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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y 高级经理培训课程 

在大中国区排名第一 
 

《金融时报》在其一年一度的全球

高级经理培训课程调查评比中,将

Ivey 评为大中国区的第一名。Ivey

的课程在师资多元化,国际合作,教

学材料等很多方面胜出,排名比几家

著名的美国商学院都靠前。 

 

想在亚太地区亲身体会世界一流的

学习进修机会,请加入我们不断增长

的高级经理培训客户名单:国泰航空,

汇丰银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IBM, 

Mattel,电讯盈科(PCCW), Reebok,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Sun Life）…系我们请电邮至: 

executives@ivey.com.hk 

祝贺 NUS 全球商业挑战

竞赛夺冠 
 

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全球商

业挑战竞赛中,由 MBA 学生

Ashwatraj Yennagudde, Smita 

Yadav, Saurav Singhal,以及 

Manojkumar Karia 组成的 Ivey 大

师团队（“Ivey Gurus”）战胜来

自１８个国家代表６１所商学院的

323 个参赛团队,夺得冠军。祥见: 
www2.bschool.nus.edu.sg/cerebration 

 

Ivey 团队接受了由新加坡财政及外

交部长林双吉颁发的奖杯,证书和头

等奖金 ($15,000 SGD)。在参赛的

五个加拿大团队中,Rotman 是除

Ivey 外唯一进入决赛八强的加拿大

商学院。 

 

此次活动是一项商业计划书竞赛。

每一个参赛团队面对一个新加坡案

例。案例涉及新加坡公司欲向海外,

特别是参赛队的祖国拓展。 

2004 亚太区案例写作竞赛 
 

由 Michael Pearce, Kathleen 

Slaughter 教授,以及 Elizabeth  

O'Neil 撰写的案例比萨公众有限公
司 −泰国（Pizza Public Company 
Limited ）在 2004 案例写作竞赛中

拔头筹。 

 

这项每年一度的案例写作竞赛由香

港管理专业发展中心协办。赞助商

包括美国总商会慈善基金,美国西北

航空公司,及 Lark International。 

 

入选的案例由来自商界和学术界的

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委会进行审评。

评比指标包括可读性,清晰度,结构

安排, 以及材料的相关性等。  

西北航空香港区总经理 Mr. Gilbert Chow 和 

Ivey 副校长(亚洲) Kathleen Slaughter。 

中国政府奖励优秀博士生 

(从左至右) Colleen Neufeld, Dr. Derrick 

Neufeld, Xiaoling Chen, Yulin Fang, 

Jiafang Yin 

 

4 月 22 日, Ivey 信息系统管理博士

候选人方玉林（音译）在中国驻多伦

多总领事馆接受总领事陈小玲（音

译）颁发的 2004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

生奖学金。 

 

Ivey 教授 Derrick Neufeld 应邀在

颁奖仪式上致词,介绍了 Ivey 对于

亚洲研究和教育的重视。 

 

由中国教育部设立的这项奖学金旨在

支持在海外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奖学

金面向 40 岁以下,在学业的第二年或

以上的中国籍学生。考核标准包括学

业成绩,研究成果,所学项目以及个人

品德。方在 1300 个申请人竞争中脱

颖而出,使 Ivey 成为北美商学院中唯

一有学生获奖的学校。 

  



 

 

获胜的上海外贸学院团队 (Jiawei 
Lu, Yidi Shen, Yunqi Tao, Menyao 
Zhu)  同 2005 上海“毅伟杯”中国

案例竞赛评委合影。 

Ivey 商业期刊 

(IBJ) 聚焦中国 
 

70 多年来,Ivey 商业期刊

(IBJ)一直在为读者提供精确, 

实用的管理文章。毫无例外

的, 2005 年的五/六月号又

为无论身处何地的经理人员

提供了一个有关在中国经商

的全面,可信的参考资料。. 

 

请分享由前加拿大驻中国大

使 Joseph Caron 先生在他

的文章中提供的最丰富而平

衡的看法: 在中国经商的学
问:一个外交官的反思。 

 

阅读这篇及其它更多文章 

请到
www.iveybusinessjournal.com 

怎样在新新中国获得成功 

中国企业集团的关键角色 

中国职业经理人及其商业伦
理 

APFC –  
加拿大在亚洲系列 
 

三月,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APFC)发表了一篇委托撰写

的论文“日本在加直接投资

特征变化”。该论文由

Anthony Goerzen (2001 届

博士)和 Ivey 教授 Paul 

Beamish 撰写,强调了日本

对加拿大经济健康的重要

性。请到以下网址下载此

文。 
www.asiapacificresearch.ca  

上海办事处  

− 就业管理部 

 

在 2003 年 6 月号,我们的

个人档案专栏介绍了顾心

一,Ivey 上海办事处代表。

上海办事处的成立旨在与在

华企业机构建立良好关系,

为我们的毕业生在中国大陆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从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本

校已同 100 多家企业机构建

立了联系。这些企业机构向

Ivey 发布了 400 多个职位, 

录用了 70 多名 Ivey 毕业

生。用人机构从当地企业 

到跨国公司,代表了 20 多个

行业。 

毅伟杯 
 

我们向在首届“毅伟杯”中

国案例竞赛中获胜的上海外

贸学院表示祝贺。获胜团队

不仅捧走了“毅伟杯”,还享

受了香港之行大奖。在香港,

他们同来自 IVEY 的 MBA 学

生一起在 IVEY 香港分校上

课。

聚焦中国的 

IVEY 案例 
 

IVEY 以中国（大陆）为焦点

的大量案例汇编可以分成以

下五类: 

 

• 中国公司(包括国营企业) 

(79 篇) 

• 在中国的加拿大企业 

(19 篇) 

•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37 篇) 

• 在中国的非北美企业  

(18 篇) 

• 中国的合资企业 

(31 篇) 

 

这些建立在采访基础上,以

决策为导向的商业案例为迅

速发展的中国案例市场提供

了一个丰富的教学资料来

源。市场日益需要那些从中

国（而不是西方的）视角看

待商业问题的案例。 

 

请点击以下链接下载上述五

套案例的概要。
www.ivey.uwo.ca/cases 

案例选介  

 

9B04M054 
TAKAHIKO NARAKI, 
三百万日元企业家 

Morse E; Inch J 
教案: 8B04M54  

 

Takahiko Naraki 是一个年

轻的日本企业家。他正想方

设法使其以网络为基础的商

业模型在极富挑战性的东京

商业圈获得成功。他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是: 必须决定是

否和怎样扩展他的生意。除

了一般性地探讨企业家的工

作-生活平衡问题,以及这位

日本企业家的特殊情况,这一

案例还介绍了日本创业环境

的各个方面,包括关系的重要,

规范创业活动的商业法,社会

对创业精神的看法,以及日本

面对小企业的资本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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