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列榜首

繼今年較早時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舉行隆重的十周年慶

典後，最近萬傳喜訊，榮登《金m時報》本竿度EMBA課程

全球排名穆冠軍位置。該課程是首個聽身國際組排名榜榜首

的本地開辦課程。

為歷說是次重大突破，我們將於12月舉行大型的慶祝活

動。下期《通訊》將為大家帶來更多慶祝活動的精彩內容。

我們特此恭賀凱洛格.科大EMBA課程的輝煌成績，讓全校

以至全城均感到驕傲。

蟬聯亞洲之冠

院長的話

新學年開始，本院歡迎新舊書同學重返校園之際，

更頻傳3年訊，學院相繼在重大的國際排名榜上取

得驕人成績，令我們喜不自勝。

本院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9月份高路〈經濟學人

信息都〉年度評級的全球排名第20位 10月份，

本說與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EMBA課程更榮登

〈金融時報〉每年舉辦的最佳EMBA課程排行榜榜

首，成為有史以來獲得這項殊榮的首個亞洲地區課程﹒本人在此衷心感謝

既有教授、職員和同學們為爭取這些卓越成績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這些成就無疑值得我們自豪和慶賀，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成就為我們增強

了動力，驅使我們向前邁進﹒本院以矢志提供全球頂級管理課程為己任，

然而任重道遠，因此，在我們堅持不懈的過程中，實需依賴教職員及同學

們的熱誠和團結，以及工商各界的積極參與。

本院最近開展多項新工作，包括籌備以果效為本的教學及準備興建新校

舍﹒我們會繼續在〈通訊〉中報導這些工作的最新發展情說，亦盼望繼續

得到各位大力支持。

許 l詞;美
暑理院長

鄭國漢教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 

攀登高峰鐘，時封表現卓越更重量。本學院在這方面部游刃有

餘，其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連續第二年獲《經濟學人信

息部> (EIU)評選為亞太之冠。

香港科技大學於“個人發展及教學經驗"範國富排名全球第

三，而於“開展新事業機會"則排名第十。 EIU亦鼓學員取

得MBA學位後加薪及擻關閉傢網絡的能力，為該MBA課程

評分。.
該課程亦名列全球第二十位，較去年第三十t位大幅躍升，

力壓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賣夕法尼E大學決爾頓商學院及康

乃蘭大學讀森管理研究學院等著名學府。

本學院的鄰近E洲競爭對手為排名第三十七位的香港大學及

第四十三位的澳洲黨那許大學。在EIU最佳MBA課程首一百

位排名之中，十一間亞洲學府榜上有名，另有四十九問則來

自此美。

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表示:“EIU MBA排名接相當重視課

程對MBA學員的增值作用，這也是科大商學院MBA課程的

發展方向。"

MBA課程主任戴歇息教授期望本學院取得三連冠。他表

示:“我們一直以來都有安排很多活動，以皇宮學員的學習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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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援手

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iEMBA)的學員慷

慨解囊 ，資助中國偏撞地區的見童獲得更好的教育，

為此桂林市派出代表團到訪科大，以表謝意。

首屆iEMBA畢業的校友及教職員捐出人民幣21萬元，

協助在著名旅遊勝地桂林附近興建一幢校舍，並己於

2005年敢用。當地商業發展受到限制，此舉為學生提

供就學機會，帶來更光明的前途。

為了保鐘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政府實施嚴格管

制，但也令當地居民難以脫貧。當地政府亦有撥款資

助這幢新校舍，使下一代獲得知巔，打破貧窮的宿

A.. 
口口 " 

“使下一代獲得知識，
打破貧窮的宿命。"

粉墨登場

八位教撞在本港亞洲電視台今年夏天播出的紀錄片集

《跨國風雲》中擔任主持。

該套紀錄片原本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獨製，講述中還及

TCL等中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所面臨的種種困難。

全套紀錄片共十集，每集30分鐘，其中兩集由經濟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鄒偉業主持。他表示: “我們不時接

iEMBA課程專為派駐中國或大部分時間留在中

國的行政人員而設，在旅游跨地附近的偏遠地

區興建學校及資助教育，一向是該課程的優良

傳統。

第三屆校友早已協助籠資在黃山興建一所學

校，第四屆校友不久也將在四川閱展慈善項

目，而第二屆校友資助計劃的選址亦即將落

實 。校友對桂林項目的資助持續至今，今年七

月更出錢出力，安排一批優秀的師生前往北京

進行學術交流。

代表團由桂林市市長親自率領，受到校長朱經

武教授及商學院害理院長鄭國道教授的熱烈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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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記者訪問，但通常只須表達自己的看法。相比新聞

節目，紀錄片製作認真得多。我們不僅要講解，還要

演出! "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個節目，觀眾藉此可瞭解更多

有關中國大型企業走向全球化的單辛歷程。 .. 

