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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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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 
10 

= 提成集團主席搪成漢丶｀｀ 

非家族成員的力量

14 

瑞安集團主席蘿顔瑞

規劃未來

18 

金鷹集團主席隙江和

百年基業藍圖

22 

恒隆集團董事長隗啟宗

財富不留下一代

26 

正愛慈善晶金會創辦人陝文癮

關愛助人

4

 

ll
這
澶
ll

彭倩教授

亞洲家族辦公室－發展趨勢及
其非財務職能的重要性

31 金樂琦教授

中國家族辦公室如何借鑒猶太文化

34 張處教授

家族辦公室－金融研究角度觀之

37 方慧思教授

終身學習推動家族企業跨代財富轉移

42 Entela BENZ-SALIASI 教授

家族企業如何應對氣候變化

46 Utpal BHATTACHARYA 教授

凶宅效應

且
：：：：： 2 新教研人員
：：：：： 

38 位年輕學者提升學院教研團隊性別平衡和多元背景

48 支持培養新一代企業人才
各方好友慷慨支持讓學院實現當前計畫

49 蜚聲國際
多年培育學生正面價值獲外界肯定

50蓄勢待發迎接AI時代
工商管理碩士諫程推出嶄新人工智能選修科

52 連接香港及印度初創企業
專題研討會比較印度·香港及內地的初創生態系統

-1-HKUST 
W 言［戶

H

諡
WORLD CLASS INASIA 

•• cm、n

Biz 
®Hl(UST 

-

虧器翌

讀者可於攣院網站下戴本刊物或以電郵訂閲

璽

54 三校攜手作育英才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WBB) 讓學生獲三所大學頒授學位

56 B2M修讀海外碩士階梯
B2M 網絡協助學生於海外知名學院修讀碩士學位

本刊物由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際
傳訊及對外事務出版

地址／
香港九寵清水灣

霉話I
(852) 2358 8934 

傳真l
(852) 2719 8231 

霉郵l
bmpr@ust.hk 

設立家族辦公室是保持家族財富

（透過信託及投資）、和諧（透過

管治及教育），以及遺產和價值觀

（透過慈善及家族基金會）的有效

安排。

由於家族辦公室的需求日漸殷切，我們有必要了解他們的組織和成效。然而，此題目的

學術研究甚少·部分原因是基於私隱和保密對家族辦公室的運作十分重要。

今期Biz@HKUST將深入介紹—些知名的家族企業領袖，了解他們如何設立並管理家族

辦公室。我們亦會探討家族辦公室的多個角色。

每侗家族都是獨特的，設立家族辦公室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方案。每侗創辦人都有

自己的故事， 我們訪問了三位科大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委員會主席兼捷成集團主席

捷成漢認為，聘用非家族成員來管理家族辦公室是成功的關鍵：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堅

信及早制訂家族約意的重要性，金鷹集團主席陳江和認為，家族辦公室在執行家族及業

務傳承方面可發揮重大作用。

另外兩侗故事來自多年積極回饋社會的顯赫家族。恒隆集圍主席陳啟宗認為家族應捐出

財富，並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家族辦公室的角色；柏寧酒店前行政總裁兼正愛慈善基金會

創辦人 陳文耀透過家族辦公室宣揚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正面價值觀。

這五僭家族源自包括香港、泰國、印尼及丹麥等地，他們都是其家族辦公室的創辦人，

代表了一份延續的精神。如今他們楫根亞洲，將個人或家族業務推展至新的里程之餘，

亦為亞洲家族辦公室定下新的概念。

家族辦公室是一侗新意念，因此我們的學者希望可以填補差距。除面談外．雜誌亦收錄

—系列他們撰寫的文章。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主任彭倩教授概述了亞洲

家族辦公室的趨勢，而該中心的創辦人金樂琦教授則談到中國家族辦公室如何從猶太人

借鏡。

財務學系主任張處教授解釋為何家族辦公室是僭重要的學術研究新領域。同系的其他兩

篇文章探討不同範疇。方慧思教授樂於與家族企業和家族辦公室合作，以滿足他們在技

能、網絡等方面的需要，而 Entela BENZ-SALIASI 教授則鼓勵家族辦公室在應對氣候風

險時擔當更積極的角色。

我們希望憑藉他們的努力，商學院可進—步幫助並擴展家族辦公室研究，增進家族辦公

室專家的知識，並為區內的良好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院長
譚嘉因教授

www.bm.ust.hk 

國匿
保持聯繫

Biz@HKUST 



個國家

8

位新教研人員
於三年內加盟

38

兩性比例

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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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寫

新教研人員
香港科大商學院向以人才薈萃見稱，在過去三年從世界各地吸引了 38 位年輕有為的學者加盟。
他們不單加強本院致力追求卓越的承諾 ，同時亦豐富了教研人員的性別和多元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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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商業統計
及營運管理學系

1. YANG Yi 楊毅
2. LEE Dongwon
3. CHEN Yanzhen 陳彥臻  
4. SHIN Dongwook
5. BAEK Jiye
6. Lucy XIA 夏璐 
7. KWON Ohchan
8. YIN Zhitao 殷志韜

市場學系

1. LIU Jia 劉佳 
2. June SHI 石梓君
3. Sophie FAN 范林瑩

管理學糸

1. Chaitali KAPADIA 柏嘉麗
2. David DANIELS
3. CHO Jaee 曹資宜 
4. KIM Yong H.
5. Madeline ONG
6. WANG Danqing 王丹青 
7. Martha JEONG
8. MA Jingjing 馬婧婧

會計學系

1. ZHENG Yue 鄭悅
2. LI Xinlei 李莘檑
3. Evgeny PETROV 
4. WANG Jing 汪京
5. TANG Chao 唐朝
6. Arthur MORRIS 
7. Siddharth BHAMBHWANI

經濟學系 

1. Kohei KAWAGUCHI 川口康平 
2. LIN Yatang 林婭棠
3. Robin Kaiji GONG 龔開濟 
4. LEE Byoungchan
5. WU Qinggong 吳慶功
6. LI Xuan 黎璇
7. AU Pak Hung 歐栢雄

金融學系 

1. JI Yan 吉岩
2. Emilio BISETTI 
3. Yoshio NOZAWA 
4. XIONG Yan 熊琰
5. CHEN Zhanhui 陳展輝



香港
9%
(71)

區內其他國家
49%
(372)

中國大陸
42%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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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 灼見

發展趨勢及其非財務
職能的重要性
家族辦公室，若設計得當，不僅可以使家族財富實現保值和增值，
還可以使家族團結和睦，家族精神得以傳承下去。

隨著亞洲億萬富豪數目和

私人財富價值的增長，

對家族財富，家族和睦和

家族精神的傳承需求日益

增加，近年亞洲家族辦公

室的數量如雨後春筍般增

長。據安永家族辦公室報

告估計，2017 年的家族

辦公室數目，是十年前的

十倍。筆者在此總結了亞

洲家族辦公室的七大發展

趨勢，與讀者分享。

亞洲家族辦公室

新財富，簡單來講，是指近期快速積
累的財富。譬如，家族企業進入發展
瓶頸期或者年輕一代不願意接班，導
致家族將企業賣盤退出而獲得的巨大
金錢；依靠自然資源的壟斷性獲得的
巨大財富；或是在新興行業和高科技
領域迅速致富。這些大量財富的擁有
者對於財富管理有強烈的需求。但私
人銀行或者資產管理公司提供的服務
無法滿足這個群體，因此成立家族辦
公室的需求便應運而生並且不斷增
加。

在《福布斯》2019 年富豪榜中，香
港和中國大陸億萬富豪人數，分別為
71 位和 324 位。其中在中國大陸，
財富的積累以驚人速度增加。福布斯
指出，從 2013 年到 2019 年，短短

舊財富家族老一輩的投資趨於保守，
以穩定保值為主要目的。譬如，固定
收益，股票等是投資主流。如今，隨
著家族新一代加入家族生意，以及新
財富的湧現，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等
直接投資愈來愈受到家族辦公室的青
睞。據近期統計，家族辦公室的投資
組合中，私募股權投資占三分一或起
碼有四分一之譜。阿裡巴巴聯合創始
人蔡崇信家族辦公室藍池資本（Blue 
Pool Capital）便是一個例子。2019
年 8 月，蔡崇信以 23.5 億美元完成
對 NBA 籃網隊的收購，成為 NBA 第
二個華人老闆。這類型的投資不僅是
自身投資領域的拓展，也是亞洲家族
辦公室投資多元化的範例。

除了家族辦公室內的投資新趨勢，家
族辦公室之間則有共同投資的合作新
模式。不同的家族具備不同的產業背
景和獲取特定資源的能力，通過共同
合作，可以共用資源，取長補短和降
低風險，從而發揮積極的協同效應，
以獲得更加穩定的投資收益。

目前，家族辦公室的共同投資至少有
兩種模式。第一，單家族辦公室會尋
求與其他家族辦公室或者資產管理公
司合作。不過基於相似的投資理念和
週期，家族辦公室往往更傾向於找其
他家族辦公室合作；第二，多家族辦
公室管理模式下，多個家族辦公室共
同投資，除了可以共用資源，還可減
少運營成本。

由於年輕一代相較於老一代具有更高
的風險容忍度，當家族財富為新財
富，或年輕一代管理舊財富時，投資
策略更多偏向財富增值而非財富保
值。近年來很多家族辦公室趨向於科
技創新與新興產業方面的投資。內地
大型互聯網企業創始人的家族辦公室
多投資於科技創新和初創企業。而香
港一些老牌家族企業的年輕一代也在
嘗試新興產業方面的投資，比如香港
南豐集團家族辦公室近年來注重生命
科學的投資。更有甚者，有些新財富
還投資於舊財富想都不敢想的虛擬貨
幣和區塊鏈等等。

基於新財富的家族辦公室
數目持續增長

家族辦公室日趨多元化和
直接投資

家族辦公室之間
有合作共投的趨勢

更重視科技創新和
新興產業方面的投資

趨勢

1
趨勢

2
趨勢

3
趨勢

4

彭倩教授 
科大商學院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六年間，中國億萬富翁的私人財富增
長率 166%。2019 年胡潤財富報告
亦指出，逾 10 萬個中國超富裕家庭
的財富以每年 11.2% 的速度增長，
其中一半以上擁有超過一億美元的可
支配資產。從企業行業來看，2019
年 IT 行業成為中國富豪榜企業家的
第三大財富來源，占比較去年上升
1.4 個百分比，增幅超過金融與投資
行業。

亞太區億萬富豪
資料來源：《福布斯》2019 年富豪榜



Biz@HKUST Biz@HKUST6 7

// 專題 // 灼見

家族治理可成為家族辦公室其他重要職能
之一

很多內地家族企業掌門人多為創一代，家族成員只有配偶
和獨生子女，家庭結構簡單，沒有對家族治理有迫切的需
求，因而在此階段，家族設立家族辦公室的功能只局限於
“管錢”。而香港的家族企業，不少已過兩三代人，家庭
關係複雜。譬如，有些家族成員擁有企業股權，有些沒有
股權；有些在家族企業工作，有些沒有工作；有些家族成
員為血緣關係，有些則是女婿兒媳。不同家族成員，不同
利益，如不治理妥善，家族將會出現各種矛盾和糾紛，甚
至有分崩離析的危險。因而，家族辦公室需加強家族治理
方面的職能，協助支持家族成員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家族
治理體系，提高家族“軟實力”。

從實踐角度來看，家族辦公室可以協助建立家族委員
會 (family council)，選出家族跨代成員代表進入委員
會，跟進委員會所做的各項決策；制定家族憲章 (family 
constitution)，去規範所有家族成員的行為，比如，定下
家族成員的薪酬標準和權利範疇，出售家族股權的規範準
則；適時審查和更新家族憲章以及家族各類政策的內容與
執行情況；組織家庭聚會和家族成員培訓等等。

家族慈善可成為家族辦公室其他重要職能
之二

除了家族治理，家族慈善也有助於維護家族團結。如
何行善是一門大學問。慈善分策略性慈善 (strategic 
philanthropy) 和傳統慈善 (traditional philanthropy) 兩種。
家族當然都可以從傳統慈善做起，但筆者建議時機成熟
時，家族更應側重推動策略性慈善，理由有二。

