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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出全球导师项目，践行其推动全球

卓越商业和管理教育使命

托尼 •金特博士谈如何甄选优秀学生

如需了解 GMAT 考试与 GMAT 产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gmac.com/efmd

©2011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版权所有。GMAT 标识、GMAC©、GMAT© 以及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都是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注册商标。

托尼 •金特 (Tony Kinder) 博士，爱丁堡大学商学院 MBA 课程主任

“基于 400 多年的教学传统，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在领导力、创新以及最佳实践等领域

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顶尖商学院。事实上，这些领域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核心原则。

展望未来，我们的 MBA 课程将通过开展最前沿的研究与最睿智的讨论，探讨未来商业

关键挑战。

在注重培养学生个体及其潜力的同时，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尤其强调合作与团队精神，

这也反映了今天全球企业的需求。我们的 MBA 课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毕业生

得到了世界各地企业的普遍认同和赞誉，他们正在成为全球商业最重要的力量。

确保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 GMAT 考试已经成为我们招生流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申请人来自全球各个地区，GMAT 考试提供了有效的甄选

工具，帮助我们了解每个申请人的能力。”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培养未来商业领袖，GMAT 考试帮助我们挑选最合适的学生。

托尼 •金特 (Tony Kinder) 博士，爱丁堡大学商学院 MBA 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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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盘点现在、展望未来：员工绩效》，经济学人智囊团报告，2008 年

参与课程的教授将获赠《项目管理协会基础标准》和 

《项目经理指南》，总计价值 227美元。

登录 www.PMI.org/SmartGlobalFocus下载项目管理协会智慧启动课

程工具包，指导您如何启动项目管理学习。

这是帮助您的学生获得知识、证书和人脉资源的绝佳机会，

从而确保其未来就业和职业前程。作为项目管理模块一部分，

项目管理协会的注册项目管理师证书 (CAMP) 和会员资格将

为您的学生带来无数利益。

经济学人智囊团 (EIU) 的全球

调研表明，许多高层管理者

认为项目管理是“现在和未

来成功唯一最重要的技能”。1

让您的学生获得
独特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全球项目管理证书与项目

管理协会 (PMI) 会员的力量

项 目 管 理 协 会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最佳学习案例

案例教学研讨会

安全学习之地

无论您是案例教学的老师，还是案例作者或学生，我们的每一次

案例教学研讨会都将极大地提高您的技能与快乐。

公开课程

公开研讨会包括两方面内容：案例写作与教学的一般技能，以及与短期培

训与本科教学相关的特定内容。研讨会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定期举办。

定制培训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在您所在城市或地区举办定制化的案例教学研讨会。

这些按需定制的活动将与您所在的组织进行紧密合作，确保您的学习目标、

时间安排和预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对于学生

案例教学的成功取决于学生是否能很好地理解案例。我们的研讨会从如何

阅读案例、分析案例，如何参与案例讨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着手，帮助

学生获得最大收获。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ecch.com/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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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印度圣雄默罕默德·甘地 (Mahatma Ghandi) 曾经这样说过，“一个国家的
伟大，在于她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本期《全球聚焦》刊登了克里斯·
格林斯坦德 (Chris Greensted) 的文章，从中我们了解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推出了一项重要举措 ——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该项目旨在鼓励发
达国家商学院为欠发达地区的同行提供指导和帮助。

社会责任一直是我们着重探讨的话题。巴塞罗那 ESADE 商学院院长埃尔
冯·索盖特 (Alfons Sauquet) 指出，商学院在扮演其社会角色时，责任和
机会并存（详见第 22 页）。

设计和实施高质量的短期培训课程永远是一个挑战。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推出的 CLIP 项目能帮助企业组织通过有序的方式解决其学习需求。安德
鲁·罗奇 (Andrew Rutsch) 在本期第 42 页描述了西门子是如何通过学习和
培训项目实施公司转型的，而格特－简恩·范·维克 (Gert-Jan van Wijk)
和杰米·安德森 (Jamie Anderson) 则探讨了另一种正在出现的商学院短期
培训模式（详见本期第 12 页）。

