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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周刊的调查结华尔街周刊的调查结华尔街周刊的调查结华尔街周刊的调查结

果果果果::::IveyIveyIveyIvey在美国在美国在美国在美国以以以以外外外外    

的学院中排名的学院中排名的学院中排名的学院中排名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华尔街周刊 (Wall street 
Journal) 的编辑 Lawrence 
Rout 称，该杂志进行的关于商
学院的互动式调查与目前大多

数的商学院排名多有不同。

“我们不想随波逐流，我们要

了解那些对商学院最有发言权

的人的想法，那就是公司的招

聘人员。我们认为，商界对工

商管理硕士课程的看法对于学

校、学生和来雇佣他们学生的

公司都是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

www.careerjournal.com 

这一结果是基于对 1,600 名面
对MBA的招聘人员的调查。
调查进行的时间是 2000年 8
月 23日至 12月 15日。参与
调查的所有 1,600位招聘人员
都被要求给他们熟悉的学校打

分，共产生了 2,687所学校的
成绩。最后的排名中，共有

188所美国学校和 56所其它
国家的学校符合参与排名的资

格。本次调查中，共有 50所
商学院列于最终排名行列。 

根据招聘人员的排名，毅伟管

理学院 (Ivey)由于其过去的成
果和学生的高素质而在大規模

的院校行列中总体上排名第

三。Ivey学生的沟通和人际能
力排在第四位，创业能力排于

第八位。 

 

“我们不断的追求卓越，提高

管理教育的水准。”院长 Larry 
Tapp说。“但当我们庆祝所取
得的成就时，我们也时刻牢记

面对的挑战。我们的主要目标

是在全世界建立起 Ivey优良的
声誉，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行政主管工商管理课行政主管工商管理课行政主管工商管理课行政主管工商管理课

程程程程––––亚洲亚洲亚洲亚洲––––新闻简报新闻简报新闻简报新闻简报        

在行政总监 Larry Wynant 博
士的领导下，我们继续在亚洲

扩展着专为亚洲商界开设的经

理级工商管理课程。 

以“在变化中的世界如何“在变化中的世界如何“在变化中的世界如何“在变化中的世界如何

胜出”胜出”胜出”胜出”为主题的一系列讲座在
5月成功完成。Ivey要感谢加加加加
拿大皇家银行拿大皇家银行拿大皇家银行拿大皇家银行 ( Royal Bank of 
Canada )对这一公众项目的赞
助。Ivey还要向以下帮助组织
的加拿大商会，香港生产力协

会和 Futurestep表示感谢。   

Mike Hodgson 是皇家银行 
Global Private Banking 的地
区主管，也是 Ivey 85 届的校
友。他在发言中提到：“本项

目不仅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学

习的机会，促进关于策略发展

的思路；这也是一个分享经验

的论坛，让我们了解他人的管

理实践。加拿大皇家银行很高

兴能为这样的活动出力。” 

近来的重点是在于如何灵活设

置项目，使得 Ivey能够充分发
挥其专长，开阔参与者的思 

路，发展新的能力，同时让参

与者能尽快将所学应用到各自

公司的实践中去。“我们很高

兴能与 Nortel Networks、
Hutchison Whampoa和
Mattel Asia Pacific Sourcing
这样的公司合作。” Wynant 
讲道。“我们的优势来自别人

无法提供的关于亚洲和全球的

最新的案例教材。我们的教授

也是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融

会贯通不同的领域，提供综合

性的学习体会。” 

IVEY 行政人员论坛行政人员论坛行政人员论坛行政人员论坛 在总共

6个月的时间内，为 34 位高
级经理人员提供策略领导训

练。该项目分三大部分，共 12
天。这是和香港的 6家顶尖公
司的合作项目 – Mass Transit 
Railway, 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thay 
Pacific Airways, Airport 
Authority, Shui On 
Construction 和香港政府的机
电服务部门。该项目的最后一

个部分将于今年 10月完成。 

INVENSYS 亚太地区经理级亚太地区经理级亚太地区经理级亚太地区经理级 

管理课程管理课程管理课程管理课程 
2001年 6月 25-29日   

为 Invensys 在亚太地区的经理
人员开设的这一为期 5天的课
程着重于领导能力、应变管理

和策略。该课程于马来西亚的 
Johore Bahru 地区开设。这是
第二次为 Invensys的经理人员
开设这一课程。 



 