除鄒教授外，參與該節目的教授尚包括在第一集亮相

的害理院長姆國漢教授;組織

管理學系張嘉受教授及劉夢琳

教授;經濟學系雷鼎鳴教授、

梁兆海教授及丘東曉教擾，以

及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劉紹民

教授。

為期七天的以果效為本教育工作坊

9月底至10月初，學院員工埋首於參加一連串活動，體

驗為期t天的以果效為本教育工作坊。

我們邀請7Harvey Brightman教授為科大教職員主持

講座及工作坊 ， 並為商學院教學人員提供教學工作

坊。 Brightman教授為喬治亞州州立大學決策學名譽榮

休教授，也是世界知名的大學教學培訓專家，對提升

大學教學質豪的見解精闢獨到。

為期一周的活動由本科課程主任及副院長吳麗萍教授

及院長助理廖彩雯負責 。

吳教接強調對以果效為本教育有更深入的認識其實十

分重要: “如果能清楚瞭解以果效為本教賞的真諦，

並認識到它如何能幫助學生改善學習質豪，對我們日

後決定不同課程應採取的策略將非常重要。我很高興

看到這些活動能吸引到眾多科大問事參與。愈多人認

識以果效為本教育，則推動我們向前邁進的動力也將

愈大。"

以果效為本教育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推

出的一項新措施，以配合香港的大學本科教育自三年

制改為四年制的轉變 。這項措施要求各課程清晰界定

學習目標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教學進程，以及制訂銜暈

目標是否已達的評估方法。

此外，教資會將於2010年要任校外評審員進行“質素

保誼評審以評價學院實施以果效為本教育的成敗。

Harvey BrighfmanitN 

局中人語

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於10月舉辦的研討會吸引逾300人參

加。是汶講者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教授，以

中國經濟及中國金融與外匯政策為題與參加者分享獨

至1心得。

易教授認為除了合理佑值人民幣外，還需要各項政策

同時實施以解決中國經濟的貨幣失衡。這些政策包括

攝大圍內消費、持續開放市場、支援對外投資、有條

不紊地實施都市化及環續保護。

tþlf/.J.. tèlHf黑存Il!VJNMIllIt皮



向導師致敬

自本學院於1999年推出商界導師計劃以來，參與的導

師及同學均發現大家只需投入參與，便能獲益良多。

今年，共有101 名導師負責指導153名一年級學生。在

一次晚飯票會上，新一屆的導師與學生歡單一堂，互

相認識，期間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介紹7導師就業網

絡(Career Mentor Li nk)如何運作及過去八年的發展歷
程。

“這項計劃最初僅為小規模的試驗計劃 ，當時只有15

對導師及學生 ， 雙方關係非常密切融洽，當中很多人

至今仍是摯友。"他表示﹒ “儘管計劃規模大增，但

導師與學生之間的密切關保維持不墊 ，已成為傳

統。 .. 

目前有三分之二的導師是科大校友， 20位來自長期合

作機構“良朋會另有7位則是與科大有緊密聯擎的

企業行政人員。

有些導師指導2至3名學生，其他則是單對單。有關界

定雙方角色及可達致甚麼指導目標等問題，本科課程

IIßJt~!R1If.品'Jíf.8l*!.芒何其fHfó雪'#41 。

合適的環境

第五屆花旗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以環績為主題，於

10月份在香港舉行，共吸引了全球協支精英隊伍參

加。

由本科課程副主任霍斯特教授撰文，香港首家公用事

業磁構香港中慧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握供的商

業個巢，成為挑戰參賽隊伍如何解決環保問題的案

例。

最後，泰國Thammasat University於比賽中勇奪冠

軍，而香港科技大學亦成為三支進入總決賽的隊伍之

花旗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於2003年由花旗集團及商

學院撓芋創辦，並由花旗集團基金提供贊助，旨在發

揚團隊精神，並鼓勵參加者適應多元文化的工作環

境，及無權壓力追求卓越。

今屆賽事共吸引 718支隊伍參加，分別來自加拿大、
丹麥、芬蘭 、香港、中國內地、墨西哥、荷蘭 、紐西

辦公室會提供協助。

正如鄭教授所指出，這個計劃並非只有學生受惠。他

表示: “過往許多導師都覺得參加這個計劃很有意

義，而且過程十分愉快，我希望新一屆的導前也有問

感。 .. 

