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004; Number 1, Volume 8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siaLink courtesy of Mr. Don Xu (MB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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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会计学院为财政部

举办了财务案例研讨班  

 
为适应中国教育和培训领域对案

例教学的需要,同时为即将开始的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的案例教学提

供师资准备,在位于中国北京的国

家会计学院的邀请下,毅伟商学院

( Ivey)教授里克 ▪罗伯森(Dr. 
Rick Robertson)在八月份主持

了为期三天的“案例方法高级研

讨班”。 

 

此次研讨班得到了财政部领导的

高度重视,财政部人教司巡视员苏

金秀亲自出席研讨班。来自会计

口八部门财政部会计司、中注

协、中国财经出版社、经济科学

出版社、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三

所国家会计学院和具有会计专业

硕士(MPAcc)授予资格的高等院

校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为期

三天的讨论。 

 

在这三天的讨论中,罗伯森教授对

“为什么以及如何运用案例方

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本次的

研讨会成功的向参与者展示了案

例可以作为在会计和财务领域教

学培训的一项有效的工具。 

新书出版 
国际商务:亚太视角 
 

 
 

此书的作者是 Andrew Del ios
和 Paul Beamish。本书以一种

独特的观点对国际商务进行了讨

论, 括在亚太地区公司国际化的

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及对跨国公司

的管理。  
 
本书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对大量亚

洲公司实例的研究,对其决策过程

的环境进行了研究。本书的内容

包括了对国际商务环境的文化,政

治及经济因素的衡量及分析;国际

化策略的形成,包括进入方式的选 

择和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和商务集

团的潜在竞争性的分析;以及道德

伦理方面的管理。 

 

本书的目的在于: 

•  从亚太视角去理解国际商务 

•  了解环境因素对商业惯例和

商业成功的影响 

•  理解国际商务决策的类型以

及分析方法 

 

我们同时提供中\英文版的教师资

源手册配套幻灯片(只提供给学校

教员)。 

 
版权信息: 

Copyright 2004, 582 pp. 
Singapore, Prentice Hall/Pearson 
Education South Asia Pte Ltd 
23/25 First Lok Yang Road, 
Jurong 
Singapore 629733 
www.pearsoned-asia.com  
ISBN 013-127-533-X 

会计学博士里克 罗伯

森(Rick Robertson)

与陈院长探讨和与研

讨班参与者交流。 



 

 

新的新加坡案例编

写者:Nigel Goodwin 
 

Nigel Goodwin 正在面

临他新的挑战–他来到新

加坡,成为新一批的毅

伟-南洋( Ivey-Nanyang)
案例作者。他一直对于商

业策略有着相当的投入,

也希望成为一名教授。他

将与 Ivey 以及南洋商学

院的教授们合作,开发出

高质量的案例。 

 

Nigel 是 Haskayne 商

学院 2001 年的优秀毕业

生。他在 Guest-Tek,一
家飞速发展的卡尔加里公

司,工作了一年,工作内

容是战略规划。然后他加

入了 Monitor 咨询公司,

在该公司的多伦多和约翰

内斯堡办公室工作过。他

总是努力使自己的工作更

加出色,不管他的任务是

商业银行的市场策略,或

是南非矿山的现场运营分

析。 

 

Nigel 后来成为了位于纽

约市的联合国发展署的咨

询顾问。他的工作是为不

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

商业模式。 

 

他此时仍沉浸在新的工作

带来的兴奋中。上个月,

他来到新加坡, 的工作

是基于南洋商学院的亚洲

案例中心。他欢迎有关案

例的建议,请联系
goodwin@ntu.edu.sg 

EMBA 学员 

–东西方的交汇 
 

Ivey 商学院的院长 Carol 
Stephenson 和副院长

Larry Wynant 向来自香

港和北美的一百多名

EMBA 学生表示欢迎。他

们将在安大略省伦敦市的

Spencer 会议中心度过一

段集中教学的时间,作为

他们第二年学习的开始。 

 

这为我们来自亚洲和北美

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建立长

期联系网的机会。 

 

学员们每天要分析案例直

到深夜,第二天又要早起

参加案例讨论。他们分享

各自的工作,交流对于国

际商务的看法。Michael 
Pearce,北美 EMBA 课程

的主任,还为他们举办了

招待会。 

 

我们的案例 
 

Thunderbird 案例系列

现在可以从 Ivey 出版社

订购。Thunderbird,美
国著名的 Garvin 国际商

学院,为这系列提供了 180

多个案例。并且每年更新

大约 25 个案例。这些案

例覆盖了广泛的内容,主

要方向是国际业务。每个

案例同时提供教案。

Thunderbird 的案例系列

是对 Ivey 目前包括九个

领域近两千份案例的良好

补充。 

 

在此下载 Thunderbird
亚太案例系列的摘要: 
www. ivey .uwo.ca/ami /AP_
Cases/APCases_Main .htm 

 

北京大学 和 Ivey 的合

作。在中国北京大学的管

理案例中心和 Ivey 在案

例的开发和分销上进行了

合作。中国的学术界希望

能编写高质量的案例,同

时世界的其它地方也希望

有更多的关于中国企业的

案例。本项合作应运而

生。 

9B04M033 
JINJIAN 服装厂: 
对慢手工人的激励   
Huang T ; Liang J ; 
Beamish PW 
Teach ing Note :8B04M33  

 

Jinj ian 服装厂是一家位

于深圳的大型服装厂,在

香港和海外有着分销渠

道。尽管深圳已经成为世

界服装制造业的一个中心,

该行业的经理们还是对于

如何掌握员工的工作进度,

如何激励员工,以及如何

在满足季节性高峰期的生

产需求和保留熟练工人之

间平衡感到困惑。该公司

的业主和主管必需明白工

人明显放慢工作速度的原

因,计件制的优缺点,以及

可以采用的激励员工的有

效方案。 

行业: 服装和其它制成品 

主题: 生产效率,员工管

理,创业,雇员态度 

环境: 中国,小企业,1999

长度: 8 页 

 
请访问
www.ivey.uwo.ca/cases 
 

你是否知道… 
 

♦   2004 年十月 31 日在

香港举行 2004 届的毕业

典礼和庆祝仪式 

 

♦   2004 年 11 月 6 日香

港校友的年度晚餐集会 

 

请联系 Santa Chan 
schan@ivey.com.hk  
 

♦   我们在亚洲极受欢迎

的管理培训课程 Ivey 集

团高管课程 ( ICE) 和 快

速管理培训课程 (AMT),

将于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开

始。如需详情,请联系
Miranda Wong  
mwong@ivey.com.hk 
 

♦   Ivey 的学生,家属和

朋友共 90 多人参加了

“百万步慈善行”的活

动。此次活动为在中国支

持基础教育的苗圃行動机

构(Sowers Action)募
集了 84,000 港币。此款

项将被用于在中国云南省

建立一所学校。 

牛仔和舞狮

子在主任的

晚会上为

EMBA2005
同学带来好

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