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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建立在亚洲建立在亚洲建立在亚洲建立 
世界一流课程世界一流课程世界一流课程世界一流课程 

无论是统一的公开课程，或是

特别设计的高级管理人员课

程，参与者都从这一全新的教

学伙伴关系中得到收获：新的

管理工具，新的技能，新的行

为。   

Ivey在亚洲成功的建立和开发

了许多针对客户需要的管理课

程。例如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

为期 12天的战略领导课程 —  

毅伟行政人员协会项目毅伟行政人员协会项目毅伟行政人员协会项目毅伟行政人员协会项目(Ivey 
Executive Consortium 
Program)。另一个例子是为期
10天的管理人力资源促进项目管理人力资源促进项目管理人力资源促进项目管理人力资源促进项目

(Accelerating Management 
Talent Consortium Program)。
我们在开发这些课程的过程中

参考了来自各公司的意见，以

使得课程的内容能与经理人员

每天所面对的各种挑战相关。 

这里是一些我们最近与之合作

的公司：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 北电网络(亚洲)公司  

! Reebok 

! Kimberly Clark 

! 宏利人寿保险 

! Mattel Asia 

! 地鐵公司 MTR Corporation 

! 國泰航空公司 

! 中华电力 

! 九廣鐵路 

! 香港机场管理局 

! 香港政府 

!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 Invensys   

! 加拿大皇家银行 

! 電訊盈科(PWWC)  

即将开办的课程即将开办的课程即将开办的课程即将开办的课程    

领导能力课程领导能力课程领导能力课程领导能力课程(Ivey Leadership 
Program)    专注于培养经理人员
的洞察力、技能和判断能力，

以使他们成为更有成效的领导

干部。因为领导能力是达到目

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 那些希望成为更

有成效的领导者的经理人员，

高级行政人员，创业者。 

2002年 9月 2-4日 

在香港上课 

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行政人员市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行政人员市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行政人员市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行政人员市

场 营 销 客 课 程场 营 销 客 课 程场 营 销 客 课 程场 营 销 客 课 程 (Executive 
Marketing Program)    是与南洋
科技大学合作开设的。这一课

程专注于高技术企业的市场营

销问题。在竞争加剧，技术变

化加快的今天，高技术企业的

行政人员需要有竞争优势。这

一课程提供给你解决重要问题

的工具，帮助你在这苛刻的市

场环境中取得优势。 

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谁应该参加？ 那些在技术密集

型产品或服务的战略性市场规

划的建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

理人员。  

2002年 9月 23-27日 

在新加坡上课 

金融时报 在 2001 年将 Ivey 排

在全球的国际性行政人员发展

项目的第一名。课程的参与者

对 Ivey 教授也有很高评价 – 

与哈佛，哥伦比亚及华顿商学

院同排在全球的前十名。 

面对挑战，开阔眼界，接触新

事物。请与联系 Miranda Wong 

email: mwong@ivey.com.hk 或

致电 (852) 2135 2202 

 

““““我们坚信，只我们坚信，只我们坚信，只我们坚信，只

有让参与者将他有让参与者将他有让参与者将他有让参与者将他

们的自身经历与们的自身经历与们的自身经历与们的自身经历与

课堂概念联系起课堂概念联系起课堂概念联系起课堂概念联系起

来，才称的上是来，才称的上是来，才称的上是来，才称的上是

理 想 的 学 习 环理 想 的 学 习 环理 想 的 学 习 环理 想 的 学 习 环

境。境。境。境。””””    
Lawrence G. Tapp,Lawrence G. Tapp,Lawrence G. Tapp,Lawrence G. Tapp,    

IveyIveyIveyIvey管理学院院长管理学院院长管理学院院长管理学院院长 



 

 

上图: 竞赛的优胜者 
 

右图: 香港 Ivey校友会的代表 (L to R) 
� Katrina Sham, Joe Attrux, 

President of IAA, Jason Faris, 
Erik Tse, and Steven Lau. 

个人档案：个人档案：个人档案：个人档案：岑韻儀岑韻儀岑韻儀岑韻儀 

岑韻儀(Katrina Sham)目前

是 Ivey 管理学院亚洲发展

部总监。她在欧洲，北美和

亚洲有着二十年的市场，销

售和管理经验。 

她在英国作为业务发展经理

服务于 Rivertex 公司。在

这个岗位上她曾有机会在日

本工作。  

岑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学

院毕业，取得了经济学学士

学位。然后任职与位于旧金

山的 Infoex 公司。Infoex

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财务服

务公司，而她的工作是销售

和市场管理。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在香

港长大的岑韻儀还曾作为高

级广告销售人员，为南华早

报工作过。 

后来，她接管了 Drake 培

训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在两

年内，将一家垂死的企业转

变成香港培训市场上首要的

跨平台 IT 培训中心。她还

曾担任 Maytag 国际公司的

大中华区销售经理。  

岑的工作是与个人，校友，

公司和慈善机构合作，支持

Ivey在亚洲的项目。 

“我每天都会遇见被 Ivey

的管理促进教育课程所吸引

的人”岑说。“我们得到他

们的支持，而他们也期待着

高质量的项目。”岑的工作

是在校友关系和资金募集方

面，而她也十分喜欢这份工

作。 

岑韻儀将在今年六月完成

Ivey EMBA课程的要求。如

需和她联系，请致电:  

(852) 2135-2222 或 

ksham@ivey.com.hk 

赛场上的赛场上的赛场上的赛场上的 IVEY IVEY IVEY IVEY      
每个人都赢得竞赛每个人都赢得竞赛每个人都赢得竞赛每个人都赢得竞赛 

我们应该感谢 Erik Tse，

他在去年主动举办了“赛场

上的 Ivey”。今年的 5 月

22 日，130 多位校友，学

生，董事会成员，合作公司

员工和朋友，在香港赛马会

俱乐部再次渡过了一个开心

的夜晚。同时也为 Joe 

DiStefano 奖学金基金募集

了九千元港币。奖学金基金                              

在北京团聚在北京团聚在北京团聚在北京团聚    

左士光 (Steven Zuo)， 97

届的 MBA 毕业生，于 5 月

28 日在北京组织了这次聚

会。 38 位校友参加了聚

会。左士光是 Ivey 在北京

的校友大使。  

Rob Mackenzie， Ivey 73

届 MBA 毕业生，是现在加拿

大使馆的商务领事。他也在

聚会上致词。 

Ivey 的一些老朋友，如国

家会计学院的副院长陈小悦

教授,也参加了此次聚会。

参加聚会的人群中还有在清

华大学进行中国教学项目的

6个 Ivey同学。  

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 

♦   Ivey Chinese Club 与

MBA Association将为即将

入校的中国学生举办接待

会。  

上海 – 6月 15日 

北京 – 6月 22日 

如需更多细节，请联系 ICC     

联合主席 Jack Hu 

jhu.mba2003@ivey.ca       

或 William Li 

wli.mba2003@ivey.ca   

♦♦♦♦   �Ivey 在亚洲在亚洲在亚洲在亚洲� � 在美国
的第 35 届国际电影和录像
节上，这盘反映 Ivey 在香
港的人员和校舍的录像获得

了职业指导/招聘类的创意
铜奖。  

我们在此祝贺 Amy Shuen 
� Production Planner 
Limited（PPL）制作组公司
的制片和导演，已及她的员

工。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国际

上的承认。PPL 是一家总部
在香港的公司，为 Ivey 在
亚洲制作了多次宣传录像。 

(www.prod-planner.com)  

 

http://www.prod-plan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