管理和领导一家大型企业的变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商学院何尝不是
如此？乔治·叶 (George Yip) 为我们带来了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 (RSM 
Erasmus) 实施变革的内幕故事（详见本期第 46 页），其中有许多发人深
思的启示。在管理组织变革时，乌尔里奇·赫梅尔 (Ulrich Hommel)、
罗杰·金 (Roger King) 和安娜·帕斯特娃 (Anna Pastwa) 告诫我们合理的
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详见本期第 25 页）。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 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少数几个终身会员之一。他总能为我们带来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在本期
中他将探讨欧洲管理教育的特质（详见第 17 页）。

变革的步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猛，这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却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在出现的出版和教育技术变化将改变全球教育和出版
的规则。GSE 研究中心的约翰·彼得斯 (John Peters) 预言，这一场出版
革命将诞生一些“另类英雄”（详见本期第 30 页）。而林·斯夸尔雷斯
(Lin Squires) 则告诫我们，忽视公开教育是危险的（详见本期第 54 页）。

本期还刊登了两篇从不同视角探讨商学院如何整合的文章。巴贝克·亚兹
达尼 (Baback Yazdani) 是英国诺丁汉商学院的院长，他区分了两类截然不
同的商学院：一类完全以研究为中心，另一类完全以教学为中心。来自英
国克兰菲尔德商学院的斯蒂芬妮·哈索斯 (Stephanie Hussels) 则认为，案
例教学是商学院兼顾教学和研究的最有效方法（详见本期第 50 页）。

罗伯特·鲁宾 (Robert S Rubin)、埃里克·迪尔道夫 (Eric C Dierdorff) 和
弗雷德里克·莫格森 (Fredrick P Morgeson) 在本期第 38 页针对一些商学
院过于热衷媒体排名这一现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最后，来自美国宾利大
学的威廉·格里博斯 (William M Gribbons) 指出，了解人与技术如何互动
是所有管理者都应该重视的课题，而这一课题研究应该是商学院而不是工
程学或心理学的范畴。

我们热忱欢迎各位读者对 

《全球聚焦》提出宝贵意见，

并就未来希望探讨的话题提

出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

意见和想法转发给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的麦修·伍德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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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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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新闻与活动速览

三句话不离本行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庆祝 40 周岁华诞 
—— 生日快乐！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是由欧洲管理培训中心联合会 (EAMTC) 和国际大学联络处

(IUC) 合并而成。2012 年，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将迎来成立 40 周年华诞。为了纪念这一

历史时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计划将这一庆祝主题贯穿于全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类

活动。成立之初，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就将“推动和促进欧洲和世界卓越管理教育”作

为自己的使命。在众多成员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数十

年来始终坚持这一使命，对管理教育大家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出现电子邮件、Twitter、Facebook 甚至传真机前，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就组织各类活

动，邀请学术精英和企业高管脑力激荡，分享、探讨商业和管理教育面临的挑战。在过

去四十年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共组织了 1000 多场国际研讨会、400 多次同行评审，

出版了数百篇专业论文和文章，并且邀请了 80 多个国家的 10 万多名专业人士参加各类

活动。在众多成员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机构。

在此我们谨代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科尼威尔 (Eric 

Cornuel) 以及全体理事，向所有人包括成员组织、商学院、企业、员工以及理事致以最

衷心的感谢。正是由于你们的鼎力相助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才得以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网络。在过去四十年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我们的全球网络经历了许多重大

挑战，而今天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其中最严峻的。然而，我们的网络依然牢固。在大家的

支持下，欧洲管理管理基金会将继续领导和推动全球的商业和管理教育。

麦修厄斯·福肯

斯坦恩加盟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

担任商学院服务

部主任

麦修厄斯·福肯斯坦恩

(Mathias Falkenstein) 最近

加盟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担任商学院服务部主任一

职。此前，他是巴黎－里尔

IESEG 管理学院国际关系部

主任。

麦修厄斯拥有 15 年高等教育

工作经验，对国际商业教育

以及全球商学院独特需求有

着深刻的理解。他在商学院

拥有强大的人脉，对战略规

划和日常管理驾轻就熟。麦

修厄斯拥有丰富的国际工作

经验，先后在亚洲、北美和

欧洲工作过，对跨文化差异

以及跨文化沟通技能有着独

到的认识。 

麦修厄斯·福肯斯坦恩的联

系方式是： 

mathias.falkenstein@efmd.org

生日快乐！恭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辉煌 40 年！

1000
在过去四十年里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举办了超过 1000 场

次的国际研讨会…

400
…组织了 400 多次

同行评审 

100k
…邀请了 10 万多

名专业人士参加各

类活动 

80
…他们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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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颁发的认证是评定商学院 

