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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Y 戒指 
 

校友会的董事会在 Ivey 开始了

一项新的传统 - Ivey 戒指。

从 2004 年开始,无论是在加拿

大或是香港, Ivey 的每一个毕业

生都要宣誓遵守最高的行为准

则,“以我所能,维护荣誉和品

德,追求更高的标准。”戒指由

一位校友发给毕业生,欢迎毕业

生加入 Ivey 的联谊网,同时提

醒着毕业生,他们代表着分布在

全球 75 个国家的一万七千多名

校友。  

 

 
 

校友会之所以开展这一新的传

统,是为了回应目前社会上大量

存在的可疑的商业行为,以及人

们对公司管理层的道德品质的

担忧。 

Ivey 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连续第五年, Ivey 在高级管理

人员的教育方面展现出优秀的

水平。 Ivey 是在金融时报对全

球前 40 位高级管理人员教育课

程的排名中,唯一的一所加拿大

学校,位于全球第 20 位。这项

综合排名考虑到了学校公开的

管理人员教育课程,以及对应个

别公司所特设的专项课程。 

 

Ivey 的校园分布在加拿大和香

港。我们的多样性（第 12 位）

和优秀的教员（第 17 位) 使得

我们能更好的为来参加我们课

程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额外的

视野,以及对全球经济环境更好

的理解。  

 

如需关于在亚洲即将开始的高

级管理人员课程的资料,请访问: 
www.ivey.com.hk/executive/  
如需关于在加拿大即将开始的

高级管理人员课程的资料,请访

问: 
www.ivey.uwo.ca/executive/
 

中国商貿會議  

  「營商中国路」 
 

在 2002 年举办的华贸商展成功

地吸引了近 4000 参加者。大多

市华商总会及Ad2000 Expo 
& Beyond Inc.计划于六月 21

日到 25 日举办为期 5 天的研讨

会及專题讲座。「營商中国

路」举行的地點分佈安省多個

城市,其中包括於大多市会議中

心,萬錦市,密西沙加市,及烈治

文山。加中商会将组织研讨会

的各项内容。 

 

永明金融(香港)有限公司的

CEO，同时也是香港加拿大商

会的主席 Janet De Si lva 
(MBA’94),以及 Ivey 的亚洲顾

问委员会的成员将在开幕日作

午餐会的主题演讲。  

 

Ivey 很高兴成为活动的赞助

者。 Ivey 提供的案例将帮助研

讨会的参加者讨论相关的问题: 

•  我是否应当考虑在中国生产?  

•  知识产权是否受到保护? 

•  您为什么会在中国卖 ICT 和

先进技术产品? 

•  供应链管理和相关话题。 

 

Jing’an Tang ( Ivey 的博士候

选人)也受到邀请,发表关于中

国市场对于北美和全球性公司

的重要性的讲话。   

 

如需有关研讨会的资料,请访问:  
www.traderoadtochina.com
 

近期的访问者 
 

最近 Ivey 接待了来自中国的数

个代表团,包括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SNAI）,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XNAI）,

以及中国财政部的代表。 

 

和位于北京的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BNAI）一样,SNAI 和
XNAI 是中国国务院为了提高中

国注册会计师和高级财务管理

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而建立的。

学院主要为 CPA 和中国企业的

CFO 们提供专业培训课程。 

 

Ivey 和访问者讨论了如何进一

步合作的问题,特别是在于应用

Ivey 的案例方面。  

 

AsiaLink 是由位于加拿大安省伦敦市的西安大略大学毅伟管理学院亚洲管理研究中心出版的季刊。在加拿大,请联系: Gigi Wong (王之琦)。 

电话:1(519) 661-2112 传真:1(519) 661-3700  Email:  gwong@ivey.uwo.ca   香港分校地址:郑裕彤工商管理学院,香港湾仔港湾道一号,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一期五楼. 联系人:Santa Chan 电话:(852) 28084488  传真:(852) 28084433  Email:  schan@ive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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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 盛智文 
 (Allan Zeman)  
 

在西安大略大学第 282

届的毕业典礼上,有八个

人获得了学校的最高荣誉,

而创业者盛智文(Allan 
Zeman)就是其中的一

人。 

 

