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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L. Triggs  

国际商务讲座 
 

2009 年 11 月 25 日，Ivey 多

伦多校区 ING 领导力中心举办

的 Donald L. Triggs 国际商务

讲座人头济济。院长司徒慧珊和

资 深 校 友 Don Triggs 

（MBA’68）向大家介绍了加拿

大亚太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胡元豹，

他发表了题为“危机过后：加拿

大和崛起的亚洲”的精彩演讲。 

 

胡探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企稳和

即将到来的转变，以及加拿大公

司和政府应该如何建立跨越太平

洋的合作桥梁。他提醒大家由于

经济衰退，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人们的想法还是停留在金融

危机之前。 

 

“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亚洲将

处于最前沿和最中心的位置。这

不仅通过贸易和投资，而且将通

过国际援助，理念，文化，和政

治力量来实现。作为一个沿太平

洋国家，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将会

使其在亚洲崛起中获益，但是加

拿大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胡

说道。 

 

如想要观看视频或下载演讲稿，

请登陆 

http://www.ivey.uwo.ca/ami/News 

 

 

 

 

 

副院长欢迎 

加拿大总理 Harper 

 

Ivey 主管亚洲校区的副院长施

洁莲（Kathleen Slaughter）

在香港加拿大商会举办的欢迎

会上介绍了 Harper 总理，总

理在会上致辞。此次活动是总

理亚洲之行的一部分。 

 

“加拿大需要与中国有更紧密

的合作，而香港则是加拿大扩

大参与中国合作的理想平台”，

施洁莲副院长说，“Harper 先

生此次的中国之行已经取得了

成效。”施洁莲最近被任命为

香港加拿大商会主席。 

 

与印度的合作 
 

Ivey 执行委员会在 10 月份结

束了为期一周的印度之行，此次

活动的宗旨是探讨学术合作，与 

 

企业界联络，并且在印度推广

Ivey。 

 

2009 年 10 月 31 日，印度商

学院案例发展中心启用，Ivey

商学院参与了庆典，并签署了两

校之间案例开发和培训备忘录。 

 

“Ivey 商学院将为印度教授提

供案例教学方面的培训。交换教

授的项目也在积极筹划中”，司

徒慧珊院长说。“我们的长期目

标是与教育机构和公司建立更多

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成立了印

度校友会，校友会将扮演顾问的

角色，发现合作机会并转给学

校，”她总结道。 

 

如想阅读司徒慧珊院长在 11 月

19 日的校报 Western News

上发表的题为‘为什么 Ivey 在

亚洲发展’的评论，请登陆：
http://www.ivey.uwo.ca/ami/News 

 

Ivey 院长司徒慧珊和印度商学院院长 Ajit Rangnekar 在备忘录签字仪式上。 

http://www.ivey.uwo.ca/ami/News/default.htm#triggs lecture
http://www.ivey.uwo.ca/ami/News/default.htm#Dean commentary


 

 

MBA 中国之行 

 

80 位 Ivey MBA 学生将

于 12 月参加中国之旅，

这是一门选修课程的一个

组成部分。这将是参加人

数最多的一次行程。他们

将到访北京，上海，苏州，

深圳和香港。 

 

学生们将与众多商业、政

界和学界领导人会谈。此

次活动将会帮助学生们感

受不同的文化，让学生们

看到崛起的中国所存在的

新的商机，并且帮助他们

培养在中国做生意的战略

能力和必要的洞察力。 

 

我们的案例 

 

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主持

的下期“亚洲商业案例” 

将关注在印度做生意的一

些相关问题。 

http://www.asiapacific.ca/
asia-business-cases   

 

请阅读由 Charles 

Dhanaraj 教授所写的题

为“与大象共舞”的评论。

案例包括： 

 Eli Lilly 在印度： 

重新思考合资战略 

 米其林在王公的土地上

（A）&（B） 

 三星电子在印度 

（A）&（B） 

 路易威登在印度 

 Havells 印度： 

收购喜万年（A） 

 

9B09M089 

Havells India: 收购喜

万年（A） 

Charles Dhanaraj,  
K. Ramachandran, Swetha 

Dasari 

教学笔记:8B09M89 

 

这个案例展示了印度的一

家高速成长的制造业公司

想进行国际并购时所面临

的管理问题。这个决策将

会造成公司地理和产品两

方面的多元化。一方面是

使公司达到一个新高度的

令人振奋的发展机会，另

一方面是合并带来的巨大

风险和挑战--学生们必须

在其中找到平衡。这个案

例展示了 Havells 如何从

一个新兴的贸易公司成为

非常成功的制造业公司并

且成为一个国际化公司的

过程，这也为学习公司国

际战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背景资料。 

 

学科：综合管理，企业家，

国际商务 

问题：多种经营，发展战

略，合并与并购，国际并

购 

行业：电子和电子设备供

应 

场景：印度，2007 

长度：13 页 

9B09C021 

猪流感之旅 

Stephen Grainger 

教学笔记:8B09C21 

 

当一位教授带着一个团队

的学生到达中国时，其中

一位学生由于感染了

H1N1 病毒而病倒。整个

团队必须住院或者被隔离。

这位教授作为团队的负责

人，必须马上决定如何处

理此次危机。这个案例适

用于危机管理课程或者国

际管理的前期课程，以说

明在国际环境中将会面临

的不同种类的困难。 

 

学科：人力资源管理，企

业家，国际商务 

问题：危机管理，医疗保

健，意外事件管理，猪流

感 

行业：医疗服务 

场景：中国，2009 

长度：8 页 

 

你知道吗… 

 

►  Ivey 香港校区创始执

行董事 Joe DiStefano 教

授于 11 月 16 日向 45 位

校友和香港加拿大商会会

员发表了演讲，题为“运

用全球思维模式取得高绩

效”。 

 

►  想和在亚洲的 Ivey 教

授联系吗？只需登陆： 

http://www.ivey.com.hk/ 

alumni/professor.html 

►  11 月 2 日，由于出版

社提供了分析案例，上海

外国语大学上百位学生观

看了 Ivey-上外案例竞赛

4 支决赛队伍的现场陈述。

此次竞赛由 Ivey 案例出

版社赞助案例。Ivey 

MBA 2008 年校友

Michael Shen 代表 Ivey

中国校友在活动上发言。

众多 Ivey 校友作为评委

参加了此次活动，他们包

括： 

Ming Shen (MBA’95) 

Nancy Dai (MBA’02) 

Albert Yuan (MBA’02) 

Vincent Zheng (MBA’06) 

Clara Hu (MBA’04) 

Colin Bogar (MBA’08) 

Michael Shen (MBA’08) 

 

►  Ivey 在向亚洲教授和

商学院介绍案例教学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为

止，将近有 1000 人在亚

州参加了 Ivey 的案例研

讨会。想了解更多在亚洲

的案例教学和案例写作研

讨会，请登陆： 

http://www.ivey.uwo.ca/ 

ami/Case_Workshops 

 
 

 毅伟管理学院所有教职员工  祝读者们节日愉快,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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