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意思考　就有解決方法
那個時期，「甚麼都願意試，甚麼都很

好玩」，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令他萌

生以後要找一份可以去看世界的工作，

但更大的啟發是：「只要你願意思考，

就有很多解決方法。沒有錢坐飛機，那

坐船也是可以的。」

1977 年大學畢業，讀政治及歷史的陳南

祿加入了太古集團，先後在太古、港龍

及國泰航空工作共 33 年。他的航空事

業，經歷一個又一個風急浪高的時刻。

1997 年 5 月，國泰宣布旗下空中巴士Ａ

330-300 因引擎安全問題停飛，佔國泰

機隊總數差不多五成。「早上 7 時做新

聞簡報會，宣布當天要開始停航，那個

決定很容易做，因為安全第一」，問題

是如何善後已訂位的客與貨，停飛影響

巨大。

接踵而來的特大危機，包括 1997 年開始

的亞洲金融風暴、同年年尾香港出現禽

流感、1998 年香港新機場開幕大混亂、

1999 年國泰航空機師工潮、2001 年震

驚全球的「美國九一一恐襲」、2003 年

的「沙士」等，對航空業都構成極大打

擊，無怪乎陳南祿笑說：「所以你會發現，

97 年前，我的頭髮是比較多的。」

就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陳南祿從未搭過飛機，也未去過外國旅行。為了見識世界，他毅然
在暑假期間登上貨輪，用四個月行船看世界。他當時不知道，畢業後會加入太古集團，而且
一做 33 年，期間經歷不少「大風大浪」，包括 1997 年國泰航空歷史性宣布旗下 A330 空中
巴士機隊停飛，以及 2001 年震驚全球的「美國九一一恐襲」。面對危機，諗計救亡，其中「萬
張機票贈全城」便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四個月後推出。今年 6 月，他接任馬會主席，不久
新冠肺炎第三波來襲，馬會竭力防疫，確保馬照跑。面對危機，需要險中求變。人懂得變通，
具應變能力，就得以乘風破浪。他說：「抱持你相信的價值觀，自強不息，提升實力，保持
樂觀態度，危機一定會過去的。」

現年 65 歲的陳南祿今年 6 月 22 日接任

馬會第 25 屆主席，早前接受《駿步人生》

專訪。出版過七本中文書及一本英文書

的陳南祿說，如果有時間，可以再寫旅

遊書，但就沒有計劃寫自傳，因為「冇

乜嘢可以講」，笑指若不然就出一本有

相當厚度的，「入面全部都是白紙，給

人當拍紙簿使用。」雖然如此，他仍然

分享了不少故事。

小時居於跑馬地，但陳南祿並非來自富

庶之家。「我 1974 年入香港大學時，從

未攞過護照，從未搭過飛機，從未去過

外國，見到同學有機會到外國旅行就很

羨慕。」家中環境不容許他搭飛機旅行，

但年少的他的確很想看看這個世界。可

以怎樣？

行船看世界
於是他利用大學一年級的那個悠長暑假，

登上香島輪船公司一艘排水量 4,000 多

噸的貨船。貨輪由香港出發前去菲律賓、

印尼，經過新畿內亞水域抵達澳洲，再

從昆士蘭省去墨爾本；回程再經菲律賓、

台灣然後返抵香港，全程超過四個月。

船上的生活還好，但一出公海便立刻感

受到海浪的威力，不時暈浪、嘔吐，「下

雨時，吹打進來的水是鹹的。」船上全

男班，要數他年紀最輕，「我 20 歲生日

都是在船上渡過。」

「當年沒有電郵，沒有手提電話等通訊

設備」，更絕對不是搭超級大郵輪的那

種舒適程度，但對於少年阿祿來說，卻

無比新奇。「我事後向人說，我第一次

去澳洲，搭船去的；第一次去菲律賓，

搭船去的。」

陳南祿名下馬匹「天地同心」於 2020 年 2 月贏出，
他與騎師、練馬師及家人齊齊拉頭馬，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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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於一個由香港大
學及東京大學合辦的暑
期計劃中，擔任講者。