香港科大商學院害理院長鄭國漢教授感謝花旗集團及

煤氣公司為參賽者提供7如此難得的學習機會，亦感

謝霍斯特教授揮筆撰寫如此精彩的個案。

“. . .鼓勵參加者適應多
元文化的工作環境。"

蘭 、新加坡、西班牙、泰國及美國。 ß:ðD$J1"'/;fS~.if)é91K1i1ï.1fl2007$~{Jf;正Nlittl1/61~MJI( 0 

科大商學院

向外推介本科課程

9 月，本科課程參與7科大每年一度的預科同學日活

動，吸引 7 約惘，000人來參觀，其中大部分為本港中
學生及同學家長。

各學系課程資料在校園新翼展出，多場課程講座亦在

校內最大的演講廳進行。此外，來賣也可透過講庫得

悉有關課程資料及特定專題的資訊。

稅務精英

五位會計學生絞盡腦汁、盡展語文才孽，終B存在本年

度的德勤稅務精英跳戰賽中力壓其他10支勁旅，奪得

總決賽亞軍殊榮。本屆賽事在廣州舉行，參賽隊伍分

別來自大中華地區多家知名學府。

這項每年一度的案例分析比賽由德勤主辦，要求參加

者利用中文深入分析鑽研中國的說務課題，同時續他

們一當在貪際環境中擔任稅務專業工作者的滋味。

由於五位參加學生都在香港土生土長，因此需要與大

部分操流利普通話且對中國稅務更為熟悉的其他隊伍

較量 。在訓練的過程中，幸而得到許繼偉教授、關彥

湘教授及助教葉佩恩的幫助，才能凱隨而歸。五位同

學分別是盧業信、黎倩彤、胡責君、許康怡和單俊

堵。

德勤中國稅務主管合夥人謝英峰表示: “德勤稅務精

英挑戰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培養大學生對稅務研究和

實踐的興趣，從而幫助孕育新一代頂尖的稅務專才，

以提升稅務工作的整體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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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屆冠軍得主為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則奪得

季軍。比賽共吸引 747所大學派隊參加。



Czabaj希望修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後在香港工作，其

後再往美國，最後返回渡蘭開設自己的企司。他說:

“渡蘭的經濟正在起飛 ， 但擁有亞洲經驗的人不多。

我會非常成功。"

全日制香港課程的學生來自21個國家，另有128人及55

人報讀香港及深圳的兼讀課程。

Daniel Czabaj修讀科大工商
管理碩士的目標非常明確。

這位金融精英在波蘭出生 ，

在美國受教育，現時正在學

習在中國營商的專業知識，

以與其歐美商業知識融會貫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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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希望找出可能

出現問題的地方。"

但是，他不僅著眼於中國市

場的機會。“我不是要瞭解

中國及亞洲的發展前景，這

個很容易知道。"他表示:

“其實我希望我出可能出現

問題的地方。"

中國魅力

| 專業背景 E | 來自~個國家的75位學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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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Czabaj 

Czabaj選擇科大之前，曾經考慮上海及新加坡的院

校。“其他院校並不符合我的期望，甚至相去頗

遠。"他說:“就研究質素而言，科大商學院在E洲

無出其右，這一點對我亦十分重要。"

Czabaj是75名報讀香港全日制課程的學生之一，持有

Hofstra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佛羅里達大學財
務學碩士學位，曾在紐約於高盛及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任穢，其後經營證券買賣業蕩。

由此，他對拉T美洲業滋有所認識，加上熟議俄羅斯

局勢全說，因而對金磚四國(巴西、儷羅斯、印度及

中國)幾乎全盤了然於胸，只剩下亞洲仍然陌生。

他的學業至今一切順利。他說: “真是喜出望外，財

務課程及師資質素且可嫂美美國一級學府。"

1 ，000萬元集資目標

於人才資本一即學生、教員及校友，亦須改善設施。

憑藉惡多校友鼎力囊助，我們定必會實現目標。"

