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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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Larry Wynant, Associate Dean � Asia, at the 
awards ceremony with organizers, judges, sponsors and 
other award recipients 
 
(Left) Paula DeLisle, Managing Consultant of Watson 
Wyatt Worldwide presenting top award to Larry Wynant,

案例编写比赛获奖案例编写比赛获奖案例编写比赛获奖案例编写比赛获奖    

 

IVEY已是连续第四年在亚太区案
例编写比赛中获得最高荣誉及其

他奖项。此次由香港管理专业发

展中心主办的年度竞赛共收到来

自全亚洲的38项作品。在2003年
2月21日举办的授奖仪式上，Ivey
获得了五个奖项中的二个。Larry 
Wynant 和Katrina Sham 出席了授
奖仪式。 

 

祝贺最高奖项获得者June Cotte教
授和John Haywood-Farmer教授! 

 
9B02A028 
WORLD EQUIPMENT 
(CHINA) LTD.:销售业绩困境销售业绩困境销售业绩困境销售业绩困境    

Cotte J；Yang A 
教案：8B02A28 
 

Worldwide Equipment Ltd.是世界
上最大的供暖，通风及空调设备

制造商之一。北京区域销售经理

刚刚听说他所在的办事处的销售

是该公司所有中国办事处中最差

的。北京销售办事处将无法拿到

年终奖金，除非该情形能迅速被

扭转。他必须确定此次销售业绩

不佳的原因是在于销售管理方面 

的问题还是在于他上司强烈推荐

的新聘销售代表，以及他该如何

避免此类情形再次发生。 

 

行业：机械(电子除外) 

主题：销售管理，销售组织， 

业绩考核，组织行为 

设定：中国，2001 

长度：19页 

 
9B01D001 
SPIN MASTER玩具公司玩具公司玩具公司玩具公司(A): 
寻找寻找寻找寻找E-CHARGER的制造商的制造商的制造商的制造商 
Haywood-Farmer JS；Mark K 
教案：8B01D01 
 

Spin Master 玩具公司是一家加拿
大玩具制造商，准备生产其最新

产品E-Charger，一种电动模型飞
机。该公司运营经理必须决定选

择哪家供应商来设计并制造这种

新产品。从设计到发货的时间非

常短，要求非常紧凑的开发时间

表。该公司选出的2家候选公司都位
于中国南方的主要玩具制造地，比

邻香港。该运营经理必须确定适

宜的决策标准并对这2家公司进行
评估。面对着相对有限的信息，

已经滞后的时间表，该公司必须

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

出决策。 

 

补充案例Spin Master 玩具公司(B):
一家新的E-Chargers 供应商？及 

Spin Master 玩具公司(C):展开 

E-Chargers 的翅膀讨论迎接 

E-Chargers 生产所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 

 

行业：其它制造业 

主题：供应商选择，供应商关系，

质量管理，项目管理 

设定：加拿大/中国，1999 

长度：14页 

 

 

 



 

 

来自顶尖商学院的来自顶尖商学院的来自顶尖商学院的来自顶尖商学院的

优秀人才优秀人才优秀人才优秀人才    
    

我们荣幸地代表IVEY向大家

推荐在这本简历集建档的一

批新近毕业生和在校生。 

 

 
 

这些优秀的个人正在寻求大

中国地区的全职或暑期职位

。他们有学识，有经验，有

良好的态度及技能，能迅速

为他们所工作的公司增加价

值。 

 

我们在亚洲居住或从商的校

友和商业领导者力促我们准

备了这本简历集以满足他们

对管理人员日渐增长的需求

，尤其在中国。我们相信你

们会发现这本简历集是一个

丰富的优秀人才库。 

 

如需索取简历集，请联系 

上海的Cynthia Gu 
电话:8621-63592278 
传真:8621-63759361 
电子邮件:cgu@ivey.uwo.ca         
或 

加拿大的Charlene Ge 
电话:1 519 661-3753 
电子邮件:cge@ivey.uwo.ca
或访问 

www.ivey.uwo.ca/recruit 

首届首届首届首届IVEY亚洲亚洲亚洲亚洲    

高尔夫球锦标赛高尔夫球锦标赛高尔夫球锦标赛高尔夫球锦标赛    
 

感谢赞助商，校友和朋友

们的大力支持，Ivey校友
会香港分会于2003年1月 

20日成功主办了首届Ivey
中国高尔夫球锦标赛。 

 

感谢Santa Fe香港的Rob 
Cormier 先生赞助了本届
比赛的最高奖项:4人次舢

板之旅，感谢棕榈岛高尔

夫度假村将其从本次比赛

收取的费用(green fee)港币
10,000捐献给了“Joseph 
DiStefano 奖学金”。 

 

有关日本海外投资有关日本海外投资有关日本海外投资有关日本海外投资

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    
 

Ivey的Paul Beamish 教授和
他的同事们在1994年开始
使用以日本为基地的Toya  
Keizai (TK) 数据库来对日本
的海外直接投资(JFDI)进行
多方位的研究。他们1997
年出版的《全球经济中的日

本跨国公司》一书提出了许

多可寻得解决方案的与日本

公司海外机构有关的问题。

他们2001年出版的《新全
球经济中的日本分支机构》

一书勾画了一幅有关日本公

司全球战略的完整图画。 

 

2003年2月，Ivey达到了一
个里程碑，就该主题共出版

了50篇期刊文章，图书章节
或书籍。 

 

Ivey 管研究的副院长Paul 
Beamish说“Ivey 正由于它
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

研究而日渐受到关注”。 

 

国际商业研究期刊，管理学

院期刊，行政科学季刊及战

略管理期刊等一些学术出版

物上刊登了在世界上6个国
家的13个大学中工作的Ivey 
教员，博士毕业生及博士候

选人发表的有关日本海外直

接投资(JFDI)研究的文章。 

 

如果需要Ivey 教员，博士毕
业生及博士候选人使用Toyo 
Keizai数据库中数据发表的
有关日本海外直接投资    

(JFDI) 研究的出版物的完整
书目及作者联系方式，请访

问: 
www.ivey.uwo.ca/ami/R&P/
JFDI.htm 

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    

 

• 200多个Ivey案例已有中文
版（中文简体字），请发电
子邮件至cases@ivey.uwo.ca 
索取一份免费试用份或访问
www.ivey.uwo.ca/cases 
 

• 针对香港EMBA项目的信息

研讨会 

 

3月8日  香港 

3月13日 香港 

3月18日  深圳 

3月20日  广州 

4月3日  香港 

 

欲知详情或报名参加研讨会

，请联系香港的 
Amelia Chan 
电话:852 2135-2299 
电子邮件: 
amelia_chan@ivey.com.hk 
 

• Ivey/Asia高兴地推出新发
行的有关EMBA项目和高级
经理发展项目的推广录像带

。录像带是由Production 
Planner Limited 制作的 
(www.prod-planner.com) 

The winning team: Jeff Chan, Y.Y. Lee, Elizabeth Thomson, Miles Au Yeung, 
with coordinator Chris Young (far left) and sponsor Rob Cormier (far right). 

http://www.ivey.uwo.ca/cases
http://www.ivey.uwo.ca/ami/R&P/JFDI.htm
http://www.ivey.uwo.ca/recruit
http://www.prod-plan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