公司醫生的「橋」
處理危機，就像一名醫生，「最好的醫

生不是幫你做手術的那一個，而是令你

不用看醫生的那一個。」話說回頭，危

機有時還是避無可避。「所以要有很好

的準備，要有一套應對危機的方法。」

他續說：「如果一間公司的價值觀是對

的，便跟隨這個價值觀去做，當然你本

身要自強，同時保持樂觀態度，危機一

定會過去的。」

這名「公司醫生」舉了一個「窮則變」

的實例。2001 年「九一一事件」後，「全

城也很靜」，人人都不敢搭飛機，航空

業近乎停航，並因反恐而衍生很多航空

新規例。在國泰管理層的一個內部會議

上，有人揚言「送機票都無人搭」，他

當時卻有不同看法，認為如果送出機票，

讓香港人邀請其海外親友來港探親旅遊，

便可以帶動香港的餐飲零售業，更有助

推 廣 香 港。 於 是， 在 2002 年 初，「 萬

張機票贈全城」活動出台。「我們派了

500 萬份申請表，收回 100 萬份，最後

送出 1 萬套機票，這在 18 年前是很震撼

的，這條橋，後來很多人也想抄襲。」
廿字真言的成功秘訣
離開航空業，陳南祿在 2010 年加盟恒隆

集團，適逢公司高速發展，由香港及上

海的雙城運作變為全國性運作，他全面

革新了公司的制度，使其迎合未來的發

展路向。

馳騁商界 40 年，於 2018 年退休的陳南

祿，經常被人問及有何成功秘訣，他將

之概括為 20 字真言——「老闆英明、同

事能幹、夥伴合作、顧客支持」。嗯，

另外四個字呢？陳南祿笑說：「唔關我

事。」

頭 16 個字都顯淺易明，至於「唔關我

事」，表面上是說一個人不領功，深層

的意義卻在於團隊精神。「一個人怎可

能懂得處理那麼多事情？必需依靠每個

人 出 力， 才 能 推 動 公 司 到 一 個 好 環 境

上。」

Young Once
陳南祿任職國泰期間，與同事組成一支

樂隊 Young Once，初時只是在公司的

員工派對上表演，怎料越來越受歡迎，

因此不時公開表演，至今仍未拆夥。他

在隊中負責彈結他，原來是無師自通，

自學成才。不過，他最早接觸的樂器，

其實是打鼓。「那時十多歲，中學師兄

教我打鼓，但我沒有錢買鼓，師兄說不

打緊，夠錢買鼓棍就可以了。」於是他

就用乒乓波拍的膠面充當大鼓，配合鼓

棍練習。

問他比較喜歡哪類歌曲，他說是 60 年代

的「樂與怒」音樂（rock and roll），但

Young Once 需要獻技的時候，卻是來

者不拒，「看大會有甚麼要求，要廣東

歌沒有問題；二、三十年代的歌曲也可

以。」他說樂隊是一個團隊，自己一個

就不能成事。

400 頁講義的背後
陳南祿自 80 年代開始，公餘時間在香港

大學商學院教授企業管理課程（MBA 和

EMBA），退休後正式獲邀成為港大教

授，也在個別海外大學講課，例如在日

本頂級著名的上智大學作為客座教授，

任教商業和經濟學。

教書不簡單，有時課程要密集地進行，

以遷就海外學生的時間，可能一星期要

上五日、每日講課八小時，在這之前的

備課時間就更長。「最初以為只是分享

實 戰 經 驗， 事 實 卻 是 要 補 充 自 己 的 講

法——為甚麼要這樣做，有沒有根據，

有沒有理論基礎，這些要很用心機做。

我寫了大概 400 頁講義，這還未計算做

出來的簡報。」

雖然如此，他仍然十分喜愛並且珍惜這

個回饋社會的機會。「我到了這個階段，

最大的貢獻不再是幫一間公司賺錢，而

是怎樣幫助年輕一代。」他認為每一代

都有不同的想法，世界環境、科技應用

縱有不同，人性卻是不變的，所以每一

代也應該裝備自己，吸收多些知識。「我

不覺得這個世界要給予我甚麼，要自己

想辦法充實自己，靠能力和苦幹去做，

不可以靠別人給予。」

他對年輕人充滿希望，因此亦很投入教

學。「我跟你分享我走過這樣的路，我

過濾後的結論是這樣；你未必同意，也

不需要同意，但這可能會幫你行少很多

冤枉路，或者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

他希望年輕一代從他的經驗中得到領悟，

「或者很多年後他們會發覺，原來這個

是對的。對他們有小小幫助，已經很足

夠。」

2014 年於公益金周年籌款晚宴上獻技。

陳南祿擔任結他手的樂隊 Young Once 現時仍不時應邀演岀。

橋王的點子 
——「萬張機票贈全城」。

與埃塞俄比亞的小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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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主席　任重道遠
回望過去，即使你不相信緣份，也得承

