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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湾台湾台湾�变化中的变化中的变化中的变化中的 
管理教育管理教育管理教育管理教育  
亚洲管理研究中心的总监包銘心

教授(Paul Beamish)，于九月十七
日在台北主持了新书的首发式，

来自学术界，公司高层管理人

员，已及新闻界的朋友参加了此

一仪式。此次新书的发行仪式是

由台湾国立大学和出版公司共同

主办，Ivey 出版的十卷中文繁体
案例集中，有四卷是在这个场合

被介绍给当地的读者。 

在他的发言中，Beamish 教授强
调了案例教学的优点和挑战之

处。对案例教学并不熟悉的台湾

学术界由此对这种教学方式有了

第一手的认识，了解了教学过程

中的诸多关键所在。同时他还对

如何针对授课的内容来选择案例

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此次出版的

每本案例都有相关的教学方案。 

“毅伟管理学院(Ivey)和国立台湾
大学一起投入了两年多的艰苦努

力，我们终于看到了今天的成

果。”Beamish 教授说。“我们此
次展示的案例集是专门针对亚洲

的商务领域而设计的。我们很高

兴的看到台湾以及亚洲的商学院

的师生们可以利用这些案例

集。”   

亚洲校友会香港的重聚亚洲校友会香港的重聚亚洲校友会香港的重聚亚洲校友会香港的重聚

及香港分校的毕业典礼及香港分校的毕业典礼及香港分校的毕业典礼及香港分校的毕业典礼  
对于香港分校 EMBA课程的 29名

新毕业生来说，九月十五日这个

日子标志着 22 个月的辛勤劳动终

于开花结果。他们完成了大量的

学习和学术工作，在工作，学

习，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之间艰难

的试图分配时间。西安大略大學

(UWO)的教务长和主管学术的副校
长 Dr. Greg Moran，Ivey的副院长
Paul Beamish 和 Larry Wynant 共
同主持了毕业典礼。 

Ivey 69 届的毕业生 Shody Chow 

获得了 Ivey 杰出服务奖。在他的
致词中，他希望毕业生记得，挑

战和机会就象硬币的两面，永远

同时存在。“你在这里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可以帮助你翻转那硬

币，发现激动人心的东西。”   

让我们一起祝贺这一届的新毕业

生，欢迎他们加入 Ivey 全球
16,000名校友的行列。 

我们同时也祝贺 HBA 81 届的毕业
生 David Sun。 他在亚洲校友重

聚的晚宴上获得了 Ivey 校友奖，
这是由于他在 1998 到 2001 年间

担任香港校友会的主席时对校友

活动作出的杰出贡献。现任的主

席是 MBA 2000 届的校友 Joe 
Attrux。 

Michael Tien，BBS，JP，是 KCRC 
& The G2000 Group 的主席。他
在晚宴上就亚洲的零售业的趋势

发表了意见。晚宴后举行了拍卖

和品酒活动。 

出版發行出版發行出版發行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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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欢迎首位新加坡欢迎首位新加坡欢迎首位新加坡欢迎首位 
Ivey�Nanyang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位于南洋技术大学的亚洲商

业案例中心 (AsiaCase.com)
迎来了 Ivey 名誉退休教授 

David Shaw 博士。他在此

作为首位 Ivey-Nanyang 访
问教授。这是 Lee 基金会赞
助的 Ivey-Nanyang 商学院
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Shaw 教授将在南洋商学院
负责两门课的教学：管理创

业期的组织，和财务特别论

题（创造价值）。他也会参

与促进案例教学的研讨会和

学术研究工作。南洋商学院

正在从事教学方式的改革，

案例教学将会是一大重点。  

国际商务学会奖项国际商务学会奖项国际商务学会奖项国际商务学会奖项 

每一年，国际商务学会的基

金会和 Eldridge Haynes 纪念
信托都会将 Haynes 奖授予
当年的最佳论文。今年，

Ivey 的两名博士生获得了
2002 年的奖项。Shigefumi 
Makino 和 Andrew Delios 以
他们的论文：“捆绑式的外

国市场的进入:1980-1998 年

间的日本公司的竞争和模仿 
Bunched foreign market 
entry: Competition and 
imitation among Japanese 
firms, 1980-1998”获奖。 

