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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y 联盟高级管理人员联盟高级管理人员联盟高级管理人员联盟高级管理人员

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 ICE ) 

对于遍布全球的IVEY校友来说，
近日又有40位商界精英加入他们

的队伍。11月22日他们相聚在 

Traders� Café 庆祝这一时刻。 

Ivey Consortium Executive Program 
(ICE) 课程是与以下的公司合作创
立的：花旗银行(Citibank),CLP 电
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电力和机

械服务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KSB)，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九广

铁路公司，Mattel，北电网络和标
准人寿。 

来自花旗银行的的学员Barry Liu, Maria Leung, 
Weber Lo (L-R) 展示他们的证书。 

 
Devendran Pandaram, Monica Leung, Grace 

Chan, Lucia Ku, Selwyn Lai  (L-R) 

这个共12天的战略领导能力课程

是在IVEY的香港校园举行，分为
3个部分。来自这些公司的学员

积极参与了这一课程，因为它提

供给公司一个培养未来领袖人物

的机会，同时可以和其他的公司

进行交流，费用上也很有限。 

目前我们正计划在2003年在中国

大陆地区开办类似的课程。请联

系May Mok (mmok@ivey.com.hk)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通向中国的捷径通向中国的捷径通向中国的捷径通向中国的捷径    

来自四十家加拿大公司和机构的 

53名代表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驻加拿大的经济贸易办事处

组织的首届香港加拿大贸易代表

团。来自加拿大和香港的政府官

员共同主持了11月8日在香港举

行的开幕研讨会。

组织这一贸易代表团的目的是帮

助加拿大公司在与中国业务方面

取得优势。整个日程包括：主题

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

主要问题的一整天的研讨会，与

风险投资商的交流活动，与可能

的香港合作企业的联系，以及到

中国大陆南方的参观。  

在贸易代表团的会议上，Maxwell Brotman, 
香港加拿大商会及香港世界联盟（Federation of Hong Kong 
Associations Worldwide）的上届主席，感谢 Paul Beamish 

就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经营所做的演讲。 

教学主任 Larry Wynant (居中者)与参加课程的学员一起庆贺。 



 

 

Elizabeth O�Neil 
在新加坡的在新加坡的在新加坡的在新加坡的毅伟毅伟毅伟毅伟----南洋南洋南洋南洋    

案例作家案例作家案例作家案例作家    

Elizabeth (Liz) O�Neil 是IVEY 
95年的HBA毕业生及2002年

的MBA毕业生。她大部分的
时间都在旅途中度过，为了

个人，为了业务，或是为了

学术交流项目。继 Tom 
Gleave 之后，Liz 来到新加
坡，成为IVEY和南洋商学院
合作项目的专业案例作家。 

作为位于南洋商学院(NBS)
亚洲商业案例中心的一员，

Liz 的任务就是与 NBS 及  

IVEY的教授合作，编写一系
列基于亚洲的商业案例。虽

然东南亚对于她来说是个陌

生的环境，增加了开发新案

例的难度，她还是很高兴的

接受了这一挑站。 

Liz 在今年春天于IVEY获得 

MBA 的学位，而且成绩优
秀。她在学校时志愿参与了

领导项目(Leader Project)。
该项目是IVEY在前苏联创立
的志愿者教学项目。她的专

长是跨文化的交流。 

在回到IVEY完成她的MBA学
业之前，Liz在市场和交流业
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在位于

多伦多的The Leo Burnett 
Company，她负责建立公司
在数字通信方面的咨询业务

。随后她担任了公司的互动

市场营销业务的客户服务主

管。她还在西安大略大学取

得了经济学，法语和商业管

理的学士学位。 

如果你有好的主意并想将之

写成一个商业案例，请联系

Liz (aeaoneil@ntu.edu.sg)。 

如果你需要关于毅伟-南洋案

例系列 (Ivey-Nanyang Case 
Series) 的详细情况，请访问 
www.ivey.uwo.ca/cases 
 

三鱼解决方案 (A) & (B) � 
捕捉资金“鱼” 