金提高至 1 ， 000萬港元。目前，基金已轉得35 . 6萬港

元，而捐款人數僅僅逾百，佔現有2，400位校友總數不

足5% '本學蹺將致力爭取更多校友踴躍捐輸。

大學要長足發展，完足的資金不可或缺。本學院自

十六年前成立以來在各方面均表現卓越，但一如全球

其他一流學府，仍需校友在財政上全力支援。
本學院將遁入校園內一幢設備最先進的全新教學大

樓，標諒著本學院遁入20週年，並可能動用有關款項

成立一個捐贈基金，年患將用以推行進一步發展，與

其他院校的慣常做法相同。

然而 ， 此舉並非單純為7籌集資金，而是旨在培育校

友回饋母校的文化，隨著本學院聲聲日隆，提而增加

學費及政府撥款的收入。

有鑑於此，本學院將舉辦首個大型工商管理碩士校友

簣款活動，務求成功績得足夠資金，為20竹年本學院

成立20週年誌廈挂上一份大禮。

副院長兼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戴敢恩教授指出 :

“為了追求卓越，必須投放大量資源 ， 加大力度投資

軍車款目標是在上述日期前邁工商管理碩士校友名錄上

25%的校友慷慨解聾 ，將現有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基

資訊之旅

新學年的全球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巡禮再度展闕，科大

將派員於E洲、毆洲、北美及中東20個城市共24場展

覽會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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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此舉旨在向全世界有興趣修讀MBA的人士顯示科大是

進修的理想之選，並透過大學教職員提供全面意見及

校友現身說法，加強宣傳。

“我們不僅提供課程資料 ， 亦會提供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的一般諮詢。"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助理主任(市場

推廣及入學事務)馬嘉儀表示 : “校友經常應邀與有

意報讀本學院課程的人士面說，他們是本學院的最佳

宣傳大使。"

這個巡迴展覽於九月初展闕 ， 首站是北京，然後是首

醋、上海及東京，十月橫渡太平洋到洛杉磯、三藩市

及多倫多，繼而往區洲進發，在法蘭克福、倫敦、巴

黎及蘇黎世舉行。

). 
J 十一月將移師溫哥華，然後返回E洲，重臨北京、首

爾、上海及東京 ， 並造訪香港等七個亞洲城市，最後

以杜拜為終點，於十二月初結束巡迴展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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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報續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學生均為

機構中表現最出色的管理人員。於過去五年，他們仍

不斷論聽著工商業界摺楚的教益。

開學遍及結業禮的嘉賓吉普者包括恆隆集團主席陳敢

京、中聯辦常都副主任王風起、區重執行董事王冬

E蕩、主英偉、合和集團主席胡應湘、香港總商會主席

蔣軍莉及香港賽馬舍前行政鍵裁黃至剛。

每批畢業生亦會選出他們心目中的星級教

援﹒范凱霖教擾、析繪教擾、自國禮教

擾、踏車頁頁教援及喜事勉力教授均曾獲此殊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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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五周年誌慶

五年前，本學院開辦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以培養國際級商業才俊，從而隨動內地面對全

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殷切需求。

時至今日，已有170多位優秀管理人員修畢課程，順利

畢業，為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iEMBA)課程

取得輝煌成果。遣些學員主要來自中國及香港著名的

公司，以及在中國設立基地的跨國企業。第五屆課程

已於7月展闕，共53名學生入適，為歷年之冠。

聾於需求持續不滅，副院長及碩士課程主任她啟恩教

援認為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範圍有

讀闋的需要。他表示:“為使該課程有長足發展.~

院需要開辦多元化課程。"

現時報讀課程的學生主要為行政人員，平均年齡為40

S晨，部分更擁有20多年工作經驗。至今，入讀的學生

均源於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深圳及香港等主要

商業中心。聽啟恩教授表示:“本院的畏途目標是要

將課程拓展至更遺地域，例如伸延至較偏遠的西部城

市。"

為使企業人員能在課程中撞得最大樽益，本院竭盡心

力。聽啟恩教授表示: “本院重棍與學生作個別深入

溝通，從而因材施教﹒同時，本民亦零竟有理想、在

專業範疇上具備潛賀，兼且能力卓越的學生，幫助他

們突破現峙的成就。"

申請者須持有認可學位，具備至少十年工作經驗，及

在棧構內擔任高級職位。他們亦須確保能夠在百忙中

抽出時間，參與這個為期 15個月、每月一模魄的課

程。

| 工作地區分佈 l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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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及跨國公司為各個重要行業握供

