或虛擬信用卡。

第二，數碼科技越趨創新，創造更多銷售和服務渠道，

而令客戶熟悉產品服務和滿足客戶需求的方式也會更多

元。第三，傳統銀行與希望「改革」的虛擬銀行之間的

競爭將愈趨激烈。

需求不斷變化

鑑於上述轉變，梁建文認為業界對人才的需求將大致保

持穩定增長，但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將更加殷切。

「我預計業內的淨就業人數將會微升，但同時也會出現

工作類別的改變。例如，市場對櫃員、資料輸入員、直

銷人員和後勤員工的需求將會減少，因為許多例行和重

複的任務將以自動化方式處理。此外，不太熟悉新科技

的年長員工將面臨更多挑戰，他們可能難以過渡。」

與此同時，市場趨向自動化，「決策科學」、「人工智

能投資顧問」等大行其道，意味著企業需要更多專業人

士來為電腦編寫程式和「訓練」機器人。僱主還需要聘

請相關人員來管理系統、釐清法律責任、商譽和信貸等

種種科技引起的風險。凡此種種均離不開「人類智慧」

(Human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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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文在總結年輕一代應學的技能時，提出了 ABCD 一

詞，即年輕人大致上應要學習的範疇，當中包括人工智

能和分析 (AI/Analytics)、生物識別和區塊鏈 (Biometrics/

Blockchain)、網絡安全和網絡互聯 (Cybersecurity/

Connectivity)、數據挖掘和數碼認證 (Data Mining/

Digital Certification) 等。

「新一代職場人才還需具備『CORE』技能，」現任香

港銀行學會金融科技委員會主席兼前香港電腦學會會

長梁建文稱。「『CORE』一詞代表熱衷探究新事物

(Curious)、抱持開放態度 (Open-minded)、具備冒險精

神 (Risk-taking) 和投入工作 (Enthusiastic)。」 

他還指出，業界人士、政府和大學都必須各司其職，培

養未來勞動人口所需的能力和技能。

正確的教育總能為未來社會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因此，

他鼓勵大學與相關行業加強合作，推出更多跨學科課程。

「我十分支持專業人士具備『雙重知識』，例如，修讀

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生亦可學習另一門學科，例如商業或

會計。我們未來將進入知識轉型的階段，數碼能力將是

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們將不得不重新培訓部分僱員，

鼓勵他們面對現實，適應轉變。」

我預計業內的淨就業人數
將會微升，但同時也會出
現工作類別的改變。

亞銀國際金融集團行政總裁

香港銀行學會金融科技委員會主席

前香港電腦學會會長

梁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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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應學懂靈活處事和適應
變化，不要劃地為牢，應放眼香
港以外的工作機遇。

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港人能夠靈活變通，應對全球競爭。

新科技時代已來臨，影響廣泛，對企業和業界人士既是

挑戰，也是機遇，而香港能否維持原來優勢則是一大考

驗。

誠然，當前的工業革命影響無遠弗屆，不論僱傭模式、

招聘方法、培訓需求、僱員期望，以至社會規範，也面

臨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此發展大勢，利弊交雜的情況勢必持續。故此，勞資

雙方不論身居何職，欲成何事，如要持續發展，使香港

繼續傲視國際，則必先為未來十年作充份打算。

舊時代一去不復返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鄭惠貞指出：「我們目睹科

技正取代個別工種，如低技術和製造業的重覆性工作職

位；其他如文書處理一類的工種或會同樣面臨淘汰。話

雖如此，事實上還有許多工作是電腦不能應付的，舊時

代已一去不復返，今時今日的僱員，只要具創造力、批

判思維和良好人際關係，仍大有作為。」

展望將來，鄭惠貞表示引起職場變革的因素不只科技。

人口變動無論在本港，還是世界各地，也是另一個重要

因素。為了應對人口變動的影響，我們需要投放充足資

源，作好準備。

在企業和政府的層面，負責資源規劃的人員須重點考慮

人均壽命延長和低生育率帶來的影響。與此同時，因應

勞動人口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面要致力創造相應

的就業機會，另方面可考慮外判、轉移工序至境外和自

動化等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務求兩者達致平衡。

「總而言之，培訓當今的年輕一代不能再依循原來的方

法。當我上大學時，社會普遍相信學校所教的技能在職

場可終身受用，現時年輕一代需要的技能不盡相同，我

們不應只向他們灌輸專門的知識，相反，他們應要學懂

靈活應變、人際交往、數碼科技，創意和解難等方面的

能力。」

她強調，培訓下一代不單是僱主的責任，社會各界亦要

同時付出。例如，新加坡政府也率先為當地市民提供再

培訓，使他們掌握新技能應付工作所需，並確保他們明

白學習新技能是十分重要。

「當然這並非純粹是技能提升的問題，他們的思考方式

及解難能力也要同步改善。過往香港長期實行填鴨式教

育，現在的學生要在創新和分析能力方面加強。他們必

須學懂靈活處事和適應變化，並且不要劃地為牢，應放

眼香港以外的工作機遇。」

面對現實

個別低技術僱員起初也許不願意適應時代轉變，但終歸

也要面對現實。

「即使他們可暫時『保住』工作，但所從事的工種將來

或會消失。如果他們不學習新技能，當將來工作被淘汰

或被機器取代時，便會十分徬徨。」她續說，香港人力

資源管理學會協助不同機構和人力資源管理從業員應對

將來的轉變，當中包括認識數碼化變革和應變管理。機

構如何應對轉變，取決本身的文化、架構和開放程度。

「世上沒有一套方法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例如，不少

企業有讓初級或年輕僱員參與決策，說明職場上各人都

有參與機會，相信對爭取更多員工認同大有好處。」

熟悉數碼科技，兼具敏銳商業觸覺的人力資源團隊，能

夠引領公司革新應變。他們必須理解改變背後的原動力，

往往不一定由機構內部自發，而是為了要克服外來挑戰，

或是追上客戶及競爭對手的科技水平，力求免受淘汰。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會士及其人事管理委員會主席

港鐵人力資源總監

鄭惠貞

這種情況常見於專業服務、商業顧問及物流等企業，它

們必須走在時代的尖端，保持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且

達到客戶的期望。

她表示：「今時今日，僱主對職能的界定，不如以往般

明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最近一項有關未來職場

技能的調查顯示，相對只擁有專門技能或經驗的求職者，

僱主對可適應不同文化、富創新思維、具企業家精神和

擅長溝通的求職者更感興趣。

「從前，我們作招聘決定，多靠審視履歷，從中選取具

備相關工作經驗最豐富的求職者，做法簡單直接。現在，

我們則會看重具備可靈活應用的技能之人才，不只留意

其過往工作經驗。」

「為了香港的未來，我們需要重新檢視本地的教育制度，

留意畢業生是否符合市場需要。香港年輕人必須擴闊視

野，深入了解世界。他們要熱衷追求知識，培養開放思

維，增進適應能力，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未來就業技能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鄭惠貞提醒畢業生、僱主、教育工作者及政府，
必須因應工作職位及就業模式的轉變，設法努力適應當中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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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抉擇 