第一，策略性慈善相較於傳統慈善更有利於團結家族成
員。傳統慈善，通常是捐獻金錢，所謂開支票。家族企業
第一代創始人捐錢建一幢冠名大樓或修橋鋪路等，行善便

愈來愈多家族的新一代投資者表示，
其欲求在獲利同時也能夠在解決社會
與環境問題上貢獻心力。他們採取
永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
的原則，重視投資 ESG（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 Enviro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評級高的公司和
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
根據瑞銀 2018 年永續投資報告，大
約三分之一（38％）的家族辦公室
參與永續投資，其中近一半（45％）
計畫在 12 個月內增加對 ESG 投資。
在香港，愈來愈多的私人資本選擇永
續金融方式，通過尋求有益與社會或
環境的財務投資契機，加速亞洲向可
持續金融中心過渡。

與西方成熟的家族辦公室不同，亞洲
大部分家族辦公室是由家族成員掌舵
的，這在執行事務方面存在局限性。
隨著科學技術和組織管理水準日新月
異的發展和進步，家族辦公室需要更
多專業人才來執行各事務，信任並留
住人才使得家族辦公室得以長遠的進
步和發展。2019 年，私人財富管理
協會和畢馬威會計事務所聯合報告指
出，香港私人財富行業的人才缺口有
增加傾向，僅 2018 年一年就需要約
2800 名相關專業人才填補私人財富
行業人才市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需
求來自家族辦公室。

從歷史角度看，家族辦公室發源於西
方，但其實古代中國宦官豪門裡的
“管家”有相似功能。“管家”對家
族事務都事事過問和全面管理，這在
現代層面上，家族辦公室理論上也是
什麼都管，包括家族的財務和非財務
事務。

如果運用得當，家族辦公室可以成為
家族傳承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它
除了可以打理家族財務，以幫助家族
實現財富傳承，也可以承擔家族治理
（Family Governance）和家族慈善
（Family Philanthropy）等方面的職
能，以支持家族和諧關係和家族精神
的傳承。隨著家族第一代年齡變老以
及家族成員的日趨增多，近年來更多
的亞洲家族辦公室開始關注其非財務
方面的職能。

畫上了一個句號。策略性慈善則不同，在解決社會問題
時，每位元家族成員都會參與到解決方案的討論和決策
中，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深刻體會到慈善的意義並親身參
與慈善實踐。通過慈善專案，家族成員之間溝通交流更加
頻繁，互相理解更加深入，從而家族團結精神能更好地體
現與延續。

第二，策略性慈善相較於家族企業也更有利於家族成員和
諧共處，從而促進家族精神和價值觀的傳承。在家族企業
中，家族成員之間存在潛在利益衝突和矛盾，而且並非所
有家族成員都能參與其中。在傳統的中國家族企業中，非
血親關係的家族成員常常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慈善項目，
家族中任何人都可參與，並且整個家族是為一個有利於社
會的目標努力，而非個人利益的較量和爭奪。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財富擁有者花錢速度快常常被人詬
病，然而這群人或許也是做慈善相當大方的人。相比舊財
富的擁有人，其所得往往是經幾代人的積累下來的“血汗
錢”，不會亂花錢，不像新財富那般出手大方。從家族辦
公室業務的角度看，新財富建立基金會的需求將日增。

家族治理和家族慈善雖然日漸受到重視，但二者並不需要
同時實行。策略性慈善不會因為財富規模或企業發展階段
的因素而阻礙慈善的實踐，越早做慈善，越早能凝聚家族
和有益於家族精神的傳承規劃。如若家族還處於第一代
（如大陸家族企業），家族人數較少，對家族治理的需求
並不緊迫，可以開始計畫，但不需要放在優先位置考慮。
家族辦公室視為家族傳承的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日益受到
亞洲家族企業的重視。而家族辦公室非財務職能將發揮愈
來愈重要的作用，以助實現家族財富，家族和諧和家族精
神的傳承。

科大商學院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

致力成為區內家族企業和創業領域研究的領先機構，除研究外，
亦舉辦研討會和提供相關課程，歡迎流覽中心網址

www.afbes.ust.hk

更加重視社會責任和
可持續性發展

亞洲家族辦公室向專業化和
職業化推進

家族辦公室非財務職
能逐漸被重視

趨勢

5
趨勢

6
趨勢

7

https://www.afbes.ust.hk/


家族辦公室在亞洲是新的概念，區內大部分年輕富裕

家族的家族辦公室較著重傳統形式，即以協助家族管

理資產及財富。然而，家族辦公室還可提供如家族管

治、慈善事業等更廣泛的非財務服務。

家族辦公室是否必要？家族辦公室應由家族成員或外

人經營？家族辦公室如何有效達成財務和非財務目

標？我們與五位傑出領袖對談，他們來自亞洲五個顯

赫家族，且橫跨第一代到第四代，同時分享了成立家

族辦公室的不同目的。

他們的故事與存續精神標誌亞洲家族辦公室的發展形

勢，我們希望透過他們的經驗讓讀者與其他家族辦公

室專家更了解家族辦公室的概念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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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集團主席捷成漢認為，家族辦公室的職務應由家族以外人員擔任，
以免個別家族成員左右大局

捷成集團主席捷成漢表示，家族辦公室的成功關

鍵，就是要由非家族成員執行家族辦公室的職務，

這能確保管理家族財富時不涉個人利益。

捷成漢說：「非家族成員是管理家族辦公室的最

理想人選。」他補充道：「他們應該認識家族，

但最好關係不太密切。如果他們擁有類似的家族

背景，那就更合適。」

捷成漢認為家族與企業的發展動力截然不同。企

業的發展和成長建基於功績和合理性，家族的發

展和成長建基於既定多年的等級制度，著重家人

之間的情感。

他說：「家族架構往往以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為

本，管理企業需要按事實和數據作出決策，任何

與家族有關的事情卻難以根據數據作出決定。」

捷成漢的結論令他的家族辦公室著重實際職能，

他的家族辦公室負責財富管理及繼任規劃、草擬

遺囑，以及擔當家族的法律及稅務顧問角色。

獨立思維

捷成漢的家族辦公室由一名董事管理，他亦是公

司的非執行董事。他屬下有一名法律顧問、一名

稅務顧問和一名信託顧問， 並有三位助理提供協

助。

捷成漢 15 年前已成立了家族辦公室，當時他留意

到公司的財務總監處理有關股東與合作夥伴的事

宜之餘，同時要處理家族辦公室有關的職務，即

這位財務總監要兼顧兩個不同職務。

他說：「這安排在實際情況下有點困難，因為財

務總監需要專注企業發展。這便是我們要成立家

族辦公室的原因 。」

捷成漢亦透過家族辦公室檢視現狀，討論有關問

題，過程中會聽取中立的專業意見，以進行客觀

分析。家族成員宜及早規劃，預計不同情況對家

族財富所引起的影響。

「就不同情況進行對話及討論是很重要的。舉例

來說，假如有人不認同家族的價值觀，我們應怎

樣處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隨著人的壽命越來越

長，決策者可能會患有認知障礙症。所以我們必

須鼓起勇氣提出不同問題，特別是關於未來的問

題。」

非家族成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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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漢稱所有家族辦公室都不一樣，因為所有家

族也不一樣。他提醒不要複製其他家族辦公室的

架構，因為將一個家族辦公室的架構强加在另一

個架構之上是不可能的。

他說每個家庭成員亦有分別：「看到我們五個孩

子各有不同挺有意思的，多元與和諧可在一個家

庭中並存。」

// 家族的發展和成

長建基於既定多年

的等級制度，著重

家人之間的情感 //
捷成漢

三魚商標
捷成洋行今天的商標源自丹麥奧本羅 (Aabenraa) 的
紋章，奧本羅是捷成洋行兩名創辦人 Jacob Jebsen 及
其妹夫 Heinrich Jessen 的故鄉。1895 年，Jebsen 與
Jessen 在香港成立捷成洋行。過去 125 年，創辦人家
族雙方在不同地區開拓和發展新的業務。這獨特的商
標經得起時間考驗，體現四代企業家開拓與進取的精
神。

捷成漢的家族辦公室架構對外界，包其他家族甚

具參考價值，因為他的家族是全球少數能成功及

適時完成四代財富傳承的重任。

一些家族制訂約章，內容涉及某些限制及確立一

些家族期望，以確保家族財富的完整性；而事實

上，以身作則就是灌輸家族價值觀（如父母積極

投入養育）的最好方法。

「約章需不斷修訂，它們未必能與國家法規時常

保持一致，」他說。「相反，如我們能重視和珍

惜與子女相處時間，投入家庭的時間就是最重要

的投資，這樣便可以維持和諧，傳承歷史，最終

亦能保留財富。」

捷成漢對財富與財富保留有深刻的體會。他說：

「錢不能也不應凌駕一切，如果一個人被財富支

配，生活實際上是貧困的。」

捷成漢表示，他教子女明白行善比囤積財富重要。

「人為財分，為善則合」亦是捷成漢的信念之一，

因此他說重點應是「為善則合」。

捷成漢的太太以保護人的身份監督家族信託，而

家族成員在各自的信託擁有獨立受託人，他們亦

為沒有加入公司的下一代設立信託，另有慈善信

託。

熱愛生活

捷成漢鼓勵下一代熱愛生活，應以自己的方式發

揮影響力。

他堅信子女應根據個人志向開闢自己的事業道路，

如果他們不願意就不應强迫他們參與家族業務。

捷成漢說，他鼓勵五名子女成為最好的自己，而

非他人的複製品，更不是他們父母的複製品。他

清楚向子女解釋「與別不同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不希望培育出只顧追求階級、聲望和財富

的人，而卻對社會沒有影響力的下一代。能擁有

財務獨立的優勢，便應盡力透過所做的事回饋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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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認為，及早成立家族辦公室有助避免因繼承問題而引起的紛爭

規劃未來

羅康瑞認為成立家族辦公室時最值得注要的，就

是要一開始便確立家族管治制度。

羅康瑞為瑞安集團創辦人兼主席，他對家族辦公

室的意見是來自他的個人經歷 — 家人就遺產繼承

問題引起外界關注的官司。

他說：「建立家族管治制度，包括制訂約章，越

早開始越好，因當家族人數太多時，要達成共識

幾乎沒有可能。若這情況出現，便需要有人出來

作主，這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最好應趁家族成

員人數還少的時候著手，這樣的話，每個成員投

入和爭取共同目標的意願更大，取得成果的機會

更高。」  

羅康瑞這位香港商人，對缺乏妥善家族管治制度

有深刻體會。2016 年，他的母親入稟高等法院，

要求撤銷滙豐作為鷹君集團股份的受託人。鷹君

集團是羅康瑞父母於 1963 年共同創辦。羅康瑞

說，欠缺家族管治正是家族捲入官司的原因。

他說：「如果我父親一早制定詳盡的家族約章、

成立家族委員會並及早與家族成員商討問題，可

能事情就不會發展至此。」

正因為這些經歷，羅康瑞現在非常重視家族管治，

為其自己家人制定家族約章，以便維持及繼續帶

領瑞安集團的房地產、建築和承辦業務發展。

羅康瑞認為，家族約章能確立家族的價值觀。明

確規定家族成員應如何經營家族業務、成員間應

如何相待，以及當成員違規時應如何處理等基本

守則。他說，此舉能減少將來涉及家族業務的糾

紛或分歧，有助保持家族企業的財富和誠信。

羅康瑞稱：「就我們的家族紛爭，其實我父母很

久以前已經把自己的願望和指示，用書信的形式

寫下來，但卻沒有制定任何具體方式去落實這些

指示。有關資產由銀行全權信託，但受託人並非

家族的一份子，因此他們無從處理我們的家庭問

題。」

建立價值觀

羅康瑞說，家族約章不但規管家族行為，亦對家

族有象徵意義。約章反映家族的核心價值，譬如

誠信。

除這些基本規則外，家族管治制度亦載列家族應

如何為成員提供教育與專業培訓，這亦包括如何

培育下一代成為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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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而非管理

隨著商業環境不斷變化，如今營商比以往更複雜。

若不參與一間公司的管理，如何能有效帶領公司

向前發展？

羅康瑞的解決方案 — 家族辦公室。他說：「過去，

下一代接受上一代留下的一切，關注點集中在遺

產繼承安排及處理遺產稅等事項。」

「但今時今日繼承是需要認真詳細的規劃。擁有

權可與管理權分開，家族成員可參與的專業管理

團隊正是維持家族業務的成敗關鍵。要在家族所

需及業務所需之間取得平衡，就必須建立有效的

架構。」

// 家族約章不但規管家族行為，

亦對家族有象徵意義 //

羅康瑞

海鷗故事
瑞安於 1971 年創辦，羅康瑞早年受到李察 ‧ 巴哈所著
《天地一沙鷗》一書啟發，非常認同主角海鷗約納堂自強
不息的精神。故事講述海鷗約納堂不滿足擁有與其他一般
海鷗的飛行技巧，於是牠鍥而不捨努力練習，最終成為完
美的飛行者。至今，展翅海鷗仍然是瑞安的標誌，象徵集
團追求完美的精神。