战略情报有限公司 (A) & (B) 

环球资源有限公司 � 
B2B业务的演化 

ST 微电子 � 
为了利润结成的合作关系 

Shiatsu 学校 (A) & (B) 

希捷(Seagat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A) & (B) � 
加强供应链的集成协作 

高技术合伙公司(High-Tech 
Associates) (A) � 
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 

高技术合伙公司(High-Tech 
Associates) (B) �
面对客户关系管理(CRM)的
挑战 

光学技术有限公司(Opti-
Tech Limited): 
发展亚洲的销售和市场网络 

太平洋互联网有限公司 

(Pacific Internet Limited) – 

把握未来 

棕榈岛高尔夫球锦棕榈岛高尔夫球锦棕榈岛高尔夫球锦棕榈岛高尔夫球锦

标赛标赛标赛标赛        

毅伟校友会
香港分会高

兴的宣布，

首届 Ivey 
校友高尔夫

锦标赛将于 

2003年1月20日在棕榈岛高

尔夫渡假村举行。棕榈岛是

位于广州，与香港约有两小

时车程的由Jack Nicklaus 
Jr.精心设计的高尔夫球场。  

棕榈岛慷慨的允诺，从此次

比赛收取的费用(green fee) 

将捐献给“Joseph DiStefano 
奖学金”。 

预定请联系Chris Young 
cyoung.mba2001@ivey.ca 

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 
 
9B01BC37 
TRICON 在中国的后勤在中国的后勤在中国的后勤在中国的后勤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TRICON 
LOGISTICS CHINA)    
Lanfranconi CP ; Wang M 
教案: 8B01BC37 
 

Tricon国际饮食公司(中国)

的后勤部门负责位于中国的

12个分销中心的运营和成本

管理。一个地区分公司的市

场经理对与他的公司相关的

分销中心的表现产生了忧虑

。主管必须确定该中心的实

际成本超出预计的原因。要

对业务的表现，成本的变化

和内部价格商议等均进行分

析。 

 

主题:控制系统，成本系统，

成本控制。   

设定:中国，2001   

长度:11页  

 
9B02M024 
日本危机日本危机日本危机日本危机    
Bonardi JP ; Aldridge W 
教案: 8B02M24  
 

本案例是以4个朋友之间对话

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他们研

究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危机，并

特别针对了目前的衰退和通

货紧缩现象。案例中包括了

大量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

自1992年来政府所实施的政

策。案例试图讨论日本陷入

困境的起因，以及至今尚未

恢复的原因。 

 

主题:通货膨胀，银行借贷，

经济学，利率   

设定:日本，2002   

长度:25页  

最近的奖项和演讲最近的奖项和演讲最近的奖项和演讲最近的奖项和演讲    

Dawar, N., Yuan, P., 
“Midea:一家中国家用电器
制造商面临的全球化的挑 

战”,在全球竞争中崛起的

中国企业-2002年EFMD欧洲
案例写作竞赛。 

 
Dietz, J., Zhang, X., 
“NES中国公司:商业道德  

(A)&(B)”,加拿大行政管理

科学协会(Administrative 
Sciences Association of 
Canada) 学报。 

  

Chen, Y.(博士候选人), 

“合资企业中的业务表现 

衡量系统:一个概念化的模

型”,2002年加拿大行政管

理科学协会(Administrative 
Sciences Association of  
Canada) 国际商业最佳学生
论文。 

 
Beamish, P.W., Goerzen, A., 
“地理范围和跨国公司的业

务表现”,2002年国际商业

研讨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ference) 最佳论文奖。 

 

Wynant, L.，“在高级管理
人员课程中综合实际学习内

容”，南非2002年第七届高

级管理人员发展全球论坛。    

 
Production Planner 

Limited (PPL) 
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PPL提供提供提供提供IVEY在亚洲的在亚洲的在亚洲的在亚洲的

音像节目音像节目音像节目音像节目  
(www.prod-plan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