他補充說，大學機構更應給予平台讓僱主互相交流，甚

至有時需要作出艱難或大膽的決定，以裁撤傳統課程或

新增迎合市場需要的課程。

舉例，大學可推出更多網上單元課程或大幅修改課程綱

要。 

「我認為，各大學可能需要認真考慮裁撤那些未來就業

市場不再需要的學科，」Flato  說。

「數碼年代所帶來的影響不會只限於工作層面。所有事

物都已數碼化，令兒童逐漸失去社交技能，可見數碼化

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因此，隨著企業轉型，大學必

須考慮職場的需求，亦需要觀察更宏觀的政治及社會時

事，包括企業轉型對移民、貿易、勞工法例甚至資金來

源的影響。」 

Flato 強調，當務之急大概是培訓或再培訓社會上的勞動

人口。但是，要達到最終目標仍有一段漫漫長路。

若大學不能再令畢業生適應市場
趨勢以符合招聘要求，企業便不
會考慮他們。

Flato 表示：「未來十年，就業環境將會面臨重大變革。

大學及企業須準備適應新時代，否則便可能會被社會淘

汰。」 

他訪問逾 200 位高級行政人員、教授及若干勞工部長等

不同界別的領袖，從而歸納出上述結論。受訪的高等教

育界人士及專家來自 25 個國家。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大學及僱主確實正在籌備應對

即將來臨的變革，但亦同時指出，教育機構或企業仍要

克服重重困難，切不可掉以輕心。 

「我們必須及時滿足市場的需要，」身處美國工作的

Flato 道。「也就是說，我們要培訓及再培訓僱員，以應

對不斷變化的新問題。」 

量身定制的培訓

他建議，第一，大學可開辦更多短期課程和網上持續進

修課程，並與合作機構推出專門單元課程。他認為，教

育工作者亦應考慮提供「簡易證書」課程，並修改學位

要求，學生便能先不用「埋首」作業，反而更易迎合職

場的最新需要。 

「有大學的高級行政人員預期，醫療、會計、製造、房

地產及法律等行業將會面臨重大轉變。其他行業已經或

將會受到影響，因此下一代的就業環境將會截然不同。」  

工作模式轉型，管理優先次序出現變化，在某些情況下

已證明科技影響就業市場。舉例而言，現在更多人可選

擇遙距工作，僱主逐漸接受彈性工時，服務市場也更趨

全球化。但是，變革之餘，背後亦有隱憂。 

「有些行業將會蓬勃發展，但有些則會沒落。」他補充，

相關權威人士預測，十年後有 50% 會出現的固定職位尚

未出現。「也就是說，我們該如何培訓學生 [ 以勝任該

等工作 ] ？大學教職員同時如何修改相關課程以協助自

己和畢業生適應變革？」 

他指，目前情況仍不明朗，所以我們必須比以往抱更開

放的態度，加強溝通。不少大學院校主要於工程及商學

院增設多個顧問委員會。不過，高級教職員必須持續主

動了解未來變化端倪，讓僱主掌握最新市況。 

「高級教職員必須高瞻遠囑，熟悉市場趨勢，方能『左

右』教育大局，照顧市場所需，」Flato 說。「否則，若

大學不能再令畢業生適應市場趨勢和 [ 培訓他們 ] 以符合

招聘要求，知名夥伴企業便不會考慮他們。」   

為數碼年代未雨綢繆

未來人才議會 (Future Talent Council - FTC) 高級副總裁 John Flato 認為，新
科技及隨之而來的改變不斷重塑職場，因此大學及業界應加強溝通，尋求最佳
方法以迎接未來挑戰。FTC 總部位於斯德哥爾摩， 組織首要目標為匯聚企業、
高等教育及政治領袖的智慧，以解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迫切問題。

Future Talent Council (FTC) 高級副總裁

FTC 於 2017 年創立，目前於美國、瑞典及新加坡設有辦事處 

John Fl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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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AI) 和機器學習等二十一世紀科技名詞每天都