羅康瑞說，完成制定文件後便需要執行，這便是

家族辦公室可發揮作用的時候。

他表示：「我認為無論從家族業務和家族本身的

角度考慮，團結家人是十分重要，且需要付出很

大的努力，希望家族辦公室可從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確保成功執行

家族辦公室確保大家遵循及執行約章。羅康瑞說：

「花數月完成一份無人遵守的文件是沒有意義

的。」因此，家族需善用如家族委員會等可行工

具，必要時可執行決策、從中協調。

為了令家族辦公室發揮得更有效，羅康瑞建議委

員會可邀請一至兩位外人加入，例如邀請受家族

成員敬重或大家都稔熟的朋友參與。

羅氏的家族委員會包括兩位非家族成員，他們都

是家族的親密朋友，必要時可給予意見，扮演輔

導和協調等中立角色。

羅康瑞謂，趁他的家庭人數還少，設立家族辦公

室尚算簡單容易。他有一子一女，女兒在 2018 年

獲委任為瑞安房地產的執行董事。但他仍强調需

為日後家族人數增加時作好部署的重要性。

基於個人經歷，羅康瑞樂於解釋為何他盡力建立

家族辦公室。他冀望家族辦公室有助他的財富及

瑞安業務傳承，並持續發展。

他說：「家族辦公室亦會專注投資，因為我有兩

家上市公司和私人財產，瑞安投資會負責全面管

理，而家族辦公室會為家族成員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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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家族百年業務計劃的平穩和持續發展方面，新加坡金鷹集團主席陳江和
的家族辦公室擔當領導角色

百年基業藍圖

從商多年的陳江和深諳發展和擴充新業務所需的

條件。金鷹集團管理多間與資源相關的製造企業，

作為集團創始人兼主席，陳江和成立了業務遍及

全球的企業，同時要肩負這些企業可持續發展的

重任。 

陳江和採用的長期業務發展策略，同樣可應用在

他的家族辦公室。其家族辦公室的一項重任便是

要制訂傳承計劃，令他的家族業務繼承過程謹慎

而順暢，實踐百年基業。 

他表示：「約七、八年前，我們認為是時候成立

家族辦公室。在此之前，核心業務與家族辦公室

的工作是一起進行的，現在家族辦公室在核心業

務之上，擔當監督角色。」

他明白業務興衰有時，因而儘量放遠目光，開闊

思維，務求業務能存續，且世代興盛。 

陳江和認為各行各業都存在顛覆的力量，期望能

永遠經營同一業務是不切實際的。為應對這個問

題，他的公司會嘗試踏足一些新的業務，把握新

的機遇，務求令業務更多元化。

專注可持續發展

作為家族辦公室和核心業務的主席，陳江和表示：

「當我經營核心業務時，我主要考慮增長和盈利，

但在專注家族辦公室時，我會較重視可持續發展

和發展空間。」

陳江和自 1967 年起從商，當時為石油業的承建

商。1973 年，他創辦金鷹集團的前身，從事夾板

生意，並向全球拓展，業務現遍及印尼、中國、

巴西、加拿大及西班牙。

他解釋自已的傳承計劃面對很多挑戰。首先，年

輕一代領袖需要學習必要的技能，以適應發展地

域分佈廣泛的業務及集團的需要。

第二，他們要有能力為家族管理投資，當中涉及

制訂股息政策，保存和增加財富。第三，下一代

需要進一步發展家族的慈善事業。

陳江和表示家族正在制訂約章，而他與太太

黃瑞娥已建立了約章的基礎，主要秉持五個傳統

的中國家庭價值觀：孝、和、勤、儉、恩。他們

希望這些價值觀能灌輸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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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 業界領袖

// 我們的家族辦公室在

核心業務之上，擔當

監督角色 //

陳江和

教育的力量
陳江和生於印尼，是一名福建華僑的長子。1966 年，
時任總統蘇哈托的新政府下令關閉當地華人學校，
陳江和被迫輟學。這個自學成才的企業家轉而從商，
於 1967 年成立首間公司，擔任印尼石油業的承包商，
其後創辦金鷹，踏足夾板業務。由於陳江和與妻子
黃瑞娥（左一及二）年輕時無法完成正規教育，他
們於 1981 年成立陳江和基金會，旨在為兒童提供優
質教育，促進機會平等。圖為他們支持開辦印尼北
蘇門答臘 Besitang 的第一所幼稚園。

孕育未來領袖

陳江和稱，他們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已向他們介紹

家族業務：「太太很早已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業務。

孩子讀小學時太太在公司工作，孩子下課後會在

她的辦公室做功課。我們從沒要求他們從事家族

業務，對他們來說今天參與的工作，可說只是順

其自然的過程。」 

陳江和確保子女具備經營業務所需的技能。他的

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先後在其他不同公司工作，

有機會親身參與其他家族企業的工作，學習寶貴

知識，吸取經驗。

他表示：「兩個女兒曾在紐約和香港等地的銀行

工作，而幼子從事顧問諮詢工作，為多間著名跨

國公司提供服務，他們都獲益良多。」

如果他們不想從事家族業務，他們可以不加入公

司。陳江和說：「長子知道自己的管理風格不同，

不想在重視流程的大型企業工作，所以他成立自

己的投資管理公司，同樣做得有聲有色。」 

陳江和認為家族企業的未來領袖會「自然」產生，

第二代傳人將會自行選出領袖。 

流程制度化

就家族財富而言，家族辦公室監督股息政策。「我

們嘗試將流程制度化。股息撥歸家族作金融投資

之用，並分為三部分。」

陳江和稱：「第一部分是捐款，作慈善用途，第

二部分是透過保守投資保存財富，第三部分是實

現增長。」

「所有在家族辦公室工作的家庭成員均領取薪水，

像其他專業人士一樣。他們目前並未獲得直接派

發的股息，但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制訂相關政策。」

他解釋道，我們內部會作出很多投資決策，有些

工作則外包給專業資產管理人。

延續家庭價值觀及傳統

家族第二代固然需具備領導業務和家族辦公室的

能力，但價值觀和經驗如何世代相傳？ 

黃瑞娥說：「最重要是向他們灌輸傳統的中國價

值觀。我為四代人作好規劃，因為年輕人有可能

已忘記這些價值觀的重要性。」 

陳江和補充：「我們跟子女討論，問他們從家族

企業學到甚麼，他們會否向孩子傳授我們的價值

觀，尤其是感恩，這是我們家族十分重視的價值

觀。 」

陳江和希望透過在各地經營的公司和他創辦的基

金會回饋社會。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經營及發展環

保且可持續的業務，並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好的平

等教育機會。 

讓自己的業務和社會更加可持續地發展，是陳江

和百年事業大計的重要環節。他表示：「當我的

子女能在家族企業獨當一面，而第三代亦準備好

繼任時，便是我功成身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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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認為，與其把財富留給下一代，不如悉數捐出

財富不留下一代

陳啟宗是香港最大地產商之一恒隆集團及其附屬

公司恒隆地產的董事長。陳氏家族辦公室早於

1960 年代成立，當時家族辦公室在亞洲仍是一個

新的概念。

作為先軀，陳氏家族辦公室經歷香港經濟發展的

高低起跌，見證恒隆 60 年的悠久歷史。惟由始至

終，其家族辦公室都專注於兩項核心任務－投資

和慈善。 

陳啟宗表示：「我們的家族辦公室多年來一直運

作暢順，因為我們有明確的投資方向。在慈善事

業方面，我們亦有清晰的目標，為社會上需要關

注的議題出一分力，儘管這些議題可能隨著時間

而改變。」

「除了投資和慈善事業外，我們的家族辦公室亦

具行政職能，這就是其過去 50 多年來的主要工

作。」

大家族可能會面對複雜的問題，但陳啟宗的家族

成員較少，即使遇到問題，他與其弟也可以迅速

作決定，把精力集中在長遠的目標上。

大家族可衍生複雜問題

大家族人數眾多，往往衍生一些典型問題。因此，

有些家族需要依賴家族辦公室來協助安排財富承

傳，以及維持家族成員之間的和諧。

然而，陳啟宗認為這種模式並不適用於他，因為

他無意留下任何東西給下一代。他的家族辦公室

並不是用作規劃或分配財富予家族成員，這是他

的家族傳統。

陳啟宗經常發表對承傳的看法， 他建議大家捐出

自己的財富。他說：「如一開始遺產承繼就不是

計劃的一部分，家族成員就不會有期望，自然也

就不會失望。」 

陳啟宗言行一致，陳氏家族透過晨興基金會支持

各種慈善項目，並捐贈巨款，當中包括教育、科

學和音樂等。該基金會在 2014 年向哈佛大學捐贈

破紀錄的 3.5 億美元 ; 多年來支持世界華人數學家

大會，並協辦晨興數學獎，以表彰 45 歲以下的傑

出華人數學家 ; 音樂方面則創辦了晨興音樂橋，這

是一個夏季音樂交流活動，為 12 至 18 歲才華橫

溢的年輕音樂家提供世界級的培訓，受惠學生幾

乎一半都是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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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開始遺產承繼

就不是計劃的一部分，

家族成員就不會有期望，

自然也就不會失望 //

陳啟宗

言行一致
陳啟宗（右三）與母親陳曾熙夫人和弟弟陳樂宗（右四和右五）於
2014 年向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捐款 3.5 億美元，為哈佛大學史上
最大的一筆捐款，款項主要用作支持減輕人類痛苦的醫學研究，和
應對威脅全球人類健康的問題。

陳啟宗已故父親陳曾熙是堅定不移的教育支持者。陳氏家族早已定
下慈善事業的目標，把財富全部捐給慈善機構，而不留給下一代。

陳氏對教育的貢獻亦包括支持本地及海外多所大

學的合資格學生，當中包括他的母校南加州大學。

陳啟宗和夫人於 2014 年以個人名義向該校捐款

2,000 萬美元。該善舉體現了他的承諾－不僅捐出

家族財富，還捐出自己的個人財富。他認為誰賺

錢誰就最了解金錢的價值，因此他們最有資格决

定錢的運用方式。

這位敢言的商界領袖亦熱衷文物保育。陳啟宗於

1990 年代中創辦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北京故

宮博物院合作，此舉在多方面創先河。中國文物

保護基金會的首個項目－故宮建福宮花園重建工

程－在多個層面都稱得上是故宮的新嘗試。這不

僅是紫禁城內第一個由私人機構獨資捐助開展的

項目，同時也是民國初期以來紫禁城內首次開展

的大規模重建工程，並由國務院直接批核。透過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的不斷努力，陳啟宗在支持

和發揚中國古建築保育工作中發揮了積極推動作

用。他相信，保育就是連繫過去、現在與未來，

並希望啟發更多同道人。陳氏家族辦公室一直與

故宮博物院緊密合作。

追求成功的動力

恒隆集團由陳啟宗的父親於 1960 年創辦，當時正

值香港經濟起飛，公司迅速發展為香港大型地產

發展商之一。惟 1980 年代初，業務曾一度停滯。

1991 年，陳啟宗接任董事長一職，遂開始內地拓

展的新策略，令恒隆今天在中國多個主要城市佔

據重要地位。

陳啟宗說，他從沒有期望父親給他一分錢，這成

為他追求成功的動力。作為兩個兒子的父親，他

認為：「我希望下一代有空間選擇自己的路，能

做他們最喜歡的事。」

陳啟宗持南加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而兩個

兒子也在同一學府畢業。次子陳文揚擁有職業治

療博士學位，現為南加州大學的教職員，而長子

陳文博則熱衷營商。

「文博從商是他的選擇，而不是為迎合任何人的

期望，」陳氏說。「他是憑自己的努力贏得同事

們的尊重。」

儘管出身優裕，陳文博憑自己的才幹在企業營運

領域逐步爬升，由任職上海畢馬威助理經理開始

努力，並於 2010 年加入恒隆集團，其後於 2016

年成為執行董事。

維繫家庭的關鍵

全球越來越多像陳啟宗一樣的富豪承諾將財產捐

給慈善機構，但大部分富豪仍選擇制訂計劃來安

排財富承傳。

陳啟宗說：「我不反對把錢留給下一代，因為我

相信擁有權的必要性。如果你不尊重擁有權，社

會就會出現問題。」

為了使家庭更和諧，讓事情更簡單，他重申自己

的觀點：把所有財富捐出。「處理家族問題可以

很複雜，但如果根本沒有人能沾手，自然就不會

有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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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耀是正愛慈善基金會創辦人，他的家族辦公室亦專注慈善事業，積極向下一代
灌輸憐憫和其他正面價值