Paul Beamish 和 Ivey 校友 

John Adamson 以他们的
案例：时代华纳和 ORC 专
利  Time Warner and the 
ORC Patents ， 在 AIB-
CIBER案例竞赛中领先。 

国际商务学会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是在
国际商务领域的领先组织，

在 65 个国家有近三千名会

员。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04 届的届的届的届的
EMBA  

让我们热烈欢迎香港 EMBA

课程的 46 名新生。这个多

样化的集体由来自 12 个国

家的学生组成：德国，丹

麦，瑞士，马来西亚等，平

均有 13年的职业经验。  

如须关于香港 EMBA课程的

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Amelia Chan 

achan@ivey.com.hk 或到访  
www.ivey.com.hk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在名古屋的在名古屋的在名古屋的在名古屋的

案例研讨会案例研讨会案例研讨会案例研讨会 

名古屋商业及工商管理大学

的教授们在这里见到了案例

教学和写作一书的三名作者

中的两人。 

Michel Leenders 教 授 和 

Louise Mauffette-Leenders组
织的为期 4 天的研讨会是很

多日本教授们第一次接触到

案例管理教学。一些教授们

正在将 Ivey的案例翻译成日
文，以期可以用在他们的教

学过程中。 

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发展我们的案例        

Ivey 2002年的案例目录可以
免 费 从 这 里 获 得 : 
www.ivey.uwo.ca/cases  

 

9B02M012 

花旗集团在后花旗集团在后花旗集团在后花旗集团在后WTO时代时代时代时代
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 
Conklin DW 
教案: 8B02M12  

花旗公司在 1998年和旅行者

集团合并，成为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现在要决定它在发

展中的中国市场的各项业务

的前景。花旗集团在相对不

发达地区的业务一向很成

功，在中国也发展了一定的

优势，可能为其将来的成功

奠定基础。但是，这些是否

应该被推广到花旗集团其它

各项在华业务？这个问题有

待回答。 

行业:  银行业   

主题:  商业政策，金融机构，
国际商务，全球化。   

背景:  中国，大机构，2001   

长度:  23 页   

 

9B02A013 

GINO SA:分销渠道的管理分销渠道的管理分销渠道的管理分销渠道的管理 
Deutscher TH ; Young A 
教案: 8B02A13 

Gino SA 是一家燃烧器的
制造商，通过与分销商达成

的派它性协议销售其产品。

其结果是，三家分销商在与

Gino SA的谈判中占有很优
势的地位。一家客户是主要

的锅炉生产商。它目前是通

过其中一家分销商购货。该

客户正在联系 Gino SA, 试
图获得 OEM待遇(通过直接
从制造商购货，获得进一步

的折扣，但要承诺一定的购

买数量)。为了决定是否争
取公司的第一个 OEM 客

户，市场经理必须考虑他的

决定对分销商，对竞争者，

以及对公司管理层的影响。 

行业:  复杂金属制品    

主题:  分销，市场渠道，新兴

市场，营销策略。 

背景:  中国，中型机构，2000   

长度:  17 页   

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你是否知道��....    

♦   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在
北京和香港的 UWO/Ivey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
和朋友们和朋友们和朋友们和朋友们都会举行开心时刻聚

会。。。。如须进一步的信息，请联

系 Katrina Sham 

ksham@ivey.com.hk  

♦   为了纪念 Ivey 商业月刊的
70 周年， Ivey 发行了 Ivey 
Business Journal On-Line 商商商商
业月刊在线的业月刊在线的业月刊在线的业月刊在线的首期。“在中国

做生意:谨慎从事”是主题文章

中的一篇。在国外做生意的创

业者发现，法律的执行不是很

一致的。 

♦   Paul Beamish 被邀请去台
湾国科会主持两个研讨会。他

的主题是: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

评估-Ivey 经验，及 I.B.研究– 

从数据收集到出版。参加研讨

会的教授们和博士生对此反响

积极。  

我们特别感谢 

Production Planner Limited 

 (PPL)公司，他为香港 EMBA的 

毕业典礼和校友重聚 

提供了 视频覆盖。 

 (www.prod-planner.com) 

http://www.ivey.uwo.ca/cases
http://www.ivey.com.hk
http://www.prod-planner.com
http://www.iveybusinessjourn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