出現於網媒榜上。AI 是指以智能方式運作的機器，我們

讓機器在學習過程中獲取數據並自學。這些新興科技既

令人興奮和期待，但同時亦令人焦慮和恐懼，甚至終有

一天會與我們一較高下，分辨勝負。

學術界和業界均有興趣預測在 AI、機器學習、大數據和

數碼科技大環境下的未來就業情況。但是，預測未來往

往不準，甚至有機會完全錯誤，因此我不打算這樣做。

我想拋磚引玉，提出對人力資源 (HR) 和僱傭關係的疑

問，從而引發大家進一步討論。

新興科技對技能和能力有什麼要求？

一些科技將使某些技能和能力（如體力和邏輯推理）的

重要性削弱，而其他科技卻會令某些技能和能力（如情

商、前瞻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需求上升。因此，我們需

盡量提升人類的有價值的技能和能力，以在新時代保持

競爭力。

科技與未來就業：未解之謎

科大商學院管理學系系主任龔亞平教授認為，先進的人工智能不斷發展，令僱

主和僱員雙方都產生不少疑問，但未來的工作始終還是需要人的直接參與。

情商

AI 會否擁有人類的情感和情商？我認為，現在不會，將

來也不會。熱衷 AI 的人總想創造出具有情感能力的 AI，

但至今為止只是略有小成。即使人工智能最終接管了未

來的工作，人類仍較優勝，因為人類有同理心。人是有

情感的動物，並不僅僅依賴「冷冰冰」的數據和邏輯行

事。研究表明，情緒能夠促進道德決策。AI 的局限恰恰

在於其缺乏人類特有的情感。 

研究亦表明，一般心智能力或智商最能準確預測工作表

現。情商會否在未來的 AI 和機器人時代成為關鍵的競

爭優勢？一旦人工智能具備了邏輯和分析思維等智力技

能，情感能力就將變得罕有且受歡迎。諷刺的是，我們

與別人打交道時培養情商的機會可能會減少，使情感能

力更加珍貴。另一方面，人類渴求情感和社交關係等的

本性難移。由於人類的需求難以理解和滿足，因此，同

理心等人類特有的能力將具有更大的價值。

前瞻能力

AI 是否有前瞻能力？可能沒有，即使有，也只能是基於

已有數據的推測。AI 只能做人類「訓練」它去做的事情，

通常只是有限的任務。AI 和機器學習是建基於算法和過

往數據的基礎上。AI 儘管能發現存在於數據中的模式，

卻無法「想像」數據範圍以外的可能發生的事情。然而，

人類則可以根據已有數據預測，並最終發現可能發生的

事情。數千年前，中國學者便能設想到人類登月的可能

性，而這並非可以單憑當時的數據和科技而聯想得到。

創造能力

邏輯思維和以規則作出決策將不再是人類特有的能力，

因為這些過程均可以寫入算法中，再透過機器編程執行。

機器具備更強的處理能力，表現更佳。例如，AI 在大量

先例（案例）和法規的協助下，可憑高效的處理能力較

律師更快提供到更佳的法律意見。不依循固定的規則和

算法的創造性技能將在 AI 世代中更顯重要。AI 是否具有

創造能力？是的，但目前的能力有限。AI 可按算法運行

並強化現有數據允許的模式 。AI 也許能夠創造出許多事

物，其中一些看來或具有創意，但它們都建基於現有數

據的基礎上。人類的創造力卻可以不受過往數據和模式

限制。AI 的創造力有限，實際上是因為 AI 由人類發明：

我們根據算法和我們所提供的數據訓練 AI 去「創造」事

物。人類靠創造能力發明 AI，但也靠創造能力「擊敗」

AI。因此，人類與 AI 競賽時定能領先一步。 

人類的大腦構造複雜，我們對它所知甚少。除非科學家

完全理解人類的大腦運作，並為機器編寫相應程式，否

則 AI 不會取代人類獨有的技能和能力。更重要的問題是：

科學家應否發明複製甚至超越人類大腦的機器？我們繼

續沿此方向進行研究之前，必先制訂相應的法律和道德

框架。我們的底線是：機器應是謀求人類福祉的工具，

而並非用來取代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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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收入不均的影響

創造力更顯重要，意味著收入不均的問題將在 AI 時代變

得更加嚴重。讓每個人都具備創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基本上，一般人認為只有 5% 的想法具有創意。我們將

會看到，只有更少數的僱員能執行更重要及高層次，且

需要智力的少數任務。市場競爭激烈，意味著更少數的

僱員將獲得更高的酬勞，導致收入不均的問題加劇。在

可以創造巨富但只有一小撮人得益的 AI 時代中，我們應

如何分配財富？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缺陷，無法準確地做

到這一點，甚至可能只會加劇貧富懸殊的局面。

對僱傭關係的影響

在傳統僱傭關係中，僱員需要付出勞力和 / 或智力，僱

主才給予工資、提供福利和保障職業安全等。數碼科技

的興起令數碼平台變得普及，例如優步和滴滴等司機與

乘客可互動的叫車服務平台。現時，研究的重點是如何

改善這些平台的效率和表現，而非僱員及他們的福祉。

數碼科技能以實時透明的方式傳遞訊息，我們遂輕易地

得出如下結論：這樣的市場可高效運作，能盡量提高各

方（包括僱員）的利益。

但事實是否如此？

當然，科技化數碼平台為僱員提供更多機會，並提高資

源的使用效率，但它們也挑戰了傳統的僱傭關係概念，

包括僱員福利和保障的概念。

一個關鍵問題是：「誰是僱主？」僱主是顧客嗎？當然

不是。舉優步或滴滴為例，顧客支付車費，但不負責提

供養老金、醫療保險或僱員安全等福利。那是平台嗎？

這須視乎特定平台的性質而定，它們也許一般在不同程

度上透過自動算法執行類似管理的功能（如僱員招聘和

評估）。平台透過收取費用獲利，但不會提供一般僱主

所提供的上述僱員福利及保障（如工傷保險），也不會

為僱員提供任何培訓和發展機會。

誠然，一些平台明確聲稱他們並非僱主，只是一種為方

便溝通而設的媒介或平台。由於優步或滴滴這類公司的

司機基本上是按車次計薪，因此他們有更大的工作動力，

但至少現階段在享有更多自由（可選擇接受或拒絕賺錢）

的同時也放棄了僱員福利和保障。

科技亦對權力產生影響。平台通常透過科技化績效評估

決定誰應獲聘，並可以密切監控僱員，有時甚至令人感

到不適。這類系統實質上可控制僱員。平台在科技輔助

下，能以傳統公司無法達到的速度快速在全球大規模部

署工作。這意味著權力不均，即平台比僱員擁有更大的

權力。如是者，問題便在於為了確保效率並不會犧牲公

平原則，我們會如何平衡這種權力局面。

對 HR 業界的影響

HR 專業人員向來主力負責行政工作。科技進步使他們終

於可免受繁瑣的行政工作傷神。例如，數碼科技既可幫

助 HR 專業人員管理薪金支付的工作，並提供實時績效

意見，亦能輔助他們完成非行政工作。譬如，AI 可以幫

助招聘人員擬定一系列的試題，並根據分數初步篩選應

徵者。這令 HR 專業人員可以將寶貴時間用於籌備更多

HR 策略活動，為其公司創造真正價值及提高競爭優勢。

科技還可幫助 HR 專業人員更有效地發揮其制定 HR 策

略的角色。例如，HR 專業人員在 AI 和大數據科技的幫

助下，可以更快鎖定績效問題並制定解決方案。然而， 

HR 專業人士必須藉其深入的 HR 理論和專業知識、同理

心、創造力和想像力來作出合理的判斷，以制定有效的

解決方案。數據需要與人性相結合，方能發揮作用，否

則就只會淪為「垃圾進，垃圾出」的機械式管理。

一言以蔽之，同理心是理解僱員需求和問題的要素，創

造力是制定有效解決方案的秘訣，而 AI 和大數據科技則

可提供必要的協助。企業的 HR 職能將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他們與人打交道時需要具備深入和不可取替的社交

技能。

未來近在眼前。你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未雨綢繆！

中國與全球就業市場前瞻

為了解科技為何對中國就業市場的影響有別於其他國家，科大商學院

經濟學系教授朴之水正進行一項有關分析中國職業和工作數據的研

究，並歸納出一些有趣結論。

隨著機械人和人工智能 (AI) 的興起，人類對科技如何塑

造未來的工作產生濃厚興趣，但同時也憂慮新科技會令

就業機會消失。值得注意的是，人類自蒸汽時代起已屢

表憂慮，至今電腦年代的影響更老生常談。儘管有研究

表明，電腦的出現確實導致某些行業的就業率下降，但

這跌幅在大多數情況下已與其他行業的就業升幅抵銷，

而部分新增的職位（如電腦系統管理員）是因新科技而

產生。因此，儘管科技日新月異，全球仍未出現大規模

的失業問題。另一方面，科技提高了僱員的生產力，促

進經濟快速增長，同時也為全球消費者創造新產品並提

供便利。然而，有些人依然擔心新科技（尤其是 AI）本

質上與過往的技術有所差異。

經濟學家一般都反對科技變革等於人類末日這觀點。經

濟學家與只留意哪些工作可由機器代勞的工程師不同，

他們會更關注科技變革是否可令人類得益。他們還認識

到科技可以取代某些工種，但亦可以輔助某些行業發展。

工作性質的變革

研究人員通過分析詳細的微觀數據發現，隨著時代改變，

科技日益發達，外判趨勢漸逐盛行，美國和其他發達國

家對知識型、非重複工作的需求穩步增加，但對重複工

作（知識型和人手型）的需求則逐步減少。由於許多中

等技能的員工都只負責處理重複工序，這導致工資兩極

化的問題出現。只有難以取代且要求解難能力的高技能

工種，以及低技能的服務導向型工種（如理髮師和司機

等）會出現就業率上升的局面。然而，我們對中國、其

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性質變化所知甚少。世

界銀行在《2019 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

中指出，較貧窮國家工作性質變化的情況較為複雜，要

求中等技能和重複型的工作並不一定像美國一樣面臨消

失的危機。事實上，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情況與美

國恰恰相反，中等技術行業的實際就業率在 2000 年至

2015 年間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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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為何科技對中國的影響有別於其他國家，我們必