關愛助人

許多家族辦公室成立原因旨在保存家族財富，以

及確保順利繼承。然而，作為著名酒店家族（創

辦香港柏寧酒店及許多海外酒店的陳氏家族）的

第二代，陳文耀卻貫徹慈善家的精神，希望透過

成立家族辦公室，幫助弱勢社群，把他對關愛這

美德向外弘揚。

「我希望我的家族辦公室能向新一代灌輸憐憫、

良善和社會責任的精神。」

陳文耀生於香港酒店業先驅世家，父親陳澤富建

立了全球酒店網絡，當中包括香港最早的著名高

級酒店 — 尖沙咀國賓酒店，以及今天仍屹立於銅

鑼灣鬧市的柏寧酒店；此外，陳澤富樂善好施。

陳澤富的長子陳文耀同樣堅信回饋社會的重要性，

他成立家族辦公室，把家族的酒店營運業務分開，

集中管理慈善項目及較流動的投資組合，同時希

望透過該家族辦公室向家人分享一些核心原則。

憐憫與慷慨

陳文耀希望家人認識節儉的意義，並希望他們樂

意對弱勢社群表達憐憫和慷慨之心。他認為既然

家族財富來自社會，回饋社會亦是當仁不讓。

陳文耀是家族企業北美業務的前行政總裁，而

弟則負責經營亞太區業務。

他認為家族應學習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將財富回

饋社會。

「我們有兩個主要目標－希望紓緩社會弱勢人士

的苦困，並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陳文耀目睹朋友財富盡

失，讓他不再汲汲營營，並重新思考人生。他

毅然出售在美國成功經營了 30 年的業務，並於

2010 年回港重新出發。

陳文耀的慈善工作除參與培育亞洲地區的人才外，

亦照顧當地的弱勢社群。在人才培育方面，以

科大為例，他的正愛慈善基金會捐出 4,000 萬港

元給科大學生，鼓勵他們運用創新思維和科技解

決實際社會問題，讓他們可為資源有限的社區出

一分力。

正愛慈善是個事事躬親的組織，其代表會定期到

訪柬埔寨等國家，例如幫助當地民眾建立鄉村學

校，並透過教育及支持脫貧組織，協助改善不幸

社群的生活。陳文耀營商多年，因此亦重視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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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的家族辦公室能

向新一代灌輸憐憫、良

善和社會責任的精神 //

陳文耀

正愛慈善
陳文耀於 2010 年創辦正愛慈善基金會，基金會名稱源自「愛和憐
憫是沒有地理域或種族的邊界限制」。十多年來，該基金會致力
服務內地、東南亞和香港的弱勢社群，例如在柬埔寨辦學並贊助
學生獲得職業訓練及大學學位、支援香港長者的中醫流動醫療車，
以及其他慈善公益項目。

活動的效益成果，包括考慮資源是否用得其所、

項目能否發輝正面價值，更重要的是如何擴大這

些項目的影響力。

他說：「我的女兒子君總愛說，與其送魚給有需

要的人，不如教他釣魚。這還不夠，我們需要更

進一步，教人釣魚之後，再教他如何賣炸魚薯

條。」

他表示：「我們例如會教受惠人學習如何推廣產

品，這樣我們便能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發

揮更深遠的影響。」

陳文耀三年前著手建立家族辦公室，以便同時管

理流動投資組合和推動慈善活動。他說，「營運

業務講求利潤，跟慈善事業的方針截然不同。」

陳文耀和女兒子君專注家族辦公室組合的投資策

略，以及慈善基金會的發展方向，而員工則協助

處理行政和執行事宜。

社會責任

陳文耀將自己營運業務所得的收益投放在家族辦

公室，將資源集中以實踐他的慈善價值觀。他說：

「我不能將這些價值觀強加在目前營運中的業

務。」

「我們家族辦公室最重要的功能是保留資本及履

行社會責任，」他補充道。「我們的辦公室需要

有理想的投資回報，從資產中獲得經常性的回報，

可令我們更能專注如何運用這些回報為社會創優

增值。」

家族辦公室有利家族定立管治和合規架構。他補

充道：「設立家族辦公室促使我們去思考家族的

價值觀，透過正式文件釐定及建立管治架構。」

陳文耀的家族辦公室定期檢討他們的慈善工作進

度，釐清家族成員的責任，提供支持和指引，並

把陳文耀的指導原則和價值觀納入其家族手冊中。

他表示能讓所有家族成員都參與當然是最理想的，

他說：「在過程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先讓家人認

同和接受你的信念。如果他們是自願，而不是強

迫遵從架構的原則，事情自然會較簡單。」

他表示適當的指引可避免誤會產生，而由受家族

成員尊重的人擔當領導角色，有助減少內鬨與紛

爭的機會。

這亦適用於家族的慈善工作。「儘管我們擁有共

同目標，但對項目如何執行可能仍存分歧，」他

說。「如果找到一位受尊崇的家族成員，事情就

會較容易處理了。」陳文耀亦建議可考慮聘請獨

立顧問參與推動慈善工作。

陳文耀說，就家族辦公室而言，沒有放諸四海皆

準的方案。他稱：「你看過一個家族辦公室，就

只是看過一個家族辦公室而已，每個都截然不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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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樂琦教授
科大商學院
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
創辦人兼資深顧問

分析中國家族辦公室
如何從不同文化中學習，
創優增值

1 申命記引用《聖經》新國際版，版權由 Biblica, Inc.

 所有 1973, 1978, 1984, 2011 

2《論語》引用 1990 年 A. Charles Muller 譯本

 （更新：2018 年 12 月 4 日）

中國家族辦公室
如何借鑒猶太文化

中國和猶太文化歷史悠久，經過數以千年，孕育出深遠的傳統價值和智慧，影響

中國人和猶太人管理業務和財富的方式。

這兩個民族有許多異同。我們在本文比較兩個民族在三方面的基本價值觀：包括

金錢觀、慈善的傳統，以及對既定階級制度的態度；此外，我們亦根據兩種文化

樹立的典範，分析中國家族辦公室可如何從中借鑒。

猶太教和儒家思想

猶太教重視法律，因為猶太人認為這是思想和行為的唯一指引。猶太文化中，法

律稱為托拉 (Torah - 希伯來文）注重指導猶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僅是教條

或信條。每個家庭必須學習托拉並遵守其規則。在中國，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價

值觀、倫理和道德影響最深遠，達二千五百多年。儒家本著和諧精神規管個人、

家庭、社會群體和國家的行為，亦設想一個階級主義的社會，每個人的角色取決

於他們在社會的地位。

第一個基本價值觀：金錢觀

中國人和猶太人都重視金錢。托拉提醒猶太人，正是「耶和華你的神」給你獲得

財富的能力（申命記 8：12-18）1，任何希望獲得智慧的人都應學習如何運用金

錢（塔木德，Bava Batra 175b）。儒家思想中，錢稱為「利」，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論語》4: 5）2。　

然而，兩個民族對金錢的重視程度並不相同。對猶太人而言，金錢是生活的重要

部分，因為猶太人過去多年受種族壓迫，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唯有金錢和技能，

可以隨身攜帶，同時能夠助力他們再創造財富，得以生存和發展。在家族企業傳

承方面，猶太人較注重財富的傳承，他們認為企業是創造財富的工具，基於外在

歷史因素，企業的存續並非關鍵。

相比之下，中國家族企業比較關心企業的壽命。即使業務失敗或淪為夕陽產業，

中國人都不輕言放棄企業。中國家族企業家可借鑒猶太經驗，在適當時候退出或

許是是更合理的選擇。只要財富得以保存，日後總可捲土重來。

第二個基本價值觀：慈善的傳統

猶太人和傳統中國人均認同要回饋社會。對他們而言，施予是一種義舉。從猶

太教的角度來看，人們應該追求「仁義」(tzedakah)，即追求至公至義（申命記

16：20）。同樣地，「慈善和慷慨」是中國文化的良好傳統特質。儒家認為，

人們應按照「施」的傳統（仁慈和公義）行事，這是儒家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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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民族 PDI 出現差異，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對和諧理解不同。猶太教認為，世

界本是不和諧的，這可從《聖經》的故事中看出，例如世界的創造中有著不斷

發生的分離，或是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Patt-Shamir，2006）。儒家有別

於猶太教，認為世界本是和諧的，而和諧是社會世界的理想狀態（Patt-Shamir

及 Zhang，201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

13:23）。

其次，猶太人和中國人對孝的重視程度不同。孔子強調社會和家庭階級制度，包

括孝道。漢語的「孝」指不僅要供養父母，亦要在父母去世後尊敬他們（《論語》

2：5、2：7）。大多數中國家庭中，父或母擔當重要角色，他們亦可能是獲家

庭授權維護財富、遺產、和諧與團結（King 及 Peng，2017）。猶太人儘管尊

重父母，但並非無條件服從父母。猶太人在逾越節期間，有一個傳統是與家人辯

論托拉的內容。不論年紀大小，每個人都可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提問。猶太人不懼

權威，具有創新和創業精神（Senor 及 Singer，2011）。

PDI 可影響家族辦公室的運作和管理方式，亦可影響其投資策略。PDI 較低的

家族辦公室是培養創新和創業精神的溫床，也會較傾向投資創新和多元化的事

業。我們的研究顯示，亞洲超過 70% 的年輕一代希望創業（King 及 Cheng，

2018）。因此，中國家族企業家族辦公室可提供創業資金，實踐下一代的理念。

如成功，新企業便可推動業務多元化策略，亦有助實踐企業傳承計劃。

結論

儘管文化和世代差異令中國家族企業不可能、亦不必完全採納其他民族的做法，

但從他人身上借鑒總有得益。多理解民族之間的差異，可為中國人經營業務和家

族企業啟發更多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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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思想對中國

人的價值觀、倫理

和道德影響頗深 //
金樂琦

慈善是一門藝術，應適當行之。猶太人認為「給予力量」是重要的，要幫助窮人，

應送禮或提供貸款、視他為業務合作夥伴或幫助他找工作（Mishneh Torah，

Laws of Charity，10: 7-14）。儒家亦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

12：2）。主張給予對方所需要的，而非僅憑藉主觀想法去施予。

然而，兩個民族的慈善概念存有些微差異。猶太人慈善的傳統遵循猶太法律。猶

太人最初實行強制性的什一稅 (Compulsory Tithing) 和仁義箱 (Pushke)。拉比

（Rabbis - 希伯來文），在猶太民族中，代表學者和老師。他們管理人民財產

或所得收入的的十分之一，並將其作為慈善捐款（申命記 14：28-29）。猶太人

家中的仁義箱大多是一個藍白色的慈善箱，用來在日常禱告活動中存放仁義硬幣

（Raphael，1979）。因此，猶太家族企業的慈善活動涉及較具系統性的指引。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慈善傳統並沒有寫進法律，也不那麼系統。

許多猶太家族企業會精心規劃策略性的慈善事業，而非簡單的「寫支票」。中國

家族企業亦樂善好施。我們建議這些新家族企業的家族辦公室規劃較具策略性

的善舉，這不僅有助維護家族的價值觀和傳承，亦可讓所有家族成員參與慈善活

動，促進團結和睦。

第三個基本價值觀：階級制度的差距

在中國和猶太的文化中，階級制度的差距相當不同，實際上幾乎是相反的。大多

數猶太人的 PDI（權力差距指數 3）較低，而中國的 PDI 相對較高。這顯示猶太

人相信獨立、平等權利和平易近人的上級，而管理層懂得賦權於下屬並鼓勵其在

工作中獨當一面（Hofstede，2011）。反之，中國的家庭或組織非常重視兩極

化的上下關係（Hofstede，2011），按照這種關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

語》8：14）。

3 權力差距定義為一個國家的機構和組織中最弱勢的

 成員期望並接受權力分配不均的程度

 （Hofstede，2011）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
https://acmuller.net/
http://www.acmuller.net/con-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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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可提供嶄新且
豐富的學術研究題材