实际质量的最佳也是最完整的方式
朱利奥·厄盖尔 (Julio Urgel) 教授，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部主任

危机推迟了？
莱曼兄弟的倒闭以及随 
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催生 
了一系列有关 MBA 的负面故事。商学院屏住呼吸，默默 
等待对招生的影响。然而这一切从来没有到来。与前几 
次经济衰退如出一辙，商学院的招生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但是许多商学院都开始感受到 2012 年的招生市场在不断 
紧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CarringtonCrisp 公司在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的协助下推出了第三份年度研究报告《明日 MBA》，
对潜在学生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选择非全日制和远程学习课程的人数继续呈增长态势。只

有北美地区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两年制课程。不到 30% 的

人准备考虑专业硕士课程作为 MBA 的备选。

在谈到 MBA 学习体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考虑技能而

不是金钱。虽然就业结果好于预期，但是学生在毕业时更

加看重技能发展的机会而不单纯是工资收入。在日益严峻

的就业市场，学生寻求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

就业前景虽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学术力量仍然

是学生选择学校最重要的标准。投资回报率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学生不仅仅考虑学费的高低，而且也考虑最终的结果。

因此，他们十分看重学校的职业发展服务是否专业。

在 30 个选项中，商业伦理仍然位于最不重要的 5 个选项中。

有一个学生评论说，“工作市场没有伦理学家的位子，然而

承担社会责任的经理人却大有市场。”这里传递了一个很明

确的信息：商业伦理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教学，而应

该融入整个教学过程中。

网络仍然是潜在学生考虑学校和录取通知的最主要媒介，

与一年前相比，使用 LindedIn 的人数大幅上升。然后，潜

在学生对商学院以及其 MBA 的直接印象来自他们遇见的教

授、员工、学生或者校友。

《明日 MBA》报告的摘要部分已于近日公开发表，您可以

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下载。下一轮调研将在

2012 年 10 月启动。

我们的网址是： 
www.efmd.org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向三所商学院授予 

EQUIS 认证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恭贺以下三所商学院新近获得欧洲质
量发展认证体系 (EQUIS) 认证：

新西兰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Faculty of Commerce & Administration)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Lee Kong Chian School of Business)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Management School)

目前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的 133 所商学院获得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的 EQUIS 认证。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部主任朱利奥·厄盖尔教授

说，“我们热忱欢迎以上三所国际商学院加入 EQUIS 认证

大家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颁发的认证是评定商学院实

际质量的最佳也是最完整的方式。获得 EQUIS 认证是对他

们不断追求卓越的最大肯定。”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院长霍华德·托马斯评论说，

“获得认证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反复的自我评估，而这一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严格的评估和评审的过程。能成为亚洲少数

几个通过 5 年认证的商学院，表明我们的本科教育和硕士

课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质量，同时也反映了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对我们的信心。”

“能获得 EQUIS 认证是我们的荣幸”，曾担任新西兰威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现担任商学院院长的鲍勃·巴克尔

(Bob Buckle) 教授说。“它反映了了我们的课程质量和相关

性，反映了我们对持续质量改进的不懈追求。”

“很高兴我所在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获得了 EQUIS
认证。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反映了我的同

事长期以来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使我们管理学院达到

了认证本身所反映的国际水准，”院长凯思·格赖斯特

(Keith Glaister) 博士说。

有关 EQUIS 认证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efmd.org/equis

EFMD

三句话不离本行

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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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国际商学院 
院长课程
> 
深刻了解商学院和管理学

院院长的多重角色

> 
探讨现实世界复杂问 

题 —— 收入流与资金来 

源模式、治理结构、 

学员与校友体验、声誉／

品牌建设、师资建设、 

国际化、全球化、技术、

市场、定位

> 
参观各类商学院和管理学

院，拓展网络和人脉，与

同行分享经验，重新思考

战略

形式：

圆桌讨论、课堂学习、互动活动，与学员和主办机构共
同设计

3 月 27-28 日
巴黎 — Dauphine 大学 
里尔 — 巴黎 IESEG 管理学院

6 月 6-8 日
麦吉尔大学 Desaultels 管理学院；HEC，蒙特利尔；协和
大学 John Molson 商学院；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与加拿
大商学院院长联合会合作举办