優才，以推動中國向前發展。這些人才將自身的淵博

學講帶進學習環境，並在此環境中建立起高層的人脈

網絡。課程以普通話講授，而部分以英語講授的單元

則附設傳譯服蕩。

科大商學院

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議學生深入暸解推動內地商業及

金散發展的因豪，並攘開他們的全球被野，以及在他

們現有的基礎上，加強全球錶哥哥技能。

與課程不斷續展的同時，學生參與中國地區發展的機

會亦不斷增加。移動教學課程使學生可在香港、北

京、上海、海南及深圳等地，參與多項為期四日的單

元課程。去年推出的一項學生交流計劃，安排校友與

頂尖國際管理學院進行交換。去年的交換生於美國西

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上諜，為期一周。

五年前，課程中逾半數學生均來自電訊行業。時至今

日，學生的背景行業分佈已變得較為平均﹒戴歇息教

搜認為: “這種情混可以理解，因為資訊科技是中國

首批邁進全球化的行業之一，並擁有廣大資源，可以

派迪人員參加我們這類型的課程。"

| 行業分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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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風或投資軍事

13% 

“現時，由於製造業及零售業等其他內地行業也迅速

趨向全球化，對培訓行政人員的需求也隨之日益增

加，因此學生背景變得多元化，分佈也較為平均。"

It敢恩教擾預期課程仍有庸大發展空間，但本院會謹

慎地部書發展步伐，以確保準學生的優秀豪質可在現

時高水準的課程中得以持續捏升。

“. . .協助內地面對全球
化趨勢所帶來的殷切需

求。"

嶄新思維推動課程發展

一點風創元素，有效地握升7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

管理碩士課程學生的學習體驗，也標誌著創新精神如

何在過去五年中推動課程發展。

本院邀請7~重獎無數的香港導演張堅庭先生，為學員

捏供戲創技巧課程。避過說故事或角色扮演等技巧，

學生學習到如何在不同場合運用不同技巧來更好地表

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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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更把課堂轉換成電影舞聾，配合道具和燈光，鐘

情演釋。他們也會在每汶表演後觀看錄像，詳細撿

討。

此外，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畢業生又

發起慈善活動，將香港科技大學的名字，童畫著另一饒

富蠢事區的途徑帶進中國。有關活動自第一屆畢業生發

起，以回饋社會及嘉軒學院及課程為目的。

校友在國內興建小學或中學﹒旨在幫助未能受惠於中

國聾勃經濟發展的偏遠地區。目前，第一屆及第三屆

已經書，集到足夠資金，以幫助興建桂林校舍及重建黃

山校舍。雨校舍均以大學名義命名。第二屆及第四屆

的計劃詳情也已在完成階段﹒所有計創皆自負盈虧，

鼓勵畢業生在主要工程完成後繼續參與計創的發展。

此外，就海外交流而言，校友可遭遇本院每年與美國

友校進行的交流計劃，到國際頂級商學院訪問交謊。

是項活動於去年開始學辦。高級管理人員國際工商管

理碩士的一支團隊前是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

院，進行為期一周的參觀考察。在活動過程中，團員

除7增加對西方商業模玄的認識和暸解外，也鞏固7

他們的海外網絡聯擊。

iEMBAifl!f •• 笙"J:$IIlIit.#i~~.BJ鼠忌'lMWW*!.t#II'



中國投資的拉動力

憑藉其對華投資總倩，世界各國闖關7進入中國大門

的道路。在過去的四年囊，中國大陸一直都位於外國

直接投資接受國的前三名之列。然而一直到最近，中

國除了幾個高姿態的出資購買外，其自身的海外投資

相對來說都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興趣。

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 ， 中國仍然落後於一些小型工業

經濟體和新與發展中經濟體。 2002及2003年，中國的

投資額只有全球總投資額的0.5% ， 2005年為 1 .46% ' 