5.1 萬億美元

全球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財富 *
達 2 億美元門檻的總額

* 截止 2015 年

家族辦公室
金融研究角度觀之

家族辦公室作為金融研究課題，尚屬較新的領域。有關家族業務的企業架構及企

業傳承屬企業金融學常見的研究題材，有不少相關文章發表在管理學的文獻，惟

有關家族辦公室的學術研究則近乎空白。以「家族辦公室 」為題在前三甲的金

融學術期刊中搜尋，結果會發現相關文章的數目是零，理由很簡單：家族辦公室

非常重視私隱，而家族辦公室的管理亦必須恪守保密原則。  

目前，這題材仍未有已知的數據庫可支持學術研究。有關家族辦公室最深入的資

料，往往都是來自少數投資銀行及會計師事務所的財富管理團隊所撰寫的報告，

主題多涉及對家族辦公室的投資策略建議和執行方案。這些報告基本上是家族辦

公室的「手冊」，專為有意成立或已經成立家族辦公室的人士而設。  

在本文，我將會選取該等報告中的有用資料，從兩個傳統的金融研究角度，即投

資和企業財務，探討我個人認為可供研究的題材。  

家族辦公室概況

家族辦公室是家族擁有的組織架構，負責管理私人財富及其他家族事務。隨著家

族業務於不同發展階段取得成就，他們便希望將家族財富和資產與營運業務劃清

界線。這可能是因為需要分散業務風險，以保障集中於某些行業而積累的財富，

亦可能是希望同時增加固定資產的流動性。而許多時，設立家族辦公室是為確保

順利將財富傳𠄘至下代，以及避免家族成員間可能出現的紛爭。  

不同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資產額大有不同。為方便調查，專業界的準則一般要求家

族辦公室最少有 2 億美元的資產額。以這個準則，在 2015 年，全球有超過 1 萬

間家族辦公室，其中半數以上乃於 2000 年後設立。而到 2015 年，符合 2 億美

元資產額門檻的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財富總數估計已達 5.1 萬億美元。由此簡單

推算，現時家族辦公室所管理的財富總數已高達 10 萬億美元左右。雖然大部分

的家族辦公室都是集中於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蘇黎世、香港和新加坡，

但新的趨勢是家族辦公室紛紛在新興市場崛起，例如俄羅斯、中國及中東國家。   

整體而言，家族辦公室對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影響，不容輕視。因此，這個題材

肯定值得認真的學術探究。 

從投資角度看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為擁有家族企業履行各樣職能，其中最基本的無疑是保存家族財富及

爭取增長，因此家族辦公室的主要職能是與投資相關；家族辦公室亦會參與慈善

事業及提供其他「管家」服務。故此家族辦公室採取的投資策略自然與其他金融

機構有所不同。

究竟家族辦公室實際採取的投資策略與其他金融機構有甚麼分別，而這些分別

是否由於家族辦公室須要為家族業務執行其他服務所引致？ 瑞銀集團 (UBS) 及

Campden Wealth 在 2019 年 5 月調查了 360 間分佈全球各地的家族辦公室，結

果顯示家族辦公室持有的投資組合一般為 51% 股權 (32% 公募及 19% 私募 ) 、

16% 債券、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18% 房地產，以及 7% 包括大宗商品及對

沖基金等其他投資項目。 

 

這些家族辦公室中，80% 是為單一家族企業服務的單一家族辦公室，20% 是為

多個家族企業服務的多元家族辦公室，他們平均管理 9.17 億美元的資產及 12 億

美元的家族財富，故此相當有代表性。若以它們的代表性為準，則顯示他們相比

一般金融機構，較著重私募股權和房地產。 

表面上，家族辦公室偏重私募股權和房地產的資產分配，似乎與其目標不一致。 

實證數據表示私募股權和房地產屬高系統風險的資產類別，而眾所周知私募股

權和房地產是流動性很差的資產。這些特性令人生疑，究竟家族辦公室偏重私募

股權和房地產，是否有違分散業務風險及增加資產流動性的目標？這是資產錯配

嗎？

一個能解釋家族辦公室目標與策略表面似乎不一致的假設是，家族辦公室的行政

人員在私募股權和房地產範疇有資訊上的優勢。這說法或許真確，尤其對單一

家族辦公室而言，因為它是由內部家族辦公室蛻變出來，其高級行政人員向來便

負責掌管家族的財務事宜。他們早年便跟隨家族企業的領導人一起發展業務，身

經各項業務交易，亦曾參與眾多項目的決策。在逐漸被培養成為家族辦公室的高

級行政人員的過程中，他們亦積累與成功創業家相同的見識。當他們是私募股權

交易的買方時，亦特別懂得挑選有潛力的目標項目。 同樣地，無論在業務的擴

張或收縮時，難免牽涉房地產交易，故此這些行政人員在正式掌管家族辦公室之

前，已積累物業估值的經驗。  

總括而言，家族辦公室偏重私募股權和房地產，乃因家族辦公室的行政人員對這

兩類資產的資訊掌握較有優勢，而這優勢抵銷了這兩類資產較高風險和較低流動

性的缺點。這假設具有若干可以檢驗的推論，當能收集有關的數據便可再進行探

討。 在此之前，個案研究提供的非正式資料亦具一定參考價值。



Biz@HKUST Biz@HKUST36 37

// 專題 // 灼見

參考

彭博， 2017《家族辦公室的前景》(The Future of Family Offices)

花旗銀行私人資金部 ， 2018 《家族辦公室投資管理最佳實務 》(Investment management best practices for family 
offices) 

瑞信， 2014 《家族辦公室動態：家族及財富管理成功之道，第二部：程式考量 》(The Family Office Dynamic: Pathway 
to Successful Family and Wealth Management, Part II: Process Considerations)  ( 安永及聖加倫大學合著 )

安永， 2017 年更新版 《安永家族辦公室指引：家族及財富管理成功之道 》(EY Family Office Guide: Pathway to 
successful family and wealth management) ( 瑞信及聖加倫大學合著 )

瑞銀集團及 Campden Wealth， 2019 《全球家族辦公室報告，第 6 版》(The Global Family Office Report, 6th edition)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的運作費用高昂，最大的開支是職員薪酬 ( 薪金、花紅等等 ) 及支付

予外界專業機構作財富管理的費用。由於不同的家族辦公室在採納聘任外界專業

機構的政策有異，同時辦公室的內部職員人數亦根據所管理的資產而不同，所以

這兩方面的支出比重亦有很多差別。聘任外界專家的優點是可以利用外部更廣泛

的財富管理專門知識，但除了支付費用外，不利的因素包括資料外洩的風險及失

去投資組合的管控，以及不能培養內部人才的專門知識和忠誠。

 

雖然外判的專業服務在質量上的利弊易於理解，但現時並無具體的模式為這重要

決定提供指引。由於家族辦公室負責的服務非常複雜，所以亦有各類不同的做

法，這做法各異的情況是否表示家族企業本身及整體社會上存在任何次優性，則

屬未知之數。與平常的成本收益分析相比，家族辦公室情況亦較為複雜，因為企

業家族與家族辦公室行政人員之間，以及家族辦公室與外界財富管理服務供應者

之間，可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在專業機構的持股人士與經理之間，以及金融機

構如互惠基金的投資者與基金經理之間，道德風險這類題材已有深入探究。 家

族辦公室管理的複雜性為企業金融研究學者提供嶄新而豐碩的研究領域，例如我

們可就忠誠度及機密性等範圍，針對有效合約的問題進行多層面的研究。

興趣激增
       

家族辦公室數目的激增及它們管理資產的龐大，使從業者和學者都大感興趣。設

立家族辦公室及其管理架構的決定是怎樣作出，目前並無正式的紀錄和分析。由

於缺乏數據，要研究家族辦公室實況，並不容易；但這題材的重要性令相關研究

變得更有意義。   

香港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的投資研究中心與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

合作，致力研究家族企業並將相關知識與外界分享。研究家族辦公室不單能擴闊

金融研究的範圍及深化相關學術研究，同時對本地經濟社會帶來直接裨益。   

方慧思教授
科大商學院
就業發展及企業拓展主任
兼財務學系教育副教授 ( 財務 )

科大樂於與家族企業和
家族辦公室合力解決他們
所需

終身學習推動家族
企業跨代財富轉移

未來數十年，在人口變化、經濟發展和資產價格上漲的推動下，預計跨代財富轉

移的趨勢將會持續。根據 Campden Research，全球嬰兒潮世代到 X 世代和千

禧世代的財富轉移總額預計高達 30 萬億美元。這龐大的財富轉移大部分將在家

族企業中發生，而且與日俱增。

億萬富翁的崛起與跨代財富轉移

過去數十年，在創新和技術發展帶動下，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促成了超

級富豪崛起，億萬富翁人數大幅攀升。瑞銀 / 羅兵咸永道的研究指，2018 年億

萬富翁財富增加的行業主要來自科技界。

根據瑞銀 / 羅兵咸永道 2019 年發表的 Billionaires Insights 報告指出，全球億萬

富翁的財富在五年間增長 34.5% 後，在 2018 年微跌 4.3% 至 8.5 萬億美元。

2018 年有 2,101 名億萬富翁，2017 年則有 2,158 名。表 1（38 頁 ) 顯示億萬

富翁的地域分佈。

亞太已超越北美，成為富人（除主要住宅外，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的人）數目

最多的地區。根據 Capgemini 的研究，2018 年亞太高淨值資產人士 (HNWI) 的

價值為 21 萬億美元。

儘管許多較年輕的企業家（尤其在中國）屬於第一代，財富過渡 (wealth 

transition) 的趨勢已經開始。根據瑞銀 / 羅兵咸永道，全球約有 700 位年逾 70

歲的億萬富翁，約佔億萬富翁財富的 40%。

管理繼承方面，許多亞洲大家族企業都處於需審慎處理的階段，以免出現紛爭。

一旦在家族未建立健全的組織架構前，創始人便去世或放棄控制權，這種情況便

會發生。1 多個家族繼承糾紛的例子都曾登上報紙頭版，如香港的何氏家族企業

與新加坡李氏家族的複雜繼承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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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料來源：瑞銀 / 羅兵咸永道 2019 年 Billionaires Insights 報告

各區億萬富翁人數 (2017 至 2018 年 )

地區  分區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18 年 女性

  億萬富翁人數 億萬富翁人數 財富總額 平均年齡 富豪所佔比例

    （十億美元）  

亞太   814  754  2,491.9  62.35  8%

 大中華  475  436  1,387.7  58.94  8%

 大洋洲  43  36  114.4  67.78  19%

 東南亞 296  282  989.8  66.94  5%

歐非中東   629  598  2,409.2  62.90 14%

 東歐 163  151  543.1  56.96  5%

 中東及北非  52  50  162.3  66.10  6%

 西歐 414  397  1,703.8  64.79 18%

美洲   715  749  3,635.7  66.60  13%

 北美 631  652  3,264.1  66.50  12%

 中南美 84  97  371.6  67.27  13%

總計   2,158  2,101  8,536.8  64.03  11%

在中國，由於一孩政策維持長達 35 年（直至 2016 年），許多家族企業都面臨

繼承危機，因為 80% 的第二代繼承人不願加入家族企業。3 這情況並非中國獨

有：根據德勤／新加坡管理大學的調查，第一代受訪者中有 77% 表示，家族成

員應擁有公司控制權，但第二代和第三代受訪者的相關數字卻分別下降至 35%

和 24%。1

Williams Group 的研究發現，超過 3,000 個未能將財富過渡至下一代的美國家

族，失敗的最大原因 (60%) 是家庭溝通與信任破裂，失敗的第二大原因 (25%) 