須知道，除了科技變革之外，其他一些基本因素（特別

是全球化、結構轉變和技能供應因素）也在影響許多國

家的工作性質。當各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時，預期重

複密集型的工序將從高收入國家外判至低收入國家。因

此，中國專注發展組裝業務，或會增加對重複型工作的

需求。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歷了結構轉變的階段，

令農業職位的數目下跌，但工業的就業機會則有所增加。

但直至目前為止，最重大的轉變是服務業的職位數目穩

步上升，佔非農業勞動人口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28% 增

至 2016 年的 43%。商品和服務需求的變化改變了市場

對不同工種的需求。最後，較貧窮國家勞動人口的教育

水平往往較低（或掌握較少技能），這可能會令重複與

非重複工作的分配未如理想。 

中國職業和工作數據

我正在帶領一項關於中國工作性質的研究項目，以更深

入了解當地的情況。我們分析了中國人口普查和小型人

口普查的詳細職業數據，並協助收集了關於中國勞工實

際工作的新調查數據。我們於 2018 年與武漢大學、斯

坦福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科院）聯合開展調

查研究項目「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CEES)，調

查對象為五個省份的 2,000 家製造企業和 15,000 名僱

員。中國社科院先前亦於 2016 年進行了中國城市勞動

力調查 (CULS)，調查對象為全國六個大城市的數千名僱

員。有一項相關項目採用了 CULS 數據以及來自其他 41

個國家的調查數據，以更深入了解工作性質於不同國家

的差異。

以上項目提供了一些關於中國工作性質的有趣見解。首

先，我們通過分析 CEES 的企業和僱員數據發現，跨國

企業（外資或出口）對重複工作（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

僱員）的需求較大，但對知識型非重複工作（以及教育

程度較高的僱員）的需求較少，與中國專注參與全球價

值鏈中重複密集型工作的情況相脗合（李宏彬等，2018

年）。我們基於 CULS 數據所進行的跨國分析也顯示，

如中國和其他中低收入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中更多的專

門工作，對重複工作（尤其是低技能僱員）的需求便會

越大（Lewandowski 等，2019 年）。 該分析還發現，

中國和其他中低收入國家管理和專業工作的性質較富裕

國家更加重複，而有關電腦使用率的科技因素大致解釋

了這種差異。

按照人口普查和小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出的中國職業結

構變化表明，要求中等技能的重複密集型職位隨著時代

轉變而日益增加，主因是結構轉變擴大服務業的規模，

從而增加了大量重複密集型的零售職位（都陽、朴之水，

2017 年）。但是，這分析結果無法解釋職業結構中工作

性質為何隨著時代轉變而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中

國的專業服務業等技能密集行業的增長速度並未超越其

他行業，即使製造業和服務業也是如此。儘管大專畢業

生佔勞動人口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許多近屆畢業生卻無

法從事管理和專業類型的工作，反而趨向從事零售甚至

生產操作的工作。我們研究發現，高技能職位需求的增

幅只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間高於中技能職位需求的增

幅，而整體的重複密集程度亦只在同期下降。

全球最大的工業機械人使用國

因此，全球化和結構轉變都是中國工作性質變化有異於

美國的原因。然而，種種跡象都表明，隨著中國逐漸富

裕，科技進步和勞動人口的技能提升將令更多職位需要

處理知識型非重複工作，同時市場會對重複工作的需求

減少。自 2010 年以來，結構轉變的特點至少在於技能

密集型職位和工作的增幅都較其他行業為快。中國逐漸

在全球價值鏈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非再繼續專注最

重複密集的工作。為適應快速上升的工資水平，企業因

應市場對知識型非重複工作的需求上升的趨勢日益壯大

規模，並提升生產力和變得更為資本密集。中國已大幅

使用機械人，自 2016 年以來已超越德國、韓國、美國

和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械人使用國。

總而言之，未來中國和全球職場將越來越重視高技能工

人在解決問題、監督下屬和與他人相處方面的能力。除

了幫助學生發展這些技能外，科大及其他機構的研究人

員亦須仔細觀察工作性質的變化趨勢，並思考科大及其

他機構所開發的新科技將如何影響未來的工作情況。去

年，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了一個研究未來工作情況的藍帶

工作小組來評估這一問題（見 https://workofthefuture.

mit.edu）。科大可以從東方的獨特視角出發，提供關於

未來工作情況的見解。

參考

都陽、朴之水，《中國工作和技能需求的變化》，世界銀行集團 (WBG) 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DRC) 關於中國新增長動力報告的背景報告，2017 年

都陽、李宏彬、馬弘、朴之水、施新政，《全球化及中國的工作需求》，科大工作論文，2018 年

Piotr Lewandowski、朴之水、Wojciek Hardy、都陽，《科技、技能和全球化：以調查數據解釋重複和非重複工作在國際上的差異》，科大新興市場研究院
工作論文，2019 年

http://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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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數碼年代的思維和技能

