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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庆典 
 
十月五日是４２名 Ivey EMBA 学
生在香港会议中心庆祝他们毕业的

日子。Dr. Cheng Yu Tung, Dr. 
Henry Cheng, Drs. Dick and Beryl 
Ivey, Paul Davenport 校长,以及学

校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出席了此次的

毕业典礼，和这些学生一起分享这

值得纪念的一天。 
 

加拿大总督伍冰枝(Governor 
General Adrienne Clarkson) 出
席了在安大略省伦敦市西安大

略大学(UWO) 校园举行的秋季

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被授予

了荣誉学位。伍冰枝总督对毕

业生发表了讲话，阐述了如何

对应技术发展和传统的生活

方式的矛盾冲突。 

 

伍冰枝总督是在香港

出生，和她的家人一

起在 1942 年以难民

的身份来到加拿

大。她一直从事

电视广播行业，

自己写作，主持

并制作节目，从

而获得了广泛的

声誉。作为加拿

大总督，她是英

国女皇在加拿大

的代表。 
 

校友重聚  
 
150 多名校友于九月 27 日

在香港中华会馆聚会。这

次的校友晚餐会是由 Ross Chan, 

EMBA 2003,和 Rachel Leung, HBA 
2002 一起主持的。晚餐会还包括了

由 John Benitz, EMBA 2003 所主持

的拍卖活动。拍卖活动所募集的款

项将被用来支持 Ivey 香港分校的学

生奖学金。这也是在香港的校友第

一次见到 Ivey 的新任院长 Carol 
Stephenson。 

Kathleen E. Slaughter   
出任毅偉的副院长 

–主管亚洲业务 
 
从 2004 年一月起，Kathleen 
Slaughter 教授将接过领导 Ivey 亚

洲业务的重任。她将接替 Larry 
Wynant 作为 Ivey 香港分校的第三

任行政主管。Kathleen 希

望进一步巩固 Ivey 在香

港的业务，同时加强向

东亚和东南亚的扩展。

她会是定于 2004 年一

月开始的新的 MBA 科
目的掌舵人。她还将扩

建 Ivey 分校的校舍和

办公区，并大力投入

今年的校友基金募集

活动。 

 

Slaughter 在 Ivey 的历

史和她的丰富经验使她

成为这个新职务的 好

的候选人。她在 1991 年

就来到了位于北京的

清华大学任教，而

且自 1998 年香港的

EMBA 科目开始时

起就一直参与其

中。Kathleen 曾任

Ivey管理学院学士

课程(HBA)的主任，

也是将 Accelerated 
Management Talent
教育课程带入 Ivey 

高级管理培训课程的发起

人。除此之外，她还曾到墨

西哥和斯咯文尼亚教学，

并多次到北京，上海和新

加坡为当地的数百位大学教授

讲解如何应用案例教学。 



 

 

 发展我们的案例 
 
9B03A006 
中国的“可乐之战”： 
未来就在于此 
Dawar N; Dai N 
更新日期: 05/21/2003  

教案:8B03A06 
 
杭州娃哈哈公司是中国 大

的软饮料生产商之一。公司

开发了“未来可乐”以与可

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竞争，在

软饮料市场取得了可观的进

步。目前问题是如何在跨国

集团的竞争下保持发展的势

头，并取得主导的市场份

额。 

 

行业: 食品和相关产品 

主题: 市场策略，竞争，新

兴市场，品牌管理 

环境: 中国，大企业，2002 

长度：23 页 
 
 
9B03M016 
在韩国的美国快餐业 
Beamish PW; Jung J;  
Kim H 
教案:8B03M16 
 
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大型快餐

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

他们正在决定是否要进入韩

国。韩国的快餐业在九十年

代后期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

响损失惨重。当经济恢复之

时，人们期望快餐业也会复

苏。本案例提供了关于不同

竞争者，替代食品，新兴企

业和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的信

息以供读者作行业分析。另

外，社会因素也是潜在的影

响力。 

 

行业: 餐饮  

主题: 行业分析，市场进

入，国际业务，快餐 

环境: 韩国，大企业，2002 

长度: 14 页

Ivey 2002-2003 
年度的十佳案例

四个是以亚太地

区作为背景  

 
Ben&Jerry’s – 日本 
James M. Hagen 

Selkirk 集团在亚洲 
Paul W. Beamish, Lambrois 
Karavis 

英特尔在中国 
Kathleen E. Slaughter,  
X. Qian, Donna Everatt 

中国的爆竹焰火行业 
Paul W. Beamish, Ruihua 
Jiang 
 

你是否知道… 
 
Ivey 于十一月 13 日公布了

新的 MBA 课程内容，以更

好的帮助学生在进入 21 世

纪的商界领先他人。  

 

Ivey 的新的 MBA 课程是将

两个有关联的部分结合而

成。首先，课程有时序性，

学生由基础的课程开始，然

后接触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

做出商业上的决定。每门课

程都是为下一步做出铺垫和

准备，让学生理解量化的技

能和人际因素，以及业务决

策的能力。 

 

新的课程将应用团队教学的

技术。学生将从不同的方面

来分析一个案例，强调综合

业务决策的能力。 

 

同时在十一月开始的还有

“大陆”EMBA 科目 
“Continental” EMBA。科

目的正式开始将是 2004 年

三月。本科目将面对来自美

洲各地的学员，提供宿舍和

真实的课堂环境，以及面对

面的交流教学，同时在时间

安排上照顾学员的需求。学

员可以住在 Spencer Hall, 
Ivey 的高级管理教育会议中

心就设在这里。在为期 16

个月的课程期间，学员每月

来此一次，每次连续 4天。 

 

Dr. Sarah Liao,香港的环

境，卫生和劳工部长，作为

特邀发言人在于十月 2日举

行的首届 Ivey 哈佛商学院

联合活动中发言。本次活动

是哈佛商学院讲演论坛的一

部分。 

 

Dr. Liao 由商界而出任香港公

职的首位女性部长。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开始一起

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的今天，

她会面对许多挑战。 

 

Ivey 和哈佛商学院都同意进一

步联合举办类似的活动。 

 

Ivey 香港校友会将主持

“ IVEY 赛马日” 
日期是 2004 年六月 2日 

请联系 Santa Chan  
schan@ivey.com.hk 
 

同学重聚 2004 
2004 十月 1-3 日 

请到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

来，和我们一起庆祝 Ivey 
Home coming 2004。 

请联系 Terri Garton, 
tgarton@ivey.uwo.ca  

 
 
 

 
 
 

IVEY 

的教师员工 

祝 

您和 

您的家人 

在新的一年 

健康 

快乐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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