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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大學專研國際商業及企業管治

匯聚環球傑出教授培育新血
管理不善牽一髮動全身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要持續提升商業競爭力，有賴用心栽培後晉與開展全方位
政策研究，大學在此方面可謂任重道遠。多年來積極為商界培育人才的香港公開大學
（下稱公大），今年正式設立「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專門研究國際商業環境及
提升企業管治能力，並廣邀世界各地知名學者擔任傑出教授，重點培訓研究新血，揭
示這所教學型大學將進一步提升研究水平，為推動商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大

學是薈萃學術精英的寶庫，兼具教學
與研究兩大使命。公大在不斷優化教
學質素的同時，去年更獲得研究資助
局撥款成立3個研究所，「國際商業及管治研
究所」正是其中之一。
為隆重其事，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於
日前（12日）為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舉行成
立典禮暨公開講座，更邀得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非執行主席馬時亨蒞臨主禮及主講講座，與在
座學者及商界人士分享「香港公營企業如何將
可持續發展概念融入企業管理策略」。
身兼所長的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院
長區啓明教授表示，為配合商界發展所需，
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着重開展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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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設定四大重點研究範疇，其一是國際
商業大數據分析；其二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策
略；其三為全球化、管治及國際人力資源管
理；最後是環境、社會及管治與責任投資，
確保所得的研究成果能適用於改善大學教育
與企業營運，並成為制定相關政策的參考指
標，惠及更多學生及企業。

政策研究緊貼市場趨勢
區啓明教授進一步指出：「國際商業與管治
是現代環球商業發展的熱門課題，深受業界重
視，企業既銳意吸納熟悉相關領域的人才，應付
箇中挑戰及捕捉機遇，也期望大學可參與及作
出緊貼市場新趨勢的政策研究，以達致企業、院
校、學生及社會均共同獲益的多贏局面。」
隨着互聯網接通整個世界，區教授稱，
國際商業已漸次成為各地企業必須熟知的關
鍵環節，故亦成為研究所轄下「國際商業研
究中心」的重點研究方向。「香港早期主要
扮演轉口港的角色，本地企業從事貿易普遍
只屬買賣性質，不一定要派員前往其他國家
及地區，更毋須了解當地文化。惟國際商業
的概念則大不同，企業需前往不同地區開展
多方面的商務合作，甚至成立分公司，深入
了解當地的營商文化變得理所當然，以便可
加速融入其中，進一步拓展業務。」

至於企業管治對上市公司更是極其重要的
實用管理機制，當中涵蓋涉及企業營運所需的規
則、權責、關係、制度和程序。區教授直言，公
司規模愈大，愈需要進行集資，大小股東的數目
亦會不斷增加，故作出商業決策時，有賴專業團
隊化身股東代表參與管理或監察管理層決定，
對不少企業皆屬一大考驗。「08年金融海嘯亦
是肇因於一間金融機構管理不善，最終牽一髮
動全身，影響遍及全球，故企業管治不可不察，
而當中更涉及商業道德等複雜問題。凡此種種，
皆是研究所轄下『責任企業研究中心』的關注課
題。」

海外知名學者擔任研究顧問
深明人才是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
公大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管理學部學部主任
及國際商業研究中心主任劉淑賢博士強調，
早在研究所籌備成立階段，公大已邀得6位在
國際商業及管治兩大研究領域皆卓有所成的
海外知名學者出任傑出教授，部分更兼具行
政經驗。
「傑出教授除透過來港舉辦研究講座、
工作坊及學術會議，將研究心得與公大的學
術人員分享外，更會擔任研究顧問，帶領公
大研究團隊的成員遠赴海外參與國際學術會
議及研究工作，助他們在短時間內擴闊研究
視野及網絡，逐步成為研究所的核心，將所
學回饋公大與社會。」劉博士補充說。

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 海外傑出教授
◤Prof. Yochanan Altman
• P r o f e s s o r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u m a n R e s o u r c e
Management, Middlesex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London, UK;
• Researcher with over 150 publications in learned
journals and books.

◤Prof. Joseph Cheng
• Professor Emeritu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the Michael J Crouch
Chair in Innovation, and Director of the Australian
Innovation &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in Sydney
from 2013 to 2016.

◤Prof. Mario Kafouros
•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UK;
•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UK, in 2013;
• Director of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artment from 2008 to 2013.
• And he sits on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K).

◤Prof. Graham Kendall
•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 Provost and CEO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UNMC);
• Pro-Vic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 Director of MyResearch Sdn Bhd, Crops for the Future
Sdn Bhd and the Nottingham Green Technologies
Sdn Bhd.

◤Prof. Jeong-bon Kim
• Professor and J Page R Wadsworth Chair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 Honoured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China;
• Distinguished Honorary Professor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 Researcher with over 80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in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Prof. Raphael Nicholas Markellos
• Professor of Finance, Norwich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at Norwich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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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才，料可令公大、學生及業界同時受惠�
。

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

網址：http://www.ouhk.edu.hk/iibg
電話：2768 6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