2006年為1.74% 。

但是這一形勢正在轉變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全球

經濟強圈，其大型國有企業和主要上市公司正在加快

海外投資的步伐。 2004至2006年總資本流出幾乎翻了
兩番。

然而，人們對隱論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背後的信息部

所知甚少。頂娘經濟學家對此所作的研究很少。對中

國公司在哪些國家投資，投資了多少，傾向於哪些部

門以及未來發展的走向等問題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

潛在的投資目標非常歡迎這種分析。與主權投資者行

為相闊的各國政策制定者 ， 尤其是中國、新加坡以及

中東國家，希望跟琮瞭解外國固有企業員進他們經濟

的趨勢。

現在學術界的兩位經濟學者即將就這些問題發表研究

論文，從而為經濟學家和學者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這

一問題作一個全面，及時的論述。兩位學者為香港科

技大學經濟系的講座教授兼商學院害理院長鄭國漢先

生和虫京人民大學的馬茲輝先生。

鄭教授和馬教授的論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過去和

未來"授權於美國一家權威非盈利性經濟研究機構一

國家經濟研究局編入 《中國在世界貿易中越來越重要

的地位》 一害 。此書將於明年出版。

兩位教授正在將最近發佈的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詳細

資料收入他們的作品，並對其做最後的潤色工作。此

外他們計劃在另外一篇短文中發表具體的預測。

他們的研究是第一個使用2003至2006年資料進行的系

統分析。其他學者曾做過類似的研究，但使用的都是

由國際機構收集的較舊的統計資料。而現在的分析則

比較準確，因為自中國商務部負責收集的資訊與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的定義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收支平衡準則都是相吻合的。

兩位教授發現僅使用中國自己過去對外直接投資流出

的經驗來預測對外直接投資流會對近年的對外直接投

資估計不足 。 另一種方法就是將所有經濟體的對外直

接投資資料都考慮進來，可利用的相聞資料包括未來

的GDP' 人口增長 ， 外匯儲備和經濟的開放程度。假

如j采用這種方法來計算，預計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

以更快的速度增長。

他們還嘗試對韓國以及日本經濟體的早期增長情況進

行具體的對比，因為中國目前的情況與其當時的發展

很相似。假如他們的發展經歷適用於中國，那麼中國

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增長得更快。

“能源危機也是中國

對外直接投資擴大的

一個因素。"

加速發展

近幾年這一方面的發展確實在加速。 2003年中國開始

鼓勵其國內企業“走出去 " 。鄭教授和馬教授指出，

政府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扮演7一個重要的角色，

它不僅放寬7批准流程，而且還鼓勵在目標工業進行

對外直接投資。早期的研究表明，隨著越來越多的中

國企業採用海外上市來增加股權，握高國際知名度，

餅購已逐步成為海外投資的主要形式。

2006年的能源危機也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擴大的一個

因豪，特別是有閩中國努力在俄羅斯，亞洲中部和非

洲投資石油公司的報導層出不窮。因此，鄭教擾和馬

教授認為隱貓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質後的一個關鍵性

推動力量就是對資源的佔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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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 2006年中國在164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額達到

72竹億6千萬美元，幾乎為2004年的四倍。然而即使

如此，中國仍落後於荷蘭 ，香港和瑞典等小經濟體 。

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中，中國已高居榜首。

中國仍要奮起直追。中國2006的直接海外投資總存量

為906億3千萬美元，這一數位不僅低於主要的工業國

家，也落後於荷蘭 、澳洲、愛間蘭 、丹麥、香港、新

加坡和儷羅斯等國家和地區。

天然資源是關鍵因素

中國200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中採礦和石油佔40.45% ' 
說明一個國家為7確保擴張所必需的天然資源是對外

直接投資其中一個關鍵因豪。排在第二位的為商業服

務 ， 佔21 .4%。然後是金融佔16.8% (這是首次可利用

的資料) ，加工4.3% '批發零售5 .3% (主要為進出

口) ，運輸儲存6.5% 。

對比2006年對外直接投資總存壘 ，排在第一位的為商

業服蕩 (21.5%) 採礦和石油為 19 . 8% '金融為

17.2% '批發零售為14.3% '運輸儲存為8.4% '不藍色

看出2006年以前的投資重點與2006年有所不同。但無

論如何，服務行業的投資總是佔最大份額: 2006年佔

總投資流的53.8% '總存量的68.8% ﹒超過7 日本和韓

國同期發展階段的比例。

回歸分析表明主要經濟體的GDP在吸引中國對外直接

投資方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 而同持與中國距離越

遷 ， 投資額越少。其灰，文化相近性很重要，說:英語

的國家和經濟體如新加坡，香港和澳門都是顯著的投

資接受方，當然政治因素在後兩者中也起著重要的作

用。

鄭教授和馬教授說 ， 然而要計算出資金的實際去向並

不容易 ， 因為中國在避說樂園，如開曼群島，英屬維

爾京群島以及巴哈馬的投資佔有很大的比例，而這些

投資極可能在其他主要經濟體和中國本身的投資。這

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現象。

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十大接受方為香港、開曼

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都是遨稅樂團) ，美國、韓

國、儷羅斯、澳洲、澳門、蘇丹和德國。

2004年12月聯想收購71BM的PC業務，同年電器製造

商TCL購買7法國海姆遜電氣公司，這些公司都受到了

媒體的廣泛關注。自色電器製造商海爾由於在美國建

廠的舉動也受到 7媒體的關注。但是鄭教授和馬教授

還露其實除此之外還有大量類似公司。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份額中，中央政府下的國有企