 

PACIFIC CENTURY 

CYBERWORKS策略研讨会策略研讨会策略研讨会策略研讨会 
2001年 6月 29-30日  

本次为期 1天半的策略研讨
会是专为 PCCW 公司的 40
位管理人员而开设的。 

管理资源建设论坛管理资源建设论坛管理资源建设论坛管理资源建设论坛 
2001 年 10 月 

继成功的举办了第一届论坛

之后，Ivey 将开展第二阶段
的项目，以帮助未来的经理

人员面对挑战，走向成功。 

我们有着管理组织类似项目

的专长，同时我们也可以参

照我们名为加拿大管理资源

建设论坛的公开课程。基于

这两点我们对本次论坛的成

功充满信心。 

本项目是面对那些有着 5到
10年经验，在某一领域有
所专长，并且有希望在管理

领域继续发展的经理人员。

通过参与共同组织本项目，

各公司可以调整主题内容，

时间安排和授课方式，并取

得与其他顶尖公司一起工作

的宝贵经历。 

我们在香港分校和亚太地区

其它地点会继续组织公开的

管理人员课程，并可应需要

量体裁衣，调整内容。如果

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

May Mok，电话是  (852) 
2135-2288 或 email: 
mmok@ivey.com.hk 

BBBBEST EST EST EST PPPPRACTICESRACTICESRACTICESRACTICES    
––––    亚洲之行亚洲之行亚洲之行亚洲之行 

每年的 5月，加拿大本校的
一群 Executive MBA 学生
都要备好行囊，踏上他们的

国际研修之旅。他们可以自

由选择一家国际企业，并与

在加拿大以外的类似企业做

对比研究。这是 Best 
Practices 课程的一部分。 

今年，70多名学生和他们
的家人选择了亚洲–香港和
北京–作为他们的考察地
点。他们参观考察了许多当

地企业，许多人还临时加入

了香港的 EMBA课程，以及
亚洲商务论坛。作为这个项

目的一部分他们还参观了北

电网络在顺德的合资工厂。 

但是，如果问到究竟本次旅

行中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是什

么，许多人会说是 Ivey at 
the Races 的联谊活动的联谊活动的联谊活动的联谊活动! 

超过 140名 来自加拿大和
香港的 Ivey 校友、商界来
宾和 EMBA 学生参加了 5
月 23日在 Jockey Club 
Happy Valley race track 
举行的联谊活动。本次活动

是由香港 2001级的 EMBA
学生和校友联谊会共同举

办。大家尽兴而归，大奖得

主更是开心！ 

 

 

 

2020202001010101    年毕业典礼年毕业典礼年毕业典礼年毕业典礼    

今年的 9月 16日，34名 
Ivey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课 
程 (Executive MBA) 毕业
生将会加入 Ivey 亚洲校友
的行列。西安大略大学校长

Paul Davenport 博士将出
席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的毕业典礼。 

 

市场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管理 
的案例集的案例集的案例集的案例集 

这是畅销的 Ivey 16本中文
案例集的新版本。本书由 
John Hulland博士编辑，收
集了 19个案例。本书共分
为分析、策略开发和实施三

大部分。 

亚洲校友团聚活动亚洲校友团聚活动亚洲校友团聚活动亚洲校友团聚活动 

Ivey 的第二届亚洲校友团聚
活动定在 9月 16日那个周
末。活动包括关于亚洲在全

球经济中的作用的讲座和研

讨会。我们希望本次活动能

够包括整个西安大略大学在

亚洲的校友。  

 

新加坡和北京新加坡和北京新加坡和北京新加坡和北京 
的的的的案例教学及编写案例教学及编写案例教学及编写案例教学及编写

研讨班研讨班研讨班研讨班 

我们已经确定了 2001年度
的案例研讨班的日期。我们

的合作伙伴，北京的清华大

学和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

学，将主办本次的活动。  

北京： 8月 27-31日 

新加坡：9月 3-5日 

如需更多资料，请访问 
http://www.ivey.uwo.ca/ami 

 

你你你你 知知知知 道道道道 吗吗吗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