9 月 10-11 日
BI 挪威商学院，奥斯陆

> 
3 月 27-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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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国际商学院院

长课程不仅为我提供了

结识全球商学院同行的

机会，而且也拓展了我

个人的体验，加强了我

与世界各地管理教育界

的联系。”

克里斯·厄雷 (Chris Earley) 教授，院长

普渡大学 Krannert 管理学院

前康涅狄格大学商学院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院长、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首席教授、印第安那大

学 Kelley 商学院全球领导力首席教授

费用：
2012 年 2 月前注册报名，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及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BS) 会员享受
4250 欧元的优惠价，非会员享受 4750 欧元优
惠价。

优惠截止日后注册报名，会员价格为 4500 欧
元，非会员价格为 5000 欧元。

联系方式：
jdavies@the-abs.org.uk  或者 virginie.heredia-rosa@
efmd.org

注册：
www.efmd.org/business-schools/idp

60
各期学员超过 60 位商
学院院长，他们分别来
自下列国家：

比利时、巴西、加拿大、
智利、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冰
岛、拉脱维亚、黎巴嫩、
立陶宛、新西兰、葡萄
牙、南非、西班牙、瑞
士、荷兰、土耳其、英
国、乌克兰、美国

> 
6 月 6-8 日

> 
9 月 10-11 日



8  
www.efmd.org/globalfocus

针对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出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这一新举

措，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Chris Greensted) 认为这是其践行

“推动和促进全球卓越商业和管理教育”使命的具体表现

13k
预计全球拥有 13000 所商学院，

而其中仅有 1000 所获得某种形

式的国际认证

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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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社会责任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

和促进全球卓越商业和管理教育”。这

一使命部分通过其认证系统实施。目

前 EQUIS 认证学校达到 130 所，EPAS

认证项目达到 50 个。我们的认证始终

瞄准最顶尖的 10% 的商学院。对于其

他各个层次的商学院，尤其是资源相

对限制的商学院，无论他们是否是我

们的会员，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同样

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推出跨国

界商学院院长项目 (DAF) 就是为了满

足这一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大约拥有 13000

所商学院。在这一庞大的数字中，我

们看到他们在结构、目标、资源、市

场和课程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就

发展阶段和质量水平而言也各不相同。

目前大约仅有 1000 所商学院获得某种

形式的国际认证（如 EQUIS 认证、国

际商学院联合会认证、MBA 联合会

认证），他们的质量在市场上获得了

一定的认可。即便如此，国际认证的

质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参见法国报纸

《L’Express/L’Etudiant》在 2011 年 12

月出版的有关排名权重的文章： 

www.letudiant.fr/palmares/

classement-esc.html)。

认证不仅仅向潜在学生、雇主和公司

客户提供市场信息。更重要的是，这

些认证系统通过国际标杆对照和同行

评审这一过程鼓励相关商学院持续提

高质量。这意味着在全球 13000 所商

学院中仅有 1000 所处在有序的持续质

量改进的过程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如何帮助余下的商学院呢？

可见的需求

经济发展有赖于一支受过良好教育和

培训的劳动力大军，包括能提供方向

和领导的管理层队伍。大学层面的商

学院在培养这样一支管理层队伍方面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商学院的

质量将直接影响管理队伍的质量，最

终将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

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绝大部分商学院都是以本土为中

心，其获得资源和优秀师生的能力相

对有限，甚至受到了严格的管制。构

成优秀商学院的因素通常并不明确。

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外部指导或战

略建议不仅有利于商学院自身的发展，

同样也有利于其母体或大学的发展。

满足需求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认识到这一差距。

作为商学院的网络平台，我们有能力

通过集中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那些发

展中的商学院实现其最大的潜力。我

们最大的资产就是成员组织，这些商

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包括现任的和刚刚卸任的）是

我们向未获得国际认证的商学院推出

导师制的基石。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是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质量服务部推出的第三项也

