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EMBA課程主張學員把所學知識應用

於管理實踐，透過兩年的學習生涯，學員在危

機處理、團隊協作及領袖質素等各方面均昇華

了不少。

　　離開電視台後，現時自組顧問公司的李

燦榮指出，當初選讀城大EMBA課程是基於緣

份。「在04年，香港EMBA課程主任梁偉強博

士邀請我參與講授部分課程，主要是教導學員

面對傳媒的技巧。然後，我跟部分EMBA學員

傾談課程內容時，梁教授亦給予我學習意見，

令我感到課程設計脗合工作上的發展，於是報

讀。」

誘發才能　學以致用
　　李燦榮的工作所涉獵的層面非常廣泛，包

括傳媒(任電台、電視台主持)及培訓顧問，而

後者的工作更是集中培訓領導人員有關面對傳

媒的技巧、銷售技巧、建立團隊精神、建立品

牌的有效方法等。因此，他表示，要能教導領

袖成為更優秀的領袖，自己的領袖才能當然不

容忽視。

　　以李燦榮所見，「領袖才能」要由組織、

溝通及實踐3個主要元素建構出來，而城大的

EMBA課程更以「領袖才能」為其中一個教學

重點，他指出，每個學科均配備了誘發學員領

袖才能的特色，故令他真切感受到把所學應用

在工作上的效用。

　　「課程更安排到內地的大型企業進行諮詢

訪問，如這次我們到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發掘

問題及撰寫報告，而解決方案不是空談，而是

會實踐出來，從中亦可鍛練出學員的領導能

力。」李燦榮說，除了課程設計之外，學習夥

伴亦是課程的成功特色，學員多是企業高層，

透過交流彼此的經驗及管理文化，確實有很大

的得著。

認識自己　刺激思維
　　作為管理階層，一定要懂得知人善用，李

燦榮表示，課程在迎新活動中，便讓學員體會

這個道理。「我很欣賞活動中的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性格測試，因為要『知彼』之

前先要『知己』，測試之後可讓我們更了解自

己。另外，課程講解了易經、五行等中國傳統

學說，均有助刺激既定的管理思維。」

　　李燦榮坦言在這兩年間修讀EMBA課程的

收穫比其他實際的收入來源，意義更大。至於

未來事業的發展方向，他表示，會把30%時間

放於傳媒工作上，另30%用於培訓工作，30%

會給予家人及自學的範

圍，最後的10%則用

於社會事務上。他

認為，能夠以自己

的能力及經驗服務

大眾，是人生中

不可缺少的一

環。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李燦榮：
培訓領袖技巧受用

　　隨著中國市場的急速發展，不少企業都希
望能夠加強與內地的商業聯繫，然而，要在內
地市場成功站穩陣腳，除了要求企業本身的實
力外，企業人員對中國營商環境的認識亦是成
敗的關鍵。恆豐證劵有限公司董事林家亨深明
其中道理，他早在2005年經曾淵滄教授介紹
報讀了城大EMBA課程。
　　修畢兩年的課程，成功取得EMBA學位，
林家亨至今仍對自己選讀城大EMBA課程的決
定感到很滿意。「投資市場在2005年的表現
較為淡靜，讓我可以騰出一些時間重返校園進
修增值。而我選擇城大EMBA的原因，就是因
為該課程的其中一個重點－『中國商貿』正切
合我的需要。」
融會中西　更有效率
　　林家亨曾在加拿大生活了17年，他對西方社
會的文化、外國企業的營運模式，以及企業間的
溝通技巧都已經瞭如指掌。但面對近年發展蓬勃
的內地市場，他卻感到對其營商文化了解不足，