是繼承人尚未「作好準備」，第三大失敗原因 (12%) 是未能建立家族使命或目

標，只有 3% 的失敗案例是不良的法律稅務或投資建議所致。4 有趣的是，根據

瑞銀 / Campden 的調查，47% 的國際家族表示，他們的下一代對未來繼承「多

少」或「非常」準備不足。幾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的繼承人「未夠資格」

管理家族財富。5

然而，許多家族的財富轉移過程仍在進行中。根據 Campden Research，「過

去十年，有 28% 的下一代擁有家族財富控制權，未來十年，預計有 37% 的下一

代擁有家族財富控制權。約三分之一 (36%) 的人已在家族辦公室擔任行政或管

理職務，而 25% 的人在董事會任職。」Campden Research 補充：「全球下一

代繼承的平均年齡為 45 歲（在亞太區為 41 歲）。」6

為管理財富過渡，亞洲家族企業正採用西方使用的私人信託和家族辦公室架構。

舉例，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數目於 2016 年至 2018 年

間增長四倍。5

為應對家族企業不斷變化的需要，亞洲家族辦公室正從純粹著重投資發展至提供

糾紛調解和繼承規劃等服務。6

亞太家族辦公室的角色演變和家族網絡的增長

家族辦公室的角色已從投資平台逐漸演變成擔當鼓勵下一代重返家族企業的角

色。

新任務之一可能是讓下一代投入發展計劃，幫助下一代成為良好東主和未來領

袖。根據 HBR，這些計劃針對五個主要目標，當中包括企業持有的技能和能力、

家族企業原則和家族企業資產的實用知識、了解家族歷史和價值，以及培養個人

領導能力。7

舉例，位於新加坡的多家族辦公室 Golden Equator Wealth 為年輕成員提供一項

計劃，「參加者在股票、債券以至外匯、對沖基金和私人交易的資產類別之間輪

替」。新加坡銀行制訂的 GenINFINITY 計劃包括「融合傳統的學習和活動，例

如建立個人品牌、參觀初創企業孵化公司、參與有關人工智能如何影響傳統行業

的專家討論，以及參加「創業鯊魚幫」式的比賽 ─ 即參加者分為三組，構思創

業意念並向評審團闡述。」8

越來越多家族避免向投資銀行或私人銀行等金融機構尋求建議，而是個人或在家

族網絡中建立自己的專業知識。《金融時報》一篇文章提到，「他們正在迅速發

展全球網絡，彼此間的直接交易越來越多…如今，只有 18% 的富人透過財務顧

問物色直接投資機會；大多數人依靠個人聯繫。」9 舉例「Insignia Ventures 從

55 名主要是中國科技公司創辦人（獨角獸俱樂部）中獲得五分之一的資金。他

們「佔本身資本 20%，但佔本身的構思 80%。他們幫自己尋找交易 — 令自己可

投資於他們轉介的公司。」10

家族辦公室從彼此團隊中選拔人才，例如 Wallenberg 亞洲家族辦公室 Investor 

AB 的人才加入了馬雲家族辦公室 Blue Pool Capital。10 他們亦分享有關環

境、社會及管治 (ESG) 或影響力投資 (impact investment) 等新趨勢的資訊，

WEcubed 或 The ImPact 等網絡則提供分享知識和經驗的機會。11

網絡的作用與中國的關係文化觀念密切，這亦是家族企業的全球趨勢。矽谷銀行

家族辦公室業務主管 Jacqueline vonReichbauer 向彭博表示：「家族互相聯繫，

就機遇、交易和對管理人的看法分享見解。因為家族成員之間彼此信任，他們交

流大量資訊，這些資訊就成為他們本錢的一部份。」12

因此，越來越多家族互相物色交易，不僅亞洲如是，全球亦然，例如意大利

的 Agnelli 家族和 De Benedetti 家族 13，以及美國的 Reimann 家族和卡戴珊

(Kardashians) 家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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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學院的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與高級管理人員課程辦公室合辦的公開課程中，講者和學者就成功的家族企業分享見解

終身教育幫助跨代財富轉移

隨著家族辦公室的擴展和制度化以滿足家族擁有者的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差

距只有終身教育才能填補。

家族辦公室需要財務和投資的專業知識，越來越需要將各種管理和領導技能傳給

下一代。隨著下一代在家族企業、家族辦公室或家族基金會中擔任更多管理職

務，新一代自然需要掌握管理和領導技能。

與科大等首屈一指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合作，可讓家族企業填補所需，並透過

創新物色投資機會。此舉亦可透過對教育的長遠貢獻，讓家族企業投入慈善教育

事業。

家族需要為下一代培養經營家族企業所需的商業和管理技能。這些技能可從工商

管理碩士 (MBA) 或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等傳統課程學習。許多家族

子女畢業於科大著名的 EMBA 和 MBA，這些課程提供必要的管理技能及廣泛人

脈。

隨著家族辦公室越來越傾向直接投資於私募基金和初創投資 12，他們需要了解複

雜的估值方法，以及投資組合分析的專業知識，類似私募基金和創投公司運用的

專業知識，這些技能可從專門的行政人員課程取得，例如科大與紐約大學 Stern

合辦的著名全球金融碩士 (MSGF) 雙學位課程，提供有關深入的一年制兼讀學

位課程，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下一代家族成員修讀 MSGF，並受惠於頂級的國際

金融行政人員網絡。

就更專業的水平而言，直接私人貸款和私人債務的增長 15 需要信貸分析技能，

以及分析文檔和理解相關投資破產法律的能力。房地產投資需要廣泛的相關法律

和該等投資稅項影響的知識。

家族決定投資於併購時，需要像投資銀行家一樣具備企業財務技能（包括複雜的

現金流建模和估值技能），才能使磋商達致專業的水平。科大著名的財務學系可

與我們的高級管理人員課程辦公室和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合作，

按家族需要提供專門課程。

要成功過渡至 ESG 投資、可持續發展投資和影響力投資，便要了解這個新興市

場（尤其是亞洲）的各種標準和發展。隨著 ESG 投資在亞太區持續增長，ESG

投資等課程廣受歡迎。科大透過我們的環境研究所提供與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全球專家交流和學習機會。

在地緣政治議題日益升溫的環境中，成功過渡需要溝通技能、建位個人品牌、跨

文化知識、談判和危機管理技能。在家族辦公室網絡的領導下，學習避免與聯繫

網絡有關的類似龐氏騙局和詐騙計劃亦十分重要。

舉例，我們高級管理人員教育辦公室提供的熱門課程包括有效談判、管理決策與

領導力、成功領導等課程，都能提供廣泛的管理和領導技能發展知識。

慣於社交媒體的年輕一代可能會遇到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有關私隱和網絡威脅防

護的需求，這些亦需要專門培訓。了解潛在投資機會所涉及的新技術，亦可能需

基本編程和編碼及數據分析的培訓。如數據轉型：策略、變革與技術、商業的大

數據應用，非技術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的金融科技等行政人員課程，對了解當今

科技議題甚具價值。

透過陳江和亞洲家族企業與創業研究中心和熱門的高級管理人員課程，如「家族

企業：卓越領導世代」和「家族辦公室：繼任規劃的有力工具」，可彌補知識和

技能的差距。

除教育培訓外，與科大等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緊密關係，可讓家族辦公室善用孵

化公司等以研究為本的投資平台。

我們歡迎與各範疇的家族企業和家族辦公室合作，以解決他們在技能、網絡和投

資機遇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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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的透明度和披露必須
加強，以應對氣候風險，而
區內的家族企業可擔當更積
極的角色

家族企業如何
應對氣候變化

近年來，ESG 或可持續投資都發展得非常蓬勃。2019 年全球永續投資聯盟調查

指出，約 30 萬億美元資產管理規模符合 ESG 指標，佔總資產管理規模的三分

之一。可惜，亞洲（除日本外）則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在 ESG 數據對新興國

家尤其重要之時，著重 ESG 的資產管理規模卻少於 0.8%1。ESG 是實用的篩選

指標，有助建立更全面穩健的風險管理機制。

ESG 投資指致力實現可持續業務發展，這樣才能令業務可存續發展至跨世代。

亞洲經濟以家族企業為本，傳統上有符合 ESG 原則的長遠目光。缺點是這些家

族企業都缺乏投資者的壓力，令他們欠缺披露 ESG 相關資料、政策和策略的動

力。

氣候風險是家族企業的最大威脅

ESG 說明了數以百計難以量化、衡量和控制的風險因素，因此適當的 ESG 應用

需要精準聚焦。眾多因素中，ESG 核心的一個風險因素就是氣候變化，它將帶

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由於氣候變化，氣候風險整體而言將成為企業和社會

的最大風險。

瞬息萬變的環境、即將出台的法規、政策變化、技術轉移和消費者行為的急劇變

化，預計將對企業造成巨大壓力。因此，世界各地的公司開始意識到「如常營運」

的情況不復再現。儘管如此，很少公司的領袖掌握氣候風險的概念，更遑論將這

些風險計算在內，並設定壓力測試境況。淡化這些風險並視之為尚未明朗或遙不

可及已經不合時宜。

家族企業不再如常營運，亞洲尤其如是

亞洲的實體氣候風險是歐洲的兩倍，亦高於美國 50%。此外，亞洲（特別是沿

海城市）亦面臨急速都市化。由於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沿海城市最容易受海平

面上升和沿海洪水影響。單以亞洲為例，2050 年之前，生活在廣州、孟買、加

爾各答、深圳、天津、胡志明市、雅加達、清奈、蘇拉特、張江、曼谷和廈門等

城市約 1.8 億的人將遭受洪水相關的損失 2。因此，沿海地區的高氣候風險和嚴

重都市化，將導致環境災難和巨大經濟損失，危及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更不幸的

是，亞洲對能源、基礎設施的需求不斷增加，同時從農業過渡至工業為主的經濟，

加劇區內的二氧化碳濃度和水源短缺。

氣候變化考驗家族企業的「長遠目光」

我們常說家族企業目光遠大，問題是隨著氣候風險和氣候變化加劇，這些長遠目

光變得難以想像和預測。

世界氣象組織於 2019 年 12 月發佈最新消息，預測溫度上升攝氏 4 至 5 度。現

在我們將之與攝氏 1.5 度（2015 年巴黎協議的目標）比較。2019 年之前，我們

已超過攝氏 1 度。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COP25)，儘管群眾要求採取具體

行動遏制氣候變化，各國政府仍未應對。事實上，2019 年每星期都發生許多「百

年一遇」的事件，包括毀滅性颶風、春季山火、熱浪和不尋常的寒流。試想像十

年後的世界是怎樣的光景，未來將變得前路暗淡，每況愈下了。

過去數年，與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有關的財務損失每年介乎 2,000 至 3,000 億美

元。在亞洲，不足 10% 的天氣損失得以賠償，而這些損失越來越大，無法預測

亦無法受保。由於氣候變化，氣候風險不再是尾端風險，而是系統性風險。

只有少數公司披露氣候相關風險

有危必有機，一切從減緩並適應新產品和新市場開始。壞消息是亞洲只有少數

公司披露氣候風險。回顧 2018 年我們一項全面獨特的分析，發現在 2017 年向

CDP 報告的 350 間亞洲公司中 3，只有 326 間披露若干資料而獲得 CDP 評級。

然而，其中 80% 的公司並未提供足夠資料以作評估，因此獲得 F 級。只有香港、

泰國和新加坡擁有 B 級 — 意識（第二高），且無任公司獲得 A 級 — 領導（最

高）。就國家表現而言，新加坡排名最高，只有66%的公司未能披露資料作評估。

印尼和馬來西亞排名最低，分別近 98% 和 80% 的公司未能通過最低的 F 級（未

能披露）。

家族企業應站在對抗氣候變化的前線

現今世界，財富即是力量。富人比氣候變化中掙扎求存的窮人有更多道德義務。

擁有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家族企業能做些甚麼？以下措施雖未獲採納，但值得廣泛

討論，家族企業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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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證據顯示最富有人口 (1%) 的排放量是最貧窮人口（最底的 10%）的 175

倍 4。家族企業可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減少業務產生的碳足跡。

第二，家族企業可對政府和監管機構發揮政治影響力，以推動結構改革，例如就

碳污染及用水方面採取更嚴格的政策以及對污染用水的公司處以更高罰款。

第三，家族企業可直接施加壓力，要求公司披露氣候風險評估及實現這些目標的

政策和策略。同樣地，他們可與客戶顧問討論有關標準，以重視及尊重環境的態

度管理財富。

第四，家族企業可主動把拒絕就氣候風險採取行動的公司撤資，並將有關決定公

諸於世。目前，擁有總計 8.8 萬億美元財富的 59,524 位富人 5 及 1,101 個組織

已從具有爭議活動的公司撤資。

第五，家族企業可自行資助、捐款或直接投資於氣候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很

多是新穎而昂貴的，並且需要持續注入資本以解決與氣候有關的問題。

第六，他們可提高意識並促請其他家族企業作出改變。許多家族企業已經在現有

的投資框架中解決這些環境問題，然而時間緊迫，我們需要領導者更加積極。

總而言之，氣候風險正威脅著社會。最重要的是，鑑於家族企業在亞洲擁有一定

的經濟影響力，他們應擔當起道德責任，運用政治權力，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

揮更重大更積極的作用。

圖 1：向 CDP 報告的 350 間亞洲公司的 2017 年 CDP 等級分佈

(A －領導、B －管理、C －意識、D －披露、F －未能提供足夠資料以作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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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並未回升。與凶宅同層的價格則告回升，但