Microsoft 香港人力資源總監許珮雯向企業和員工分享實用建議，讓大家可為

未來數碼年代作好準備。

我在大學的時候，不難想像自己畢業後要從事甚麼模式

的工作，現在可不同了。IDC Asia 和 Microsoft 最近發

表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 79% 的職位將在未來三年內轉

型，當中 60% 將重新定為價值較高 (higher-value) 的職

位，或需調整技能以滿足數碼時代的需求。換言之，在

數碼轉型下，不同行業及職位的工作內容及模式均將於

未來有嶄新的轉變，為我們的職業發展塑造了更多可能

性。

數碼連接、設備和資訊的迅速發展促使全球的工作模式

產生重大變化。對於企業、政府和每個人而言，在科技

日新月異的時代預測變化絕非易事。為確保我們的技能

可盡量配合未來工作需要，我們必須了解變化背後的推

動力，以及它們對員工及職場帶來的影響。

營商環境的變化

隨著人材、知識及技能的流動性提高，員工和合作夥伴

遍佈世界各地，時間、地點、空間和結構的傳統界限瞬

間變得模糊。企業的成功將有賴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以

及隨時隨地獲得所需資訊和服務。

工作環境也變得更具流動性、更靈活、更少局限。越來

越多企業受共用工作模式 (co-working model) 啟發，讓

員工自由選擇工作場所，並為他們提供數碼協作和虛擬

通訊工具，以突破地域界限。

隨著全新工作方式之興起，工作時間變得更靈活且較少

規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已演變成工作與生活的融合。

生活方式的轉變大大推動了這種融合，因為科技的迅速

發展帶來無阻隔的通訊和資訊共享，範圍除了遍及同一

公司的個人和群體，還可跨越多個組織和社區團隊。

我們四周的物聯網設備數量迅速增長，時刻收集大量數

據。值得思考的是，我們會將數據視為個人資產還是負

累？我們又可否善用這些數據所得的見解作出客觀判

斷，以支持投資決策呢？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和機器學

習的發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改變未來的工作，

重塑我們的經濟，並創造出難以預測和想像的新工作方

式。

企業和員工應如何為未來的工作做好
準備？

這些趨勢無可避免，卻又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揭示了我

們未來數年將面臨的挑戰，以及塑造更好工作環境的機

遇。問題是：我們準備好嗎？要為未來做好準備，我們

現在就應採取三個關鍵步驟。

首先，我們需要改變思維，擁抱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相信潛力可以培養而非預定的。這意味任

圖片來源：Microsoft

何人都可以改變、學習和成長。企業需要進行文化轉

型，從「無所不知」(Know-it-all) 轉變為「無所不學」

(Learn-it-all)。商界領袖、員工以至所有人都需要明白成

長心態的重要，時刻自我批判。自省是我們不斷進步的

關鍵，畢業從來不是學習的終點。我們要終身學習，把

握每個機會培養新技能。

其次，我們需要提高應變能力及效率。隨著香港和世界

各地的企業展開數碼轉型，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等新技

能成為未來各行各業大展拳腳的要素。 人工智能無處不

在，既能用於醫療篩查，亦能幫助物流公司預測並更準

確地規劃貨運路線，以及運用智能定位推行購物中心的

促銷計劃等。我們都需要考慮如何提升及培養技能，以

滿足未來的人才需求，在職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為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企業亦會使用通訊工具和雲端

技術，讓員工何時何地都可與團隊溝通和協作。這種虛

擬連繫的能力，以及隨時隨地工作的彈性，有助員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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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融合起來。我個人非常喜歡 Microsoft 這種靈

活性；我們的項目團隊來自不同地區，架構和規模各不

相同。透過 Microsoft Teams ( 工作協作軟件 )，我們分

佈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同事、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其他各

方均可隨時連繫，不受任何工作地點的限制。

第三，除在職培訓和認證計劃等傳統學習和發展項目外，

企業亦需探討同輩指導、開放知識共享、按需學習等新

方法，以確保員工更廣泛地掌握行業知識、政策和法規。

世界正在極速變化，我們需要以創新的方式重塑工作和

工作文化的各方面，突破現狀，培養新技能。未來企業

只有運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將與日俱增的數據轉化

為洞察力和行動方能蓬勃發展。要成功進行這種工作環

境轉型，就必須認識並盡量發揮新興技術的潛力。藉著

新科技和創新思維，我們才得以培養新技能，從而改善

生產力並加強協作，同時確保個人和企業作好準備，迎

接未來。

圖片來源：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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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我們見證網上

就業平臺的數目迅速增

加。UpWork、Freelancer

和 Quru 等平臺充當勞資

雙方的仲介，負責發佈各

類職位廣告，當中涵蓋軟

件與網頁開發、行政支

持、多媒體設計、寫作

和翻譯等行業。由於整

個招聘流程並不需要親自

面晤，因此這些平臺能

夠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不

同的勞動力。 Airbnb、

Dropbox、三星、埃森哲

和寶潔等眾多大型企業正

日漸改為透過網上就業平

臺物色臨時員工，以降低成本並節省時間。預計 2020

年，網上就業市場所涉及的金額將會增至 230 億美元。 

鑑於網上就業市場的規模龐大，我們在這裡提出一個值

得關注的問題：網上就業市場是否存在職場性別歧視？

傳統職場中職場性別歧視的問題已獲廣泛探討。過去大

多數有關傳統招聘的研究表明，在男性和女性應徵者同

樣具備類似條件的情況下，僱主更願意僱用前者。然而，

網上招聘的獨特性可能會影響僱主在招聘過程中對求職

者性別的考慮方式。

在最近一項研究中，陳俊琿教授和本人 [ 王靜 ] 探討了性

別相關的資訊是否會影響網上就業市場的招聘結果。我

們透過運用姓名和人臉識別的機器學習技術，能夠從求

職者的姓名和個人相片中推斷他們的性別，以便其後進

科技重塑求職策略

網上就業市場的招聘偏好

Tom Peters 在其經典文

章《The Brand Called 

You》中提出「個人品牌」

(PB) 一詞，自此廣為人

知，業界每多援引此詞，

討論熱烈。PB 在傳統媒

體年代通常只有名人及商

界和政治領袖才有足夠的

資源和機會參與。然而，

互聯網卻改變了這一局

面。如今，面對面不再是

社交互動的必要條件。過

去十年，社交媒體技術興

起，令 PB 更普及。現今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社交媒

體宣傳 PB，向公眾展示

自己。正如 Tom Peters 所指，每個人在個人主義年代都

能為自己代言，做個人品牌 Me Inc 的首席執行官。

人人能為自己代言這一創新概念，已經可以透過推特等

社交媒體平臺轉化為幾乎人人均可使用的強大策略。求

職者可透過在社交媒體宣傳 PB 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展示個人能力，以令自己更有前途。PB 對於管理人員來