工作時未能掌握最
有效率的處理技

巧。
　　「我從事
的行業需要經

常與內地的

企業接觸，進行很多分析性的工作。同時，公
司在內地亦有不少投資項目，所以我對內地企
業文化和營商環境要有深厚的認知。例如人際
關係的處理、營商時的溝通技巧，及一般法例
的深層意義等，都是我在日常工作上會遇到的
問題，而城大EMBA課程則讓我獲得所需的答
案。」林家亨說。
實地考察　增應變力
　　差不多兩年的課程，林家亨印象最深的就
是與其他學員一起到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進行研
究考察。在為期9日的行程中，他們不但要進
行全面的市場調查和研究，同時又要在大量的
資料中找尋合適的數據撰寫報告。
　　為了在限期內完成報告，林家亨與其他學
員白天要在機場中實地考察和進行大量的訪
問，觀察機場的運作；到了晚上，他們又要埋
首於資料中撰寫報告。他笑說：「我們差不多
每晚都是睡眠不足！當時我們為了測試機場人
員的應變能力，甚至邀請了當地的大學生充當
『旅客』為我們測試。」
　　雖然在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但林家亨和
其他學員都能成功克服。透過這次實地考察，
林家亨認為自己在處理突發事情上的應變能力
和技巧都得到了提升，絕對是課堂以外的珍貴
經驗。另外，他認為城大EMBA課程能夠幫助
學員對新企業文化、價值觀作重新建構，對日
常的工作有莫大的幫助。在學習中，能認識一
班良師益友，既可擴闊生活圈子，對人生價值
觀和個人成就亦有裨益，是一個難得的自我增
值課程。

恆豐證劵有限公司董事林家亨：
親身接觸企業文化

　　現今的行政人員均覤準內地市場的機

遇，以「中國商貿」為其中一個教學重點

的城大EMBA課程，自然是不少行政人員開

拓內地商業網絡的基石。

　　南明美容集團市場總監陳映彤是今屆

城大EMBA課程的畢業生之一，她認為，整

體而言，該課程可以「充滿挑戰性」來形

容。她表示，雖然學員本身已是高級行政

人員，但通過課程所學，在處事方式及相

處之道方面，皆有革新的體會，並能在工

作範疇上學以致用。

企業個案　體驗文化差異

　 　 對 於 為 期 9 天 的 「 企 業 診 斷 項 目

(Execut ive  Consu l tancy Miss ion—

Residential Trip)」，陳映彤明言，是兩年

EMBA學習生涯中，感受最深刻的。此項

目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為研究對象，陳映

彤表示，利用這次實戰平台，學員不但為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剖析了本身所面對的問

題，更加進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建議解決

方案。

　　「在過程中，我體驗到，內地企業無

論在營運或人事分配上的文化及形式，均

與香港企業很不同，這有助學員作多元化

及多向思維的交流。加上所屬企業亦有在

內地設分公司，透過了解內地企業的運作

及國策，對公司發展內地市場起了很大的

作用。」

　　陳映彤續指，為了整理「企業診斷項

目」的計劃書，學員不但30多個小時不眠

不休，甚至放低本身的工作，那種認真學

　　在旁人眼中，工餘進修不過是為了增進學
問。然而，進修除了可以獲得書本上的知識，
其實在課堂上與教授、學員交流，亦可以讓自
己的經驗和競爭力得到提升，開拓更廣闊的視
野。利豐（貿易）有限公司的馮家碧便深明此
道。
　　任職公司的管理階層，想在繁重的工作中
抽空進修，除了要有良好的時間管理外，決心
和家人的支持實在是不可缺少的元素。馮家碧
表示，在城大修讀EMBA期間，經常要犧牲部
分休息和娛樂的時間，在家中溫習備課，幸好
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勵，終能完成課程。
精英學員　交流經驗
　　「我修讀城大EMBA課程的其中一個原
因就是為了挑戰自己，嘗試跟其他來自不同
行業、有不同閱歷的學員合作，分享彼此的
經驗。學員中有部分是廠商，亦有部分是從
事傳媒、廣告、金融等行業，從他們身上我
可以學習到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馮家碧
說。
　　馮家碧認為，課程所教授的知識固然實
用，但最難能可貴的是課堂以外的經驗和友
誼。由於修讀該課程的學員普遍擁有十多年的
工作經驗，屬於企業中的管理階層，各人在閱
歷和企業管理上都有一套獨特的見解，能夠與
各行業的精英共同學習，在學問和個人成長上
自然有所得益。