業仿有絕對地位。 2003 、 2004 、 2005及2006年的投資

流蠱比例分別為73 .5% 、 82.3% 、 83.2%和86.4%。其
餘部分則來自於地方政府管理下的固有企業和非國有

企業控股下的集體及私有部分。

2004年底30家中國跨國公司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股

值中佔80.4% '其中20多家直接受控於中央政府。其

餘的包括聯想、 TCL 、北大青鳥及其它由此京、上海、

廣東地方政府擁有的上市公司。 2006年的情況沒有重

大變化。

學術界對此已有所關注。鄭教擾和馬教授寫道，國際

貿易和國際政治南方面的研究者已意識到中國政府在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作用。這點不難理解，因

為至今為止在中國外向型對外直接投資中佔最大份額

的公司都是與各級政府有親密關係的公司。

“. . .意識到中國政府在中國對外
直接投資中的重要作用。"

根據自鄭國~教授與人民大學馬茲輝教授所撰寫的 (<f:1Æ1J!if'fJJ.1R'lilff : itÞUf!tl旅游) • 



協助提升應變技巧

時代轉變，不同的挑戰接麗而來，政府須面對的難題

尤其蠶巨。過往七年間，本學院通過其管理發展課

程，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個部門超過275名公務

員改善其團隊管理技巧。

現在，本學院更進一步，將於今年秋季開辦兩個經修

訂的課程，內容編排緊密而充實 ，重點提升跨職能技

巧，以滿足政府公務員在新的架構、經濟及政治環境

中對行政培訓日益增加的需求。

來自 17個部門及機構的72名公務員已報讀上述為期四

個月的課程。各課程均包括九日的密集式培訓，自講

課、個案研究、 E勤工作坊、討論環節、 實戰學習及

模擬練習組成。科大教授及嘉賓講者亦會舉行午餐請

座。

課程包括四個單元，其中一個單元須在校園住宿，使

學員完全拋開日常工作及家居環境，投入挑戰智慧的

世界。這個安排亦有助團隊之間的溝通，此乃課程的

主要元豪。

行政人員活動

行政人員課程都開辦7一個新的合辦課程，旨在搗助

商界的明日之星全面發揮其領導才能，在創新的教學

過程中，向學員示範如何將出色意念轉化為競爭優

勢。

“成功之路聯合培訓課程" (Leading for Success 

Consortium Program)為期四個月，由十一日密集式課
程組成，多問享譽全球的商學院將派出最頂尖的學

科大商學院

其他主要的涵蓋範噶包括:個人領導及談判技巧、國

隊效益、策略思維、變革推動者在架織內的角色、危

機溝通及媒體關係以及危機及壓力處理。

本學院的教學團隊包括商學院陳國雄教授、王嘉陵教

授、施偉傑教授及英國赫特福德郡Ashridge商學院

Jean Vanhoegaerden教授。

“內容編排緊密而充實，

重點提升跨職能技巧。"

者，向學員傳授最新的管理知識。

眾位講師在執教行政人員課程以及為世界各地的企業

擔任顧問工作方面擁有聾富經驗，並會以此作為其課

堂內容的基礎。課程分為四個單元，各為期兩至三

日，將涵蓋創意與創造力、策略性財務管理、領導才

能與變革管理以及策略與市場營銷。

投資首選

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修讀7

自行政人員課程辦公室舉辦的投資管理課程，學習會

計、投資及金融分析方面的最新知諧。

gg，槳，.0

課程內容經精心設計，自八個單元組成，為期十六

日。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深圳為基地 ， 其僱

員來自金融界不同背景，該課程為他們提供系統性培

訓卜將參加特許金融分析師考試的學員更加獲益良

多。

該課程由財務學系系主任陳家樂教授及課程主任顏至

宏教授策劃，內容涵蓋會計基礎、經濟分析基礎、財

務分析統計、衍生工具分析、投資分析、固定收入分

析、公司財務報告及高級衍生工具分析。

景順長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梁攀棟盛鑽該課

程水準極高，且非常專業。“我們的員工都覺得課程

很實用 ， 亦能激發思考。"他表示:“對於已獲特許

金敵分析師資格的員工來說，也是溫故知新的不二之

選。 "