速度相當慢。隨著時間過去，受影響的同座單位

和屋苑可能會進一步跌價。

研究結果與世界其他地方有何關聯？根據澳洲、

英國和美國的 101 份報章的報導，這些地方的凶

宅跌價 25%。《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同樣提

到，與凶宅有關的標籤效應可導致單位價格下降

25%。

凶宅 / 價格分析
香港凶宅對物業售價的估計影響 *

按與凶宅的鄰近
程度劃分 +

單位
平均 : -20%

-40 -30 -20 -10 0

同層
平均 : -5%

同座
平均 : -3%

同屋苑
平均 : -1%

按死亡原因劃分

謀殺 上吊

其他
自殺

跳樓

資料來源：「價格溢出：凶宅奇案」，Utpal BHATTACHARYA、黃菊及 Kasper Meisner NIELSEN 著，香港科技大學工作論文 (2019)

*2000 至 2015 年

+ 因非自然死亡所致

根據科大 Utpal BHATTACHARYA 教授、西南財

經大學黃菊和哥本哈根商學院與科大的 Kasper 

Meisner NIELSEN 的研究 ─「價格溢出：凶宅奇

案」，香港的凶宅對鄰近房屋造成奇特的漣漪效

應。

該研究指出，成為凶宅的單位平均跌價 19%，與

凶宅同一樓層的單位跌價 9%，同座的單位跌幅為

6%，而同屋苑的單位則為 1%。撰文者表示，如

果屋內發生謀殺、自殺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事件，

便被視作「凶宅」。

價格溢出效應在許多金融市場都會出現，主要是

資產價格受一些特殊衝擊所造成，繼而影響其他

資產的價格。該研究針對被稱為「凶宅」的單位，

嘗試了解單位可能出現的負面需求衝擊或正面供

應衝擊，例如包括「下跌質素」令潛在買家卻步，

不願購買該單位或鄰近房屋，自然造成負面需求

衝擊；又如凶宅業主希望盡快拋售單位，則會造

成正面供應衝擊，導致價格受壓。兩種情況都有

機會使鄰近房屋價格下跌，惟這首次同類研究嘗

試將價格下跌總結歸納，最終發現該等價格下跌

大多由需求效應所致。  

凶宅效應
Utpal BHATTACHARYA 教授在香港及其他地區進行研究，發現謀殺、自殺和
意外死亡會降低受影響單位及鄰近單位的樓價，研究結果獲《經濟學人》報導

港人提防凶宅

在香港，賣家必須公開房屋是否凶宅，而一般住

戶往往對凶宅避之則吉。大部分香港人相信樓價

的心理因素與風水法則相關，認為非自然死亡會

造成過多負能量，削弱單位價值。因此，地產公

司根據本地新聞整理並保存凶宅資料庫。

自殺是房屋變成凶宅的主要原因，佔研究樣本的

88%，意外是第二常見的原因，佔樣本的 7%，謀

殺僅佔 2%。

漣漪效應

為檢視凶宅對樓價的影響，撰文者採用房產經濟

中的標準做法，並就依時變動單位特性、單位固

定效應和年月固定效應對價格進行計算。

撰文者發現，房屋變成凶宅後價格下跌 19%；受

影響樓層的單位價格下跌 8.9%；受影響樓層上下

一至三層的單位價格下跌 8.3%；受影響樓層上

下四至六層的單位價格下跌 7.5%；受影響的同座

單位價格下跌 6.2%；與凶宅鄰座的單位價格下跌

3.3%；受影響屋苑的單位價格下跌 1.3%。

謀殺事件對單位價格的負面影響最大，如屋內發

生謀殺，價格下跌 34.5%。謀殺事件對鄰近單

位價格的負面影響亦為最大，受影響樓層的單位

價格下跌 19.2%，受影響的同座單位價格下跌

10.2%，而受影響屋苑的單位價格下跌 4.7%。

價格下跌影響深遠

受影響單位、樓層或同座價格下跌並非短暫現象。

即使過了三年，價格仍不見回升。凶宅的價格並

無復甦跡象，在有關研究的 16 年樣本期內，凶宅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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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社創機構交流

香港科大商學院一直秉持力求卓越的決心，為亞洲區提供最

優質的商學教育課程，在國際高等教育界享負盛名。本院的

行政人員課程及研究更多年來一直名列前茅。 

過去十年，本院的凱洛格 - 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EMBA) 課程高踞《金融時報》全球 EMBA 排名榜，曾 7 度

稱冠、3 度名列第二。同時本院的工商管理碩士 (MBA) 課程

亦連續 13 年名列《金融時報》全球 MBA 20 強。 

本院的研究亦取得國際榮譽。自 2005 年以來，香港科大於

德克薩斯州大學的全球最佳商學院研究 100 強排行榜中，均

成位亞洲區內表現最佳的學府。

除培育商界人才及提供深入的研究外，本院亦致力推動關心

社會的文化，鼓勵學生多為社會福祉作出貢獻。 

培育學生創業精神是我們教育重要的一環。屈臣氏集團董事

總經理黎啟明最近捐出款項，支持本院推動有關創業的學生

學習活動和項目。

商學院自 2013 年起推出的社會創業及慈善創投課程深受學生歡迎，給予學

生與社企創業者交流及學習的機會。另外，得到葉氏家族慈善基金的贊助，

學生可於課程完畢後為有關社企爭取發展基金。這些支持對我們校內，以

至校外推動和培育創業文化起積極作用。

為感謝葉毓強教授的慷慨捐助，李兆基商學大樓的天台已命

名為葉毓強教授空中花園。商學院舉辦了一個命名儀式以標

誌有關設施的開幕，成為舉辦學生和教師活動的理想地點。

我們藉此僅感謝葉教授是次捐款，以及他對科大的長期支持，

包括擔任科大校董會和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社會創業及慈善創投課程最近得勝團隊

屈臣氏集團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右）和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 葉毓強教授（左）和科大校長史維教授

我們積極推動社會責任的努力亦獲肯定。於 2020 年 1 月在

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首份《正面價值評分

報告》中，香港科大商學院獲選為全球 30 間最能發揮正面價

值的商學院之一，亦是亞洲區獲選的兩間商學院之一。

是次評分由瑞士一間非牟利機構 PIR Association 進行，並得

到多個國際學生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支持。是次調查邀請全球

頂尖商學院的學生參與，他們就院校在「推動力、教育活動

和參與機會」三大範疇發揮的價值作出評分。

「正面價值評分」這項新指標肯定本院在可持續發展及推動

社會經濟方面的國際地位，亦彰顯我們在啟廸人才和為社會

作出貢獻的決心。 

支持創業 葉毓強教授空中花園

支持培養新一代企業人才
全賴合作夥伴和各方好友的慷慨支持，商學院才能把握機遇，實現當前計劃，
培育新一代的商界領袖。

蜚聲國際
培育正面價值



Biz@HKUST Biz@HKUST50 51

// 特寫

微軟人工智能商學院課程
四個主要單元

AI 在亞太區的增長潛力

87%

73%

定義 
AI 策略 

建立 
AI 就緒文化 

AI
商業責任

企業管理層
須了解的 AI 科技

企業有意在未來優先

協助員工學習新技能

和按排重新培訓

企業卻未有相應的

培訓計劃

來源：微軟與國際數據資訊 (IDC) 研究《 迎接未來商業：利用 AI 評估亞太增長潛力》來源 : 微軟與國際數據資訊 (IDC) 研究《 迎接未來商業：利用 AI 評估亞太增長潛力》

( 左起 ) 微軟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陳珊珊女士；微軟大中華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睿杰先生；及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探討 AI 潛能

蓄勢待發 迎接 AI 時代
科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推出嶄新人工智能選修科，為企業培育 AI 人才

人工智能 (AI) 為商界帶來新機遇，各行各業的營

運方式亦因而產生變化，例如金融、製造、機械

工程及醫療等行業，均受 AI 的發展影響。   

因此，不論各行業的前瞻企業管理人員，必須理

解和充分掌握 AI 的力量和潛能，才能成功把握未

來新機遇。  

為裝備企業迎接 AI 革命時代，香港科大商學院與

微軟合作，於其備受高度評價的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 (MBA) 中推出新選修科。課程旨在為企業管理

層和機構提供新的 AI 技能和知識，提升學員對 AI

文化的意識，協助他們善用 AI 科技。  

夥拍微軟

新 AI 選修科將採用微軟全球人工智能商學院的網

上教學內容，包括四個主要單元，並於 2020 年春

季推出。 

課程內容針對包括「定義 AI 策略」、「建立 AI 就

緒文化」和「AI 商業責任」。課程亦會教導沒有

受過任何資訊科技培訓的管理人員認識新 AI 科技

的潛能。     

課程會照顧香港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需要，並利

用適當的個案研究和實例作解述。 除現有的網上

教學內容外，課程亦包括由科大教授和微軟行政

人員主持的課堂， 就 AI 科技帶來的改變與挑戰，

分享最新的專業知識和見解。     

選修科亦可供予科大理學碩士學生修讀，並將會

陸續推展至其他行政人員課程。本地企業和機構

的管理人員亦將有機會透過科大的公開行政人員

課程修讀相關課程。

除正式的課程外，亦設有行業參考個案、實用指

引和科技講座，確保學員有機會了解 AI 時代的最

新發展。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表示：「 AI 正為我們

的工作帶來徹底改變。越來越多 MBA 同學對 AI 

如何優化商業決策、過程及生產力感興趣。透過

與全球 AI 技術的領航者─微軟合作，相信能協助

同學充分掌握及釋放 AI 的潛能。」

聚焦於優點 

AI 應用對未來就業和工作的影響，是國地決策者

日益關注的議題。最佳的對策應聚焦於 AI 和自動

化的優勢，而非其負面影響。譚教授表示：「各

企業應及早適應，當商業環境日趨數碼和自動化

之際，能及早作準備的人便更能把握先機。我們

不知道 AI 革命將會締造甚麼新的工作崗位，但肯

定未來新的工作崗位將與人類如何使用 AI 息息相

關。」 

因此，協助學生裝備相應技能和思維，使他們能

在 AI 輔助個人和企業的環境中工作，是十分重要

的。  

譚教授表示，科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已將商業和

科技兼容並包。課程內容已設有金融科技、數據

及物聯網 (IoT) 等相關的科技選修科。新增的 AI 

選修科是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重要一環，透過與

校內其他學院及商界夥拍合作，推動跨學科學習。  

新 AI 課程內容亦強調企業管理人員必須理解一些

應用方面的關鍵原則，包括公平地使用科技、信

賴地使用科技 ，及適當地應對安全、私隱、保安、

共融及問責制等事項。 

微軟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陳珊珊女士表示：「AI 

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中決定性的科技和發展要

素。隨著各種機器和系統日益進化，智能協作效

能亦不斷提升，這改寫了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關係，

同時亦意味著文化將迎來轉變。在數碼時代下，

AI 的應用將成為本地企業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我們很高興能與全球頂尖學府之一的香港科技大

學合作，幫助香港企業管理層裝備技能，成就他

們在 AI 時代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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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擁有全球