擴闊視野　建立友誼
　　城大EMBA課程在開課前會舉辦一個為期
兩天的迎新活動，讓一眾學員能夠彼此認識，
而馮家碧在迎新日中被推選為班長，讓她有更
多機會去認識其他學員。「該課程的優點是知
識和實踐並重，就像我們在2006年8月到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實地考察，便是珍貴的經驗。」
　　在北京考察期間，學員憑著豐富的閱歷，
為各類問題提供多樣化的意見，配合城大
EMBA課程中的「中國商貿」部分，讓她對中
國的經濟發展有了新的理解。現在她跟內地的
企業洽談商務時，除了會從經濟層面進行分
析，還懂得綜合國情、政治等因素去進行評
估，令工作更為順利。
　　修讀城大EMBA課程，讓馮家碧獲得新的
市場資訊和技術知識，提升個人的實力，同時
藉著該課程亦建構了一個新的人際網絡。在課
程開始時，她與其他學員只是學習上的夥伴，
但現在他們已經成
為好朋友，能夠
彼此為日常事務
提 供 意 見 和 支
援，這種得著
實在較單純學
問的增長更為
珍貴。

利豐(貿易)有限公司馮家碧：
分享經驗助工作學習

習的態度是非常難得的。「在EMBA課程

中，每門科目均設有討論環節，而由於學

員都是來自不同專業的企業管理層，因此

討論的內容十分充實，並讓我對其他專業

有更廣的認識。」

理論實踐　發揮管理智慧

　　除此之外，陳映彤認為，教授EMBA課

程的導師具有中西文化的觸覺及實際的商

管經驗，都是課程的吸引之處。她表示，

教授能把理論應用於實際個案上，使她重

新領悟管理實踐的智慧，繼而在現時的工

作中發揮出來。

　　「雖然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學習，壓

力很大，但只要懂得訂立目標，整理作息

及學習時間，便會成功。而且這兩年的學

習確是值得的，因為學習過程中，除了豐

富了我的管理經驗外，學員之間更建立

了 深 厚 的 友

誼 。 」 陳 映

彤指出，現

時 ， 他 們

均 會 定 期

舉辦聯繫

活 動 ，

可 見 彼

此 間 的

凝 聚 力

很強。

南明美容集團市場總監陳映彤：

豐富交流擦火花

2007年度城大
EMBA畢業生

陳文清	 香港寬頻有限公司資訊科技總監

陳業南	 香港消防處消防參事官

陳映彤	 南明美容集團市場總監

張華峰	 恆豐証劵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馮家碧	 General	Manager,	LF	Ten,	
	 Li	&	Fung	(Trading)	Ltd.

何滿光	 亞洲物產（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許麗明	 顯嘉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高級市場銷售總監

洪若甄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高級基金經理

高學亨	 Senior	Operations	Manager,	
	 LF	Ten,	Li	&	Fung	(Trading)	Ltd.

郭燦耀	 光榮電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林家亨	 恆豐証劵有限公司董事

劉兵	 勝邦檢定香港有限公司技術總監

李綺華	 香港執業律師

李廣發	 Senior	Integrated	Technology		
	 Services	Manager,
	 IBM	China	/	Hong	Kong	Limited

梁頌德	 樂高有限公司
	 物流及營運高級經理

李燦榮	 香港電台節目主持

馬國慶	 信達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萬文烽	 富士高包裝物料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莫沛源	 康和相機香港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布家信	 翠豐亞洲有限公司品管系統經理

潘鳳瑤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金融服務部客戶經理

佘繼標	 新生電機國際集團主席

史立德	 華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冼勝初	 德高貝登市場總監

汪菁	 旭日企業有限公司
	 商品開發部總監

楊素珊	 Executive	Director,	
	 Make-IT	Marketing	Co.	Ltd

袁志堅	 環球精密儀器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及採購經理

陳志堅	

黎偉彬

吳景強	

吳廣興

應屆畢業生陳映彤認為，教授EMBA

課程的導師具有中西文化的觸角及實

際的商管經驗，是課程的吸引之處。 應屆畢業生馮家碧認為課程除了能擴闊知識
層面外，還讓她獲得珍貴的經驗和友誼。

應屆畢業生李燦榮指出，課程以「領袖

才能」為其中一個教學重點，每個學科

均配備了誘發學員領袖才能的特色。應屆畢業生林家亨表示城大EMBA能夠
提升他在處理突發事情時的應變能力。

香港城市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簡稱城大EMBA)，一直以「領袖才

能」和「中國商貿」為教學重點，目標是培育

更多能掌握內地及國際營商技巧的商業領袖人

才。今年，共有31名香港EMBA畢業生，準備

迎接商場上的各種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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