說可能更為重要，正如《福布斯》最近一篇文章指出：

「PB 不再是一項選擇，而是成就領導人才的要素。」然

而，該文也同時強調，若要成為領袖，則應在社交媒體

上長期細心經營 PB，調整和維護個人品牌形象，需要投

入的精力不菲，應三思而後行。無獨有偶，《麻省理工

學院斯隆管理評論》最近一篇文章也指出，行政總裁推

特發文可令公司得益，但本身也存在風險。

為瞭解社交媒體的自我品牌策略對就業市場表現的影

響，芮華夏教授、Andrew WHINSTON 教授和本人 [ 陳

彥臻 ] 對標準普爾 500 指數公司行政人員的事業生涯和

個人社交媒體內容進行了四年的追蹤研究。從這些行政

人員的推特例文發現，有關事業資訊的內容重複出現，

反映他們熱衷以這種方式發表意見，擴闊自己的事業前

景。

有充份證據顯示，如希望躋身或留任高級管理人員或同

等職級之列，尤其是當他們最近的工作表現欠佳時，便

需要有計劃地利用社交媒體來宣傳己見和改善個人形

象，這樣方可從中得益。在招聘過程中，這種策略對於

行政總裁和市場總監等特定職位來說更顯重要。此外，

擔任某一管理職位的行政人員可透過在社交媒體上宣傳

自己，以增加獲得加薪的機會。例如，我們經調查後

發現，自我宣傳可以將市場總監的年薪提高 95,256 至

129,924 美元，而升幅多寡視乎他們近期的相對表現而

定。

除了在求職時運用社交媒體進行 PB 之外，我們的研究

還發現教育背景、近期工作表現和社會資本都是對求職

很有利的因素。

我們對未來職場的
看法

如今，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經網上招攬人才（亦稱人才

雲）。由於這種方式靈活多變，且合乎經濟效益，所以

能滿足公司的業務需求。網上就業平臺有望能解決技能

短缺的問題、降低失業率及吸引傾向靈活上班的人才（如

千禧一代、正在育兒的父母和殘疾人士）。越來越多本

由全職僱員負責的工作將被劃分成多項小任務，然後經

虛擬雲分配至世界各地隨時候命的工作者。鑑於這些平

臺潛力巨大，僱主對不同人口群體的雇傭決定值得引起

學者和業界的關注，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全球數百萬名僱

員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隨著這一新型職場模式越來越受

招聘者和求職者的歡迎，相關政府部門有必要制定一套

相應的指引和規例，以令勞動力更加均配和招聘效果更

符合社會預期。

我們建議，未來仍從事全職工作的僱員務必注意，運用

科技宣傳 PB 對求職策略日益重要。社交媒體等網上自

我宣傳管道可為每名求職者創造一個公平而不會有所偏

頗的競爭環境。新科技年代即將來臨，我們相信，若求

職者對新科技抱持開放態度，並加以善用來提升自身能

力，便能適應職場，發展事業。

行詳細分析。我們分析了 2012-2013 年間某一大型網上

就業平臺共 264,875 個職位廣告的詳細數據，當中有合

共 570 多萬份申請與這些職位相關。

我們發現，女性求職者獲聘的比例比男性求職者高

13%。分析表明，如女性求職者申請普遍由女性擔任的

職位，成功獲聘的機會較大；但男性求職者申請一般由

男性擔任的職位時，成功獲聘的機會則不會較大。我們

還發現，這種性別偏好只會存在於對發展中國家求職者

的招聘考慮，並會隨著僱主使用平臺的時間增加而有所

改善。我們完成一項網上實驗後發現，人們普遍認為女

性更值得信賴和願意合作。由於網上就業平臺對僱主來

說存在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和機會主義，這樣的形象會令

僱主在做招聘決定的時候更青睞女性。

互聯網對職場的價值

互聯網明顯改變了物色人才和工作的方式。近年網上找工作的平臺數目迅速上升，使數以百

萬計的求職者獲得就業機會，並可在網上交接工作。各類網上管道的發展也方便應徵者在傳

統職場上求職，加上越來越多行政人員依靠社交媒體來宣傳「個人品牌 – PB」，提升自己

的前途。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王靜和陳彥臻讓我們瞭解在這

些網上平臺日趨普及下，對社會和經濟所構成的影響。

王靜

陳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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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賽   屢摘桂冠

科大學生在內地、歐洲和美加舉行的國際案例和商業比賽中表現出眾。部分隊
伍已在今年第一季先拔頭籌，奪得五項冠軍，成績彪炳。

首先，環球商業管理學系 (GBUS) 隊伍贏得 USC 

Marshall International Case Competition 冠軍及最佳發

言人 (Best Presenter) 獎。該比賽的主題為全球企業領

袖所面臨的策略挑戰及管理困境。比賽於 2 月在美國舉

行，參賽隊伍來自世界各地共 20 支隊伍。GBUS 隊伍

早前曾參加了五場案例比賽。獲 Best Presenter 殊榮的

Stephanie CHOU 表示，一眾成員在參與 USC 比賽前已

準備就緒。另一名參賽成員 Stephanie CHAN 認為他們

成功施展策略，且充分展示團隊精神，終能贏得獎項。 

科大工商管理碩士生前往西班牙參加 IESE Roland 

Berger 國際案例比賽，榮膺冠軍。隊伍成員 Alexander 

IP 表示，他們在修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期間修讀的專業

技能提升課程，有助改善演說技巧，能在比賽提出意見

時，給予扼要和有力的建議。我校隊伍除擊敗來自其他

頂尖商學院的 9 支隊伍外，每名成員可獲得全球策略顧

問公司羅蘭貝格 (Roland Berger) 提供的實習機會。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 (ISOM) 四位本科生聯袂於 3 月遠赴

加拿大蒙特里爾參加首屆國際商業案例分析比賽，最終奪冠。該比賽

由 Institute for Data Valorization 主辦，吸引多所開設商業分析及數據

科學學士和碩士課程的頂尖學校參賽。我校隊伍密集研究數據，應用

不同統計模型，順利通過 1 月的初賽。隊伍導師劉紹民教授說，是次

得獎，契合我校商學院正為本科生於工商管理學士（營運管理學）課

程增設商業分析副修課程的良機

另一支由四位工商管理碩士生組成的隊伍於 4 月前往美國埃文斯頓參

加凱洛格管理學院舉辦的首屆能源案例比賽，擊敗其他 12 支來自耶

魯大學、杜克大學、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隊伍及主隊，榮登冠

軍寶座。Laurent YE 認為，成功祕訣在於善用一切既有資源，並緊記

5P 法則：「妥善規劃方能取得佳績 – 5P prope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另一支工商管理碩士生隊伍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CEIBS) 舉辦的中

歐—京賓士創新中國 2019 創業挑戰賽 (INNOVATEChina 2019) 中奪

得全場冠軍。比賽於上海舉行，吸引了多所頂尖商學院的優秀隊伍參

賽，包括羅斯商學院、巴黎高等商學院、CEIBS 及 ESADE。我校隊

伍創新地演譯今屆比賽的主題「跨越創業理念」，獲評審表揚，最終

脫穎而出。 

汲取寶貴
經驗

勇奪首屆
冠軍 

歐洲之行
大獲成功

成功要訣

創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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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核心價值

典禮於 4 月 6 日在科大舉行，共有 130 位學生、畢業生

及教職員正式加入協會，成為會員。今年，我們十分榮

幸獲惠理集團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拿督斯里謝清海

接受成為 榮譽會員。 

所有應邀加入協會的成員均是傑出的學生、教學和研究

或商界人才。此外，他們承諾在加入協會後繼續提升學

術及個人水平，並盡力為社會其他更多人創造機會。 

BGS 讓學生及校友與專業人士及商界領袖有更多交流和

接觸的機會。目前，單在科大便約有 2,500 名會員。 

不僅如此，他們也可成為協會國際網絡一員。目前協會

已在逾 35 個國家設立 600 個分會，提供更多相互聯繫

的機會。 

科大分會主席兼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祝賀今年所

有新加入的會員，並表彰爭取卓越表現及豐碩成果的價

值。 

分享成功管理之道

BGS 科大分會邀請榮譽會員時，十分重視其為商界及廣
大社會作出的貢獻。 

今年的榮譽會員為惠理集團拿督斯里謝清海。他於 1993
年與另一位合伙人共同創辦惠理集團，從事資產管理業
務，帶領惠理成為區內投資界龍頭公司。 

謝清海在典禮上致詞時，與會員分享他工作時恪守的原
則。他謙虛卻又不失幽默地向在場會員娓娓道出自己的
往事，希望啟發一眾會員發揮長處，前瞻未來，並矢志
效法 BGS 秉持的正面價值觀。   