認世事總有其微妙巧合之處。陳南祿小

時候住在跑馬地前新華社所在、一幢五

層高的樓宇，「出世便愛上馬」；與馬

場一同成長，對跑馬興趣濃厚，讀書時

已經研究馬經，是「智力遊戲」。當時

沙田馬場仍未建成，馬房在跑馬地山光

道，每天早晨看著馬兒被牽著上山、落

山。

大約在 1976 年，他拍攝了一張跑馬地馬

場的黑白相片。「70 年代，跑馬地還有

沙地跑道……那時馬場坐滿了觀眾，當

時若果公眾棚滿座，入口處就會舉起紅

旗，示意觀眾不要再進場……農曆新年

的時候特別人山人海，觀眾會排隊，逼

至對面的電車路……對於當時的人來說，

這是很大的娛樂。」他拿著該相片滔滔

不絕的介紹，臉上流露出雀躍的神情，

可見他對馬場的鍾愛程度。

馬向前跑　香港向前行
成功應變並不容易，新冠疫情今年初爆

發以來，馬會迅速應對，包括向不同機

構提供應急錢，向弱勢社群捐贈口罩和

其他物資；對內則向員工保證不會因疫

情而裁員，並為兼職員工提供五成的收

訪問未開始，暴雨已經下過不停。陳南祿

早 10 分鐘到達，一手提著西裝外套，一手

拿著文件夾。化妝師說要替他略為執整一

下臉上的油光，他咧嘴而笑：「整極都係

咁喎…」可還是非常聽話的坐了下來。

測試拍攝角度時，攝影師因為椅子的高度

問題，試了多次。「我可以這樣坐呀，最

緊要配合你們。」

位子終於搞定，他問主持人，「你想我用

甚麼態度回答，嚴肅？輕鬆？」對方答自

然即可，並笑著加了一句，「你當旁若無

人，我們在傾偈。」他隨即哈哈笑指，那

就可以「暢所欲言」了。

他說自己可以「一直講八小時，期間不必

喝水；教書嘛，職業病。」這名教授經常

向學生解說的 20 字真言，他大概說過 N

次，所以故意先以急口令方式吐出來：「老

細 .... 事能 .... 合 .... 客支 ...」聽不清楚？

接著便說：「我講慢一點。老細英明、同

事能幹、夥伴合作、顧客支持；最後四字，

唔關我事。」

訪問當然「關佢事」，叫他揀個問題號碼，

他說，「冇所謂啦，你鍾意點問就點問。」

攝影師中途喊停「要換電」，十分不好意

思，他悠然說「慢慢嚟。」拍照時間，叫

他扣上中間一粒西裝鈕扣，雙手交叠起來

（像蒙羅麗莎），甚或把一隻脚踏在鐵箱

上、向這邊側面望、微笑一下，他都一一

照做，「你話事啦。」兩小時後，雨過天晴，

移出露台取景，工作人員建議他留在室內

等候，現場準備就緒才埋位。他揮揮手，

「不用喇」，之後逕自走向面向馬場跑道

的圍欄。

趁小休的空檔，他會主動分享故事。當天

他打了條鮮紅色的領呔。「這條呔是去波

士頓出席兒子畢業禮時，老婆送給我的。

我畀晒錢，她送給我。」 

「唔關我事」vs「你話事」

入保障。他說很多朋友，都讚揚馬會應

對新冠疫情是一個典範。「看到危機應

變是不容易的，我認為馬會這次做得相

當出色。」

疫情期間，馬會竭力抗疫，令香港得
以「馬照跑」，他認為當中蘊含著更

深的意義。「每星期有兩次，可以

玩，可以睇賽馬，有嘢研究……不論

社會階層，大家都可以一起歡呼，或

者為一匹出席國際賽的香港馬匹打

氣，這些都有很大的社會功能，是與民

同樂。」他說：「馬照跑很代表香

港。」對他來說，馬照跑的另一個意

義是：「馬向前跑，香港亦向前行，香

港和馬會都一起向前。」

陳南祿 1987 年成為馬會會員，其後晉身

董事會，今年 6 月擔任馬會主席，對此

他形容是深感榮幸，更覺得任重道遠。

他指出，馬會致力建設更美好的社會，

除了做好目前，面對多變的環境，更重

要是計劃未來。

「現在的環境很具挑戰性，去年的社會

運動，接着的新冠肺炎，賽馬沒有因疫

情而取消賽事，這除了要多謝馬會本身

努力之外，還要多謝香港政府及內地各

機構、全體員工、馬主、 騎練人員以及

馬迷等等的配合，非常難得。」

陳南祿於 1976 年拍下這張跑馬
地馬場照片，可見他自小與馬場
有不解緣。

談及旅遊文化節日時，陳
南祿儼如「旅遊達人」般
被「圍訪」。

陳南祿從馬會行政總裁應家
柏手上接過開鑼金棒，敲響
銅鑼，為新馬季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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