Jíf~!11lto(.紡1ItLE=) JIilIIÑ{fJ;l*z,NlillWfiJ#Joilâl.ff 

學科專家及來自不同行業的嘉賓講者亦將就上述題目

主持午餐講座。課程於竹月29日至2月 29日期間舉辦。

2008年將會開辦一系列為期二至三天的公開課程包括

管理決策、領導多元文化、策略財都管理、財富及資

產管理、價值投資及談判策略技巧。有關詳情，請瀏

覽www.bm.ust. hklExecEd 。



委任

( 雯的改過

陳家樂，財務學系講座教授，已獲

委任為該系系主任。

| 助理教授 I 

會計學系

蘇克文，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

校博士。研究領域 : 管理會計、組

織設計、公司治理、最優合約、資

恨自艷，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博

士。研究領域:投資、 實誼期權、

資產定價理論、行為財務學。

資訊與系統管理學系

學還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研

究領域:供應鍵管理、'!運獎勵、

收益重管理、營銷運作管理。

| 書座教授 自

經濟學系

財務學系

金善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

士。研究領域:微報經濟、不確定

性與資訊、產業組織、企業融資。

Michael Lemmon '猶他大學博
士。研究領域:企業融資、管理層

薪酬、資本架構、合併與收購。

訊經濟、代理理論。 組攝管理學系

經濟學系

財務學系

主鵬飛，康乃爾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宏觀經濟、貨幣經濟、開敢經

濟宏觀經濟學。

定縛，社克大學博士。研究領鐵:

企業金融合約理論、資金管理行業

(3:惠基金及對沖基金)、創業基

金、市場微結構。

社渡，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領

域 : 理論與實誼資產定價(包括衍

生工具、投資、資本市場及厲地

產)、財務計量經濟、計算財務及

宏觀經濟。

緊貼市場的研究

)欠級抵押貸款市場危饑今秋席捲美國農地產市場之

際，財務學系副教授甘澤正正是在進行相關研究，其

即將發表的論文多方面深入探討當地按揭業務。

甘教授的研究分析一直緊貼市場動態。她也曾研究過

1990年代翱翔，日本地價大跌近五成的情況，根據她

對日本土地市場的研究，發表了關於資產市場泡沫的

報告，精閥割析擁有大量土地的撥構因價值暴跌而可

能陷入的困境。

那汶危機是由於銀行不僅貸款予房地產行業，亦直接

持有土地，因此須削減貸款，個別日本公司無法避過

其他途徑獲得信賞，因而備受衝擊。

甘教授的研究意義重大，不僅使她在國際上聲名大

噪，亦有助她向學生講解錯綜復雜的市場泡沫、抵押

晶、償債能力及企業投資詳倩，對其學生影響深遠。

黃智，波士頓學院博士。研究領

域:組織理論、組鐵社會學、狀況 市場學系

組縷管理學系

與關係網絡架構、組織行為及結

果。

副教授 I 

繁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研究領域:關保人口統計、認知及

情緒管理、就業外在化。

富麗，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研究領域 : 就業外在化的結果、組

織多元化、機構改革的個人角色。

今年夏季，倫敦 《金融時報》 的“未來大師" 系列曾

刊登甘教攘的專訪，她在談及其對日本市場的研究時

指出: “這些資料對於任職交易商或財經分析員的學

生來說非常有用。市場情況一且變壤，將會每況愈

下。"

甘教授畢業於南京大學，其後於:it京大學取得碩士學

位，並於1999年獲麻省理工學院頸授哲學博士學位。

甘教授現時亦為梅育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的研究

員。

甘教授一向對中國私有化的研究課題深感興趣。她接

受《金融時報》 訪問時表示: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

模的所有權轉型"。一如既往，這項研究也與現今金

融市場息息相關。

Akshay Rao. 維珍尼E理工大學
博士。研究領喊:定價策略的訊息

經濟影響、晶牌管理、以研究管理

層及客戶決策為本的行為決策遑

論、以研究決策為本的認知神經科

學、政治市場取向與決定。

| 兼任教授 , 
財務學系

Jonathan Batten (亦為訪問學
者) .悉尼大學博士。研究領域:

金融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有關

債券市場及金融市場發展的政策問

題、信貸及金融風險管理、企業公

民及企業管洽。

布魯睹.索爾尼克，麻省理工學院

博士。研究領域:國際財務、投

資、佑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