謝先生回顧如何躋身成為傑出專業人士的經歷。自 12 歲
首次從事兼職運送菠蘿的工作起，他便知道掌握謀生「技
能」的重要性。當時他要掌握的竅門便是能踏成人單車，
所以他認為需要提升相關的技能。 

第二步是要了解正確的工作「程序和流程」，而這是他
17 歲半時在家鄉檳城擔任報館記者時所悟出的道理。 

謝先生舉例指出，欲要完成每件事都必需要考慮五個 W：
人（Who）、事（What）、時（When）、地（Where）、
原因（Why）。他汲取這些經驗，很快獲晉升為副編輯，
隨後加入《亞洲華爾街日報》及《遠東經濟評論》擔任
要職。 

他投身資產管理業後，發現需要掌握第三項致勝法則，
即掌握人際技能，並更有效率地激勵、溝通、組織及領
導他人，以盡量發掘其長處。 

「隨著年資漸長，你會明白做生意其實就是需要人際技
能，與他人合作。」謝清海是科大榮譽院士，支持商學
院成立投資研究中心。「每天，我都需要處理『人的問
題』，而我一貫的做法是以愛待人，而不是心存怨懟。」 

他強調，會員必須恪守崇高的原則及正確標準。此外，

他援引榮譽會員拿督斯里謝清海為例，表揚商界支持教

育、熱心公共服務、傳遞自身知識和經驗的重要性。    

BGS 榮譽協會於 1913 年在美國成立。協會名稱取自古

希臘詞 Bebaeos（榮譽）、Gnosis（智慧）和 Spoude（熱

誠）的首個字母 beta、gamma 和 sigma，代表對個人

操守、學習及培養卓越文化的承諾。  

為鼓勵香港會員積極參與協會事務，協會全年定期舉辦

論壇和會議等會員活動，當中會邀請名人講者交流意見

和分享見解；亦設有非正式的交流及社交活動。 

BGS 的網上社群亦快速發展。會員可使用各社交媒體平

台與新知建立聯繫、就特定事宜徵詢意見或接收資訊。 

第十九屆 Beta Gamma Sigma (BGS) 香港科大分會的入會典禮圓
滿結束，於典禮上我們除歡迎了一批新加入 BGS 國際榮譽協會的
成員外，並藉機會推廣協會和商學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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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開幕   傳承啟導文化
啟導活動讓學生有機會互相交流，建立人脈，同時能鼓勵他們在學期間盡情享
受學習及社交生活的樂趣。

科大商學院舉辦的啟導活動發揮支援學生的正面價值，

讓不論學生及啟導者均有更多機會出席正式場合或參與

非正式活動，從中皆可得益，故廣受歡迎。李嘉倫學生

啟導中心最近正式開幕，令啟導活動更臻完善。啟導中

心專為學生提供輔導服務而設，藉以推廣校園互助文化。  

啟導中心以已故李嘉倫博士命名。李博士於 2008 年以

訪問學者身分加入科大商學院，繼而擔任兼任副教授至

2014 年。為延續李博士熱心推動啟導活動的精神，其家

人遂成立李嘉倫博士紀念基金，並捐贈港幣二千萬元，

成立啟導中心和推出一系列學生啟導活動。

啟導活動樞紐

啟導中心位於商學院李兆基商學大樓，設有兩層以梯階

連接的共享空間。內設學習空間、會議室和諮詢室，為

學生營造友好輕鬆的環境。科大校長史維教授在啟用儀

式中感謝李博士的家人，並讚揚他們為教育及學生福祉

貢獻良多。校長表示啟導中心將延續李博士的精神，舉

辦各類活動，幫助學生取得有關學業及未來的建議、支

持和鼓勵，為科大推動全人教育作出貢獻。

另外，啟導中心始創總監劉夢琳教授亦於啟用儀式上稱，

科大新成立的啟導中心旨在紀念一位故友；她畢生奉獻

學術，正面親和，不論課內課外都盡力抽空照顧學生需

要。劉教授回想到朋友和同事參與啟導活動後都深受李

博士的熱忱及奉獻精神啟發，並表示：「協助學生發掘

個人的領導能力，覓得人生目標，是李博士的遺志。」

表揚啟導工作

啟用儀式亦頒發「傑出學生啟導獎」，表揚商學院同儕

啟導計劃中擔任導師及志願成員時表現出色的學生。獲

獎的工商管理學士（資訊系統學及管理學）三年級學生

April 解釋，自己決定擔任啟導導師，是因為她在大學一

年級時曾獲啟導，令她克服新生的憂慮，獲益匪淺。她

說：「我的同儕啟導導師給予許多有用的建議和鼓勵，

紓緩了我的憂慮。啟導活動其實是雙向的。導師可藉此

提升溝通及人際技巧，而學生則可獲得實用的建議，並

汲取他人的經驗。」 

另一位得獎者為經濟學理學士二年級學生 Henry，他亦

認為啟導計劃能讓舊生及新生獲益良多。「同儕啟導可

令導師與學生互相了解和建立友情，同時可令大家更加

融入大學生活。彼此不但可以討論學業，也可談論日常

話題。」他衷心感謝啟導導師過去支持並協助他克服害

羞。

量化金融學系一年級學生 Jackson 表示，他獲啟導後擴

闊了自己的視野，發現原來大學生活中也有不同的全方

位學習機會。「我當初有點內向，想參與學校的社交活

動時又有點害怕，但當我認識啟導導師後便改變了」他

憶述。「啟導活動能擴闊視野，增進知識，讓我更加外

向。」

商學院負責輔導工作的導師 Patrick Megan 之前曾與李

博士共事，他指啟導中心為學生結交新朋友時提供輕鬆

的環境。「有時學生可能不太願意與其他人互動，但在

啟導中心，他們可以互相傾訴，互相聆聽。」

奧斯卡最佳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曾說：「啟導他人並不

是根據個人意願塑造他人，而是依照需要傾聽、支持和

指導他們，讓他們得以發揮最大的潛力，從而活出自我，

這就是啟導工作需要達致的微妙平衡。」以李博士命名

的啟導中心應該以此為目標。

活動概覽

學生輔導服務

就業啟導計劃

公職實習獎學金

同儕啟導計劃

傑出啟導獎

與導師共進午餐

本科生聯誼活動

學院及教職員培訓

李嘉倫博士紀念基金代表及科大高層 於 3 月 18 日主持李嘉倫學生啟導中心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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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不同思維 

