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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层参加

Ivey EMBA 课程 
 
院长司徒慧珊欢迎来自中国农业银行

的 26 位优秀管理层人员加入 Ivey

的大家庭。这些从全中国选出的非常

有潜力的学员将会获得 Ivey EMBA

学位，并且通过在满地可银行工作来

加深他们对北美金融机构的理解。 

在亚洲庆祝全球 Ivey 日

（GID） 

 

在香港：三位杰出的演讲者（从左

至右：George Kwok Lung 

Hongchoy, Sally Lo, J. Robert 
Ouimet）分别以全球化思维，战略

性行为，和为社会贡献为题，为校

友们作了演讲。 

 

在北京：一个特色晚餐会在欧美同

学会俱乐部举行，并宣布了北京校

友年刊的出版。 

 

在上海：超过 45 位校友参加了晚

餐会，Dominic Penaloza 

(HBA’92) 由于创立了他自己的企

业而被授予 Ivey 新兴领导者的荣

誉。 

 
在新加坡：校友们与一位特别来宾

见面并且一起登上了新加坡摩天

轮，他就是加拿大高级专员 H.E. 

David Sevigny。在 YouTube 上

可再次观看此次活动：2010 年 11

月 4 日在新加坡摩天轮上的全球

Ivey 日。 

校友感言 
 

家庭事件 

—Paul Hung (EMBA 2010) 

…“我的父亲，Patrick Hung 毕业

于 2009 年的 EMBA， 我毕业于

2010 年的 EMBA。 我的姐夫

Andrew Ta 延续了我们家的传统开

始了他的 EMBA 课程，他将于

2011 年毕业。全球 Ivey 日给了我

们另一个机会在香港推广 Ivey。” 

重新与 Ivey 联系 

—Parag Saigaonkar (MBA’94) 

…“好几年前当 Paul Beamish 教

授邀请我去学校为一个新兴市场的

会议演讲时，我与学校重新取得了

联系。由于我有在亚太地区的经

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能

和 MBA 学生们分享我的经验，还

可以从印度高级专员，巴西和中国

的资深政府代表们这里学习。现在

我也是建立印度校友会的成员…我

与校友 Ritesh Anand 和 Vinay 

Chaudhry 一起领导着校友会。” 
 



 

 

印度发展总监 

Ariff Kachra 
 
Ariff Kachra 从 11 月开始

了在印度多个月的工作。

Kachra 是一位战略和综合

管理的副教授，他最近被任

命为 Ivey 印度发展总监。 

 
Kachra 在印度的工作范围

从招生到校友和媒体活动，

从组织安排案例教学和写作

研讨会到为加拿大高级委员

会宣传“国家品牌”。几百

位印度的专业教学人员参加

了由 Kachra 主讲，孟买，

海得拉巴，古尔冈（新德里

附近）当地商学院主办的研 

讨会。 
www.ivey.uwo.ca/faculty/Ariff_K
achra.htm 

影响力研究 
 
Lynn Imai 教授最近发表

的论文「对文化理解能力强

的谈判者—跨文化沟通在谈

判顺序和结果中的影响

力」，Michele J. 

Gelfand 为合著者。此论

文在 2010 年 4~6 月的

ScienceDirect’s 中被选为

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过程中

最热门的 25 篇论文之一。 

 
在他的研究中，Chirs 

Williams 教授研究了跨

国公司如何变得更具有企业

精神。在他研究中发现的共

同点是「“企业知识」——

这些企业知识与正在进行中

的国际化生产活动，和未被

开发的国际机会的知识是有

联系的。想阅读更多
www.ivey.uwo.ca/publications/im
pact/vol16no10-williams.htm  

 

毅伟的案例 
 
查阅这些畅销的亚洲案例和

其他畅销案例，请登陆
www.iveycases.com  

 

 Scotts Miracle-Gro: 
推广采购决策

(9B08M078) 
 Nora-Sakari: 在马来

西亚的一个拟定的合资

公司（修订版）

(9B06M006) 

 美泰公司和玩具召回(A) 

(9B08M010) 

 Eli Lilly 在印度: 对合

资战略的反思

(9B04M016) 
 家乐福中国，建立一个

绿色卖场(9B08M048) 

 
9B10E011 

Google 在中国  (B) 

Deborah Compeau, 

Yulin Fang, Majela Yin 

 
这个案例描述了 Google

重新考虑它的中国战略时

所面临的周围环境。在

2010 年 1 月，Google

宣布其中国网站，

Google.cn，在中国境内

遭遇了网络攻击。因此它

决定重新考虑进入中国的

事宜，包括彻底退出中国

市场的这个选择。这个案

例展示了 Google 在中国

的业绩，网络攻击的细

节，和随着 Google 的公

告所引起的社会热议。学

生们被要求思考 Google

应该采取的行动，回应和

其基本原因。 

 
学科：管理科学和信息系

统，国际 

问题：道德问题，政府和

企业，信息系统，国际环

境中的管理 

长度：11 页 

 

宏基集团：核心管理原则 

David J. Sharp, Lynette 

Chou, Hsien-Lian Chiu 

 
宏基集团首席财务官在公

司重组后对公司更为复杂

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这

必须与宏基的核心原则保

持一致，其中一个原则就

是“对不可避免的商业风

险找到简单而有效的解决

方法。”这个案例展示了

透明度衡量和对冲交易的

专业问题，对冲交易期待

值的挑战，不仅是已订的

合约，还有未来外汇收益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对

冲会计要求。 

 
学科：金融，国际 

问题：外汇交易，重组，

公司价值，外汇风险 

长度：14 页 

你知道吗… 
 
►  在 Ivey 全球日，HBA

与 MSc 的主任 Darren 

Meister 教授宣布 Ivey

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花

旗杯案例竞赛中获胜。获

胜队队员是 Omar 

Madhany, Cameron 

Murphy, Steven 
Robins and Sean 
Thunem。他们击败了来

自 10 个国家的其他 18 支

大学参赛队，其中 3 支队

伍来自加拿大。Ivey 的这

支队伍为国泰航空饮食服

务公司提出了一个创新的

长期增长战略，给评委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由 Ivey 校友 Vinay 

Chaudhry 共同创立的

印度-加拿大校友联系网

（ICAN）于 11 月 9 日在

新德里正式成立。 

更多内容，请登陆
www.ivey.uwo.ca/ami/News/ 

 

►  在 12 月，上百位

MBA 学生开始了他们的亚

洲学习之旅。由 Jim 

Hatch 教授带队的学生们

去到了中国，而由

Murray Bryant 教授带

队的学生们去了印度。更

多内容，请登陆
http://iveymbaa.ca   

 
►  Ariff Kachra 和

Nicole Haggerty 教授

于 11 月和 12 月在印度主

讲了多个由印度商学院组

织的案例写作与案例教学

研讨会。详情，请登陆
www.isb.edu/ctlc/  

 
►  Jean-Louis 

Schaan 教授最近被任命

为 Donald F. Hunter 

Professorship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chann 的研

究关注的是国际合资，战

略联盟，战略管理和国际

商务。
www.ivey.uwo.ca/faculty/Jean_
Louis_Schaan.htm  

 
►  2011 年 1 月 27 日，

David Emerson 将在温

哥华会议中心为国际商务

一年一度的 Donald L. 

Triggs 演讲会宣布其主

题：在全球竞争中获胜：

加拿大企业和政府如何从

动荡不安的政治中获利。
www.ivey.uwo.ca/discover/ivey-
idea-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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