初創企業生態系統 
來源： IT industry body Nasscom

連接香港及印度初創企業
科大商學院舉辦專題研討會，比較印度、香港及內地的初創生態系統，
探討它們如何面對失敗和克服挑戰，取得最終成果

科大商學院與亞洲協會合辦的專題研討會於 2019 

年 11 月舉行，是一系列有關以創業為主題的活

動。是次研討會名為 《早著先機 ─ 新世代對話：

印度、香港和中國的企業橋樑 》 ，目的為鼓勵三

地企業家建立更緊密的連繫。 

為期兩天的創業主題活動分別於亞洲協會及香港

科大舉行，多位來自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創業人士

和專家參與不同專題討論小組，講述創業時所經

歷的挑戰和獲得的成就。 

活動由印度駐港總領事 Priyanka CHAUHAN 女士

主持開幕儀式。香港科大的研討會針對探究香港

初創公司為何能將業務規模擴大至國際，但在開

拓創業家思維的成果方面則有限的原因。相反，

印度初創公司的蘊含創業家思維和文化，但在全

球擴張業務方面則面對不少困難。 

缺乏信念

研發免提手機 ORII 智慧戒指的 Origami Labs 的

CEO 及聯合創辦人黃家恆先生表示：「香港的初

創企業生態發展歷史尚短。雖然已具備系統，而

且資訊發達，亦有創業投資公司和機構嘗試推廣

創業文化，但這必須是由心而發，我認為本港對

創業家精神始終還缺乏信心。」 

身為香港科大 MBA 校友的黃家恆認為，缺乏信心

的原因是由於香港並無明確實例展現創業家的成

功例子。他說，頂尖的一百間新上市公司大同小

異，但卻暫時沒有初創公司能突圍而出，躋身其

中。 

黃氏說：「創業家只有在能獲利的情況下方願意

冒風險。」他補充表示，初創公司能有如此收益

的能力尚待證明。因此，有志的香港創業家傾向

往海外實踐創意，並選擇在海外而非本地擴展。  

研討會的講者留意印度的創業精神大為不同。

IvyCap Ventures 執行合伙人 Ashish WADHWANI

表示，過去的五十年中，每十年印度便有一個行

業由寂寂無名冒出頭來。印度文化由創業精神驅

動，在紡織、寶石、汽車零件和資訊科技服務等

行業均有成功的創業例子。但是，印度初創公司

在擴展業務方面卻面對重重困難。 

Wadhwani 說：「 印度的社企創業家人數眾多，

而挑戰往往是讓業務得以擴展和全球化。 成功達

到這目標者只佔少數，許多初創公司仍未能充份

發揮這方面的潛力。」 

成功的動力

香港及印度的初創公司雖有所不同，但他們有著

謀求成功的動力。Wadhwani 說，類似的科大研

討會可發揮積極作用。 「我們談論彼此相同之處，

不是採取 “你和我” 的態度，而是要發掘雙方的

共同點。」 Wadhwani 認為：「兩地的創業家都

以目標而非金錢為動力。成立初創公司通常是受

熱誠所帶動，是由心而生的決定。」

這正正說出研討會中講者的情況。印度網上課程

供應商 edX 的地區主管 Amit GOYAL 是懷著協助

弱勢社群獲得教育的信念而設立公司。Origami 

Labs 黃家恆則是被其弱聽父親所啟發，而 Young 

Master Brewery 創辨人 Rohit DUGAR 辭任金融

業的高薪厚職，正是為了追尋正宗微釀的熱忱。 

小組成員認為下一步便是環繞產品可行的生態系

統，然後便擴展。Goyal 說：「一定要為公司增值。

與其聚焦於低成本製作，初創公司應思量產品如

何創造長期的生態系統，這亦包括擴大業務的計

劃。」  

小組成員說，怎樣達到成功並無一套放之四海而

皆準的方法。一些公司可能專注向國際擴大規模，

其他的則著重產品的發展。每個成功故事都為有

意創業的人提供不同的學習重點。

生產智能電單車的印度公司 Ather Energy 的業務

總裁 Ravneet PHOKELA 表示，在擴展之前構建

生態系統至為重要。相反地，將數百年歷史的產品

重新定位便是 Dugar 成功的關鍵。Peak Venture 

Partners 執行合伙人 Samir SHAH 說：「每樣產

品的生命週期都不同，而每間公司各個階段的生

命週期亦有異。」 

小組成員均同意現時是作出決定的好時機。

Phokela 表示：「商學院所提及的理想職位，現時

在初創公司的世界就能實現出來。人們對初創公

司有信心，有合適的人才，亦有獲取創業資本的

機會，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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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說：「這課程不單是一個優秀的學術課程，

更是改變人生的旅程。修畢課程後，我們所體驗

的各樣事物，遠超一般人一生所能接觸到的。」

Sherry 在學習期間曾參與五次實習，在全球不同

的知名企業和機構工作。她的履歷包括在一間基

建初創公司工作，她亦於南加州大學時成立了一

家社企基金，亦開設關注國際議題的網誌。 

Sherry 於科大就讀時的兩次實習均與國際財務會

計有關，她曾於倫敦的投資銀行參與為期一年的

輪換實習計劃。 

「我的經驗未算特別。」 她說。 「不少 WBB 的

學生也利用課程全方位的特色和國際機會在世界

各地工作。WBB 課程裝備我們於世界各地掌握不

同的機會。」

她表示，課程的確充滿挑戰，但都是一分耕耘一

分收穫的。能抓緊機會、渴望成長的學生必能受

惠。 「WBB 課程不單培訓優秀的學生及員工，而

是培育全面、擁有廣泛興趣的人才。」

全球工商管理學士課程讓學生於三個國家學習並獲三所大學頒授學位

三校攜手  作育英才

超過
WBB 學生於修畢課程時
已曾於一個或以上的國家
工作

70%

課程期間，Sherry ( 右一 ) 參與了五次實習及各樣商業活動，

包括在香港微軟參與為期兩個月的項目

有意汲取國際經驗並建立堅實商學基礎的學生可

考慮修讀全球工商管理學士 (World Bachelor in 

Business – WBB) 課程。本課程亦適合尋求嶄新

商科學習模式的學生。 

修讀本課程的學生將在三大洲的三所不同大學上

課，並同時獲三所大學頒授學位。參與本課程的

大學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 科大 ）、 美國南加

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及位於意大利米蘭的博科尼大學（Bocconi 

University）。 

本課程以嶄新及獨特的本科教學模式，裝備新一

代領袖以迎接當前日益全球化及連繫緊密的世界

所帶來之機遇。 

首創的教學模式

WBB 課程主任利晨 (Stephen NASON) 表示：

「 WBB 是首個由夥伴大學合辦的本科課程，旨為

具有國際視野、求知若渴的學生結合頂尖的教學

方法，並讓他們體驗各地多元文化和汲取真實世

界經驗的嶄新商科課程。」 

學生首年先於南加州大學上課，次年於科大學習，

第三年則往博科尼大學。學生可於第四年選擇在

任何一所夥伴大學完成學業；修畢全部課程後，

學生將獲每所夥伴大學分別頒授學位。 

因獨有的全球體驗機會，超過 70% 的 WBB 學生

在完成第四年學習時已具有一個或以上國家的工

作經驗，這亦是本課程最吸引之處。 

利晨說，這學習模式打破常規，非常奏效。學生

每年要適應不同文化和學習環境，加上在各地不

同機構實習的經驗，有助他們成長、增強自信及

提昇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表示，僱主招聘人才時著眼於這些質素。他說：

「僱主對具有國際經驗和視野的僱員需求日增。

WBB 課程有助培養學生的獨立、適應力、成熟度

及上進心；這些都是廣受招聘人員歡迎的質素。」

他又說：「透過四年間的實習機會，WBB 學生能

加強本身的技能和獲取真實職場的體驗，有助他

們將來在事業上取得成功。」 

修畢課程後，40% 的畢業生選擇投身金融業，

23% 在管理諮詢公司任職，11% 則加入科技界。 

WBB 學生於亞洲、歐洲、南北美及非洲的三十

多個國家就業，而所有學生在課程第三年時都已

完成實習或開始創業。學生參與實習的機構包括

Google ，SpaceX ，高盛集團、BCG 及迪士尼

等大企業。 

利晨表示：「本課程旨在栽培有志在國際及跨國

企業發的全球領袖，企業總部包括香港、上海或

紐約。」 

課程每年從世界各地錄取約 45 名學生，其學生簽

證讓他們能於美國、香港及歐洲上課時進行實習。

改變人生的旅程

WBB 學生亦認同本課程是獨一無二的。來自美國

的四年級學生王珵馨 (Sherry) 說：「 WBB 是非

傳統的學術課程。與其他課程相比，本課程學生

的求知欲非常強、擁有獨特的個性，較獨立、上

進、更多元化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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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M
修讀海外碩士階梯
B2M (Bachelor-to-Master) 網絡由全球六間商學院組成，協助學生於海外
知名學院修讀碩士學位

// 我們需要裝備學生應對職涯

流動的趨勢及挑戰，因為這

需求將越為殷切。 //

ESSEC 高等商學院
ESSEC Business School

( 法國及新加坡 )

IE 商學院
IE Business School

( 西班牙 )

科大商學院
HKUST Business School

( 香港 )

京士頓皇后大學史密斯商學院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Queen’s University at Kingston
( 加拿大 )

曼海姆商學院
University of Mannheim Business School

( 德國 )

華威商學院
Warwick Business School

( 英國 )

香港科大商學院

學院發展主任暨理學碩士課程主任

曾志安

這個獨特的本科至碩士網絡計劃，旨在協助有意

在海外院校修讀碩士學位的商科本科生建立更國

際化的視野。B2M 網絡為學生提供個別支援，豁

免申請費用，以及保證獲安排入學面試機會等。

凡此種種都是為方便本科生於海外修讀碩士課程。 

B2M 網絡為參與的學生提供不同國家學府的文化

和學習體驗機會，學生所得的知識和經歷，將有

助他們畢業後投身國際商界。

香港科大商學院發展主任暨理學碩士課程主任曾

志安表示：「培養國際視野是本院教育的重要元

素，故此我們積極鼓勵學生把握這機會。有志於

香港以外地區進修更高學歷的學生，定能受惠於

計劃。此外，這計劃亦令我們的理學碩士課程更

趨多元。」

相信學生於不同地區院校學習有助增廣見聞及擴

闊視野，從而裝備他們畢業後晉身國際營商環境，

這是我們推出本計劃的信念。而僱主亦歡迎這些

畢業生，因為他們更能應對重大的挑戰。 

曾主任說：「越來越多企業希望招聘有志投身海

外發展或已有海外經驗的畢業生。」

於世界各地工作

「企業日漸傾向招募樂意於不同地區工作的員工。

我們預計這需求將越為殷切，因此必須裝備我們

的學生應對職涯流動的趨勢及挑戰。」 

曾主任表示，許多內地企業計劃於香港、新加坡

或印尼等海外地區擴充業務，它們需聘請能在不

同經濟地域工作，並能適應各地營商環境的員工。

B2M 網絡有助培養學生國際視野和經驗來應對這

方面的需求。 

B2M 網絡是由全球六間商學院組成的聯盟，創辦

成員分別是法國及新加坡的 ESSEC 高等商學院 

(ESSEC Business School) 、西班牙的 IE 商學院 

(IE Business School) 、香港科大商學院、 加拿

大的京士頓皇后大學史密斯商學院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Queen’s University at Kingston) 、

德國的曼海姆商學院 (University of Mannheim 

Business School) 及英國的華威商學院 (Warwick 

Business School)。 

曾主任說：「憑藉過往合作經驗，我們首先與這

些院校聯手推出計劃。我們的目標一致，希望提

升學生全球流動性及國際經驗。」曾主任冀盼將

來有更多其他抱有相同價值觀並決心推動優質管

理教育的新院校加入成為網絡成員。 

曾主任強調，該網絡為科大商學院課程及其學生

均帶來裨益，「希望能透過網絡在我們的國際精

英學生中再發掘人才，使各方受惠。」。 

課程適合有志於海外工作或在職涯規劃中包括海

外發展的學生，而甄選時亦會考慮上述的因素。

建立國際網絡

「本計劃對學生而言是一個特別的機遇，評選的

準則亦包括學生的學習能力，他們必須具有強烈

求知慾及發展國際視野的潛質。」

曾主任補充：「即使學生未曾於海外學習，但只

要接受多元文化並適應不同地域的生活，我們亦

歡迎他們申請此計劃。參與的學生必須善用本計

劃以學習和汲取經驗，同時在推展文化方面作出

貢獻 。」 

本計劃主要優點之一是豐富學生的閱歷。  

每年各參與的大學將選拔 20 至 30 名學生並向他

們發出「升學護照」。持有該「升學護照」的學

生如符合資格便可向成員院校申請入學。曾主任

解釋： 「獲發升學護照的學生，是表明他們是經

過嚴謹甄選出來的。」。 

參與學生向成員院校申請入學時已經過評核，所

以他們實際上已通過預選。院校亦會向持有「升

學護照」的學生提供個別的指導服務。 

曾主任說：「計劃不單為學生提供取得國際經驗

的機會，更讓他們建立香港以外的國際校友網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