这位加拿大企业家盛智文

的商业生涯始于蒙特利尔

的 Algo 集团。在 70 年

代早期,他去到香港,开

始了成衣出口的业务。他

于 1975 年开创了 Colby 
国际集团,在以后的日子

里,该集团成长为全球最

大的供应链管理公司之一,

在中国大陆,韩国,台湾,

菲律宾和美国都有业务。 

 

大约 20 年前, 盛智文感

觉到香港缺少为外国人而

设的娱乐餐饮项目。他在

离主要商业中心一个街区

的小街上开设了一家餐

馆–兰桂坊，而这只是他

关于现代娱乐业的设想的

开始。他的设想以老蒙特

利尔的一区为模板,逐渐

成为香港最知名的包括酒

吧,餐馆和夜总会的娱乐

旅游区。 

 

作为集团的董事会主席, 

盛智文将最早的一家餐馆

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娱乐和

旅游区。 

 

盛智文除了出色的商业成

就外,亦非常热心公益,

支持香港政府和社区的活

动。他是香港加拿大商会

及香港总商会董事会的长

期的成员。 

 

自 2000 年开始盛智文出

任了 Ivey 亚洲顾问委员

会成员,为制定 Ivey 在亚

洲的策略提供意见。他积

极参加了学生和校友会的

活动。 

 

作为商界和社团的领袖,

他已经成为一个创业领先

者的象征,象征着加拿大

人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

就。他也是所有西安大略

大学的毕业生的榜样。他

于 2004 年 6 月 8 日学位

颁授典礼上获授荣誉法学

博士(LL.D.)学位。  

 

案例研讨会  
 

四月在中国: 

北京大学和 Ivey 
联合主办案例课程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

心(MCCP)和 Ivey 在中

国的三个主要城市:北京,

深圳和上海举办了一系列

的案例课程。数十名政府

官员及公司雇员参加了这

些为期三天的课程。课程

由 Ivey 博士毕业生

Anthony Goerzen 教授

和 Changhui Zhou 教授

主持。他们向参加者讲解

了案例方法的历史,案例

分析的过程,如何运用案

例讲课,以及编写商业案

例的过程。 

 
Dr. Anthony Goerzen 
(PhD 2001) 是加拿大

维多利亚大学的助理教

授。他编写了许多获奖的

案例。Dr. Zhou 
Changhui (PhD 2002) 

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的一位助理教授。  

五月在新加坡: 

李氏基金会对在南洋 

开设案例课程的支持 
 

Ivey 教授 Jim Ersk ine 
在南洋商学院主持了为期

一周的案例课程。新加坡

国立大学及新加坡管理大

学的教师参加了这一课

程。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编

写案例以及运用案例教

学。 

 

每年一度在加拿大伦敦市

举办的 Ivey 案例编写及

教学研讨会历年来已吸引

了八千多名来自 35 个国

家的参加者。 

 

七月在中国:  

年度 Ivey–清华 

案例研讨会 
 

2004 年的案例研讨会由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

办，将于七月 12 到 16

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

总共 85 家商学院的教师

将参加这一活动。  

 

Dr. Michael S ider 是
Ivey 讲授管理交流学的

助理教授。他曾为加拿大

人力资源部和伦敦市教育

局讲课。他曾为来自于中

国和墨西哥的听众开设过

多次课程。 

你是否知道… 
 

2004 年 6 月 13 日 

Ivey 上海联谊活动 
 

由 IAA 上海分部和 Ivey 
中国俱乐部主办,本次活

动收到了来自 Ivey 校友

会和 Ivey 上海代表处的

支持和赞助。 

 

时间: 11:15am – 15:00pm  

地点: 浦东上海证卷交易所  

 

2004 年 6 月 5 日  

扬帆出海… 

欢迎来自加拿大的 EMBA

同学来到香港  

 

2004 年 6 月 21 日 

高尔夫球锦标赛… 

一齐来参加在广州棕榈岛

高尔夫球村的活动  

 

2004 年 10 月 30 日 

年度晚宴… 
将提供更多信息 

 

2004 年 10 月 31 日 

毕业典礼… 

在香港会议和展览中心举

行 

 

如需有关以上和即将举行

的活动的资料,请联系

Ivey香港办公室的Santa 

Chan schan@ivey.com.hk  
- 或 -  

联系您当地的校友会或校

友大使
www.ivey.uwo.ca/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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