麒麟生活文化集團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周天恩醫生，是香港科大商學院與莫斯科
斯科爾科沃管理學院 (SKOLKOVO) 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課
程首批學生，她分享這個以歐亞為重心課程的獨特學習體驗。

身為生物醫學企業家，周天恩醫生 (Bonny) 熱愛發掘

新的想法、增進商業知識和加強策略思維，並希望與國

際商業領袖建立連繫，互相交流學習，因此她決定修讀

EMBA 課程。

Bonny 有意拓展國際事業，範圍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的國

家。她表示需要掌握國際營商機制，在協商及溝通方面

尤其重要。她期望培養更多創新及領導技能，以配合她

已具備的科學及醫學知識。

Bonny 說：「我不僅希望完成 EMBA 課程，還想從中捨

去舊有的觀念，拓展思維。」她專門研究幹細胞應用，

並已在香港、澳門及廣州開設細胞庫、健康中心及診所。

這個首創的 EMBA 課程由香港科大商學院與莫斯科斯科

爾科沃管理學院合辦，著重歐亞事務，包括中國推動的

一帶一路倡議，Bonny 謂這個課程符合她的需要。「課

程針對領導、創新及第四次工業革命，像是為我而設似

的。」她希望找到一個讓她完全投入的課程，讓她挑戰

自我及接受別人的挑戰，在個人及專業方面都能成長進

步，包括明白如何從失敗中學習。Bonny 說「舒適區」

是她的同學不會用的詞，並補充指：「我們刻意不讓自

己舒適下來，以激勵自己去探索和學習。」 

團隊的緊密關係 

Bonny 表示，她修讀 EMBA 幾個月所獲的經驗和知識超

乎預期。舉例，她在班上與來自不同背景的27位同學（男

生 23 位，女生四位，來自七個不同國家）學習及交流，

讓她了解各種思維，發掘不同的看法及意見。她說：「如

果我沒修讀這個 EMBA 課程，就很難有機會深入跟這些

聰明能幹的人交往。」

Bonny 是班上最年輕的學生兼少數女生之一，她說，課

堂上大家互相尊重，有同理心和共同興趣，充滿活力及

動力，完全不受男性優勢影響。Bonny 指：「我們支持

多元化，大家都來自不同背景、國籍及專業領域。」她

補充道，每個人都同樣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所以我們會

互相支持。Bonny 說：「要提升自己，就必須先找到自

己屬於『品種』，我在這個 EMBA 課程中找到了。」她

亦提及她與課程教職員及 EMBA 同學建立了協同合作、

志同道合的關係。 

熱愛跑步的 Bonny 驚訝發現同班同學中有很多三項鐵人

選手。在上課前，她會與多個同學先跑 10 公里，為嚴格

的課程及辯論作「熱身」，Bonny 說：「這是為了讓思

緒更敏銳。」

課程的首個單元進行了一部分後，Bonny 表示她已經有

所收穫，並能學以致用。她說：「我有信心可以持恆創新、

更富熱情，亦思考我們能否更有效率地做這件事或用更

聰明的方式工作。」Bonny 的家人和朋友也注意到她越

來越自信，整個人充滿神釆。她說：「他們問我最近發

生了甚麼事。」

時間分配

在 EMBA 課程與事業之間取得平衡方面，Bonny 大概可

以給太陽劇團 (Cirque du Soleil) 表演者一些秘訣。她十

分自律，嚴格分配時間，認為要優先處理重要和緊急的

事，才能有效善用時間。她表示重要的事需要處處留心，

而緊急的事則需要謹慎安排負責人。Bonny 說：「總而

言之就是找出適合自己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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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課程和體驗 

該兼讀課程為期 16 個月，由科大商學院的教授以英語授

課。課程單元除了提供首屈一指的領袖及管理教育，亦

重視人文、思考及創新，旨在協助學生分析複雜的問題、

盡責領導，貢獻廣大社區。為幫助學生了解國際商界的

發展和機遇，課程安排學生到訪中國內地、以色列、哈

薩克斯坦、俄羅斯、瑞士及美國的創新中心。

Bonny 最近到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及矽谷，令她大開

眼界。她觀察到如何將想法付諸實行、籌集資金及維繫

關係。Bonny 指：「他們合作的方式強調改善客戶生活，

而非只講求目標，以創造價值，為大眾服務。」她說：「這

些學習體驗令這個 EMBA 課程變得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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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聯繫   共創成果

俗語有云：「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團結合作往往能克服挑戰，造就更多機
會。為了加強科大商學院與知名企業及專業團體的聯繫，我們與多間機構合作，
攜手共創豐碩成果。 

與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行
合辦網絡安全比賽

與眾安國際簽署
合作備忘錄

首辦「保險業日」 

隨著商界及廣大社會日益重視網絡安全問題，商學院於今年

5 月與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行（光銀香港分行）在校內合辦

一場全日的「網絡守衛挑戰賽」，旨在推廣網絡保安意識，

讓科大生親身體驗金融機構面對的各種實際網路風險與挑戰。

是次活動共吸引 20 支來自科大各學院的參賽隊伍，每隊均由

兩名學生組成。光銀香港分行的資訊科技專家獲邀為參賽隊

伍提供培訓，分享包括保障客戶免受黑客入侵、依循最佳做

法及符合法規要求等實際經驗。 

科大商學院有志成為亞洲金融科技知識樞紐，在 5 月初與

眾安科技（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在金融和

保險科技領域為學生開拓新機遇。備忘錄定下合作框架，希

望在創業大賽和孵化項目、合辦研究和論壇、學生實習和就

業等各方面尋找合作機會。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先生應邀擔任主禮嘉賓，

出席商學院於 2 月份舉辦的首個「保險業日」。主題為《保

險業的迷思與事實》的活動為期半天，旨在讓科大各學系的

同學了解更多保險業多元的就業機會和前景，以及保險業對

香港經濟的重大貢獻。有賴政府、保險業監管局及 14 間保險

公司的鼎力支持，當日職業介紹活動及論壇吸引眾多著名國

際保險公司及業界領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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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中國「民企卓越
管理公司」

與新聞教育基金
建立更緊密聯繫

中國民營企業為內地及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貢獻良多。商學

院成為德勤中國的學術戰略合作夥伴，參與其在內地首辦的

「民企卓越管理公司」計劃，並於 3 月出席計劃的頒獎典禮。

商學院大力支持是項計劃，並根據公司管理系統選出中港澳

的代表企業加以表揚。

商學院與新聞教育基金於 1 月一連四個週末，合辦四節管理

培訓課程，學員為本地傳媒機構的中高層管理專才及記者。

課程內容包括團隊領導和協商、媒體數碼化、社交媒體應用、

基本財務與管理會計實務、創新應用及其社會影響等重點課

題。課程希望協助業界人士更新及學習知識外，亦有助學院

與傳媒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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