是最新的服务，与 EQUIS 和 EPAS 认

证相辅相成。这一项目旨在通过辅导

高层管理团队帮助相关商学院提高质

量。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向全球所

有商学院开放，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还是发达经济体。

项目流程

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认证体系相同，

有关商学院需要根据国际通行标准进

行自我评估和同行评审。同行评审结

果是该商学院未来发展的基线。我们

将指定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商学院院

长为相关商学院提供为期三年的指导，

帮助他们按照制订的发展目标不断努

力。为了确保有效性，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将实施系统的流程跟踪。有关

这一流程的具体信息，请登录我们的

官方网站：www.efmd.org/business-

schools/deans-across-frontiers。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     作者：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商学院的质量将直接

影响管理层队伍的 

质量



10  
www.efmd.org/globalfocus

战略  
链接 
资源

教授

链接

智力活动／产出

课程 
链接  
学生

战略定位 
链接 
外部关系

项目评估标准

在跨国界商学院院长模型中，我们将

商学院看成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活动

轮毂组成的车轮，而高层管理团队就

是其轴心。他们在环境背景下共同发

挥作用。

在商学院车轮中，轴心是高层管理团

队，最外圈就是环境。商学院开展的

各项活动就是轮毂，他们也是高层管

理团队这一轴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

链，各个链之间必须相互支撑、相互

连结。每个轴都是重要的链接点，轴

与轴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

环境背景是一系列给定的变量。商学

院的高层管理团队必须深入理解，它

们没有被纳入质量评估流程中。车轮

的8个轮毂是商学院开展的各项活动，

它们受高层管理团队的决策和行为影

响。这些活动的绩效可以进行评估，

其整体构成商学院的总体质量。商学

院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这些

活动的绩效评估，他们需要了解商学

院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以上结构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并不希望将商学院限制在某些特

定的活动组合和组织架构中。我们的

模型鼓励不同商学院之间、不同国家

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多

元性。这些方面对任何一家商学院而

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某个特定

国家的组织必须在全球市场竞争，因

此商学院自身也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项目导师辅导

尽管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以同行评

审为起点，但是有组织的导师辅导是

其核心。指定的导师有可能本身就是

同行评审团队中的一员，因此他们对

接受评估的商学院有更深的了解。导

师的“合同”为三年。 

导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建议而不是执

行层面。导师提供建议的方面包括：

–  商学院各项活动的发展

–  高层管理团队结构、管理文化和 

文化

–  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个人发展

导师的另一个角色是拓展与其他商学

院的关系。通过与导师所在的组织建

立正式的联系或合作伙伴关系，相关

商学院可以开展教授和学生交流活

动，争取潜在赞助商等。这样的关系

是互利互惠的关系，知识的转移（不

同文化、经济类型、工作实践等）应

该是双向的。顶尖商学院可以向欠发

达商学院提供有形的支持和帮助，这

也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参与项目的商学院每年需要递交一份

年度总结，导师据此将提供书面的反

馈。这一流程可以确保项目保持活力，

也是获得进一步资助的先提条件。

战
略

商学院车轮

市
场
定
位

外
部
关
系

课程学生

教
授

智
力
活
动 资

源

高层 
管理团队

环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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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合作伙伴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由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发起，由其下设的质量服务

部具体负责执行，与EQUIS和EPAS认

证共同构成我们的质量改进系统。跨

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设立专业委员

会，负责监督该项目的活动实施。委

员会成员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商学院共同组成。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的资金来自一

系列合作伙伴，包括：

a.  基础设施贡献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及其成员组织的贡献

b.  项目参与商学院的贡献（可能的话*）

c.  合作方提供导师及差旅费用

d.  捐赠机构如欧盟、联合国发展署、

世界银行等

导师和同行评审小组成员将全部提供

免费服务，他们付出的时间不收取任

何费用。

* 尽管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收取一定

的费用，但可以申请全额或部分奖学

金补助。参与项目的各家商学院依据

各自能力支付相应的费用。在任何情

况下，有些费用是必需的。收取的费

用将用于项目设立的奖学金，资助更

加贫困的商学院。

项目挑战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的精神，尤其

是导师和辅导机构的关系是相互合

作、相互学习的关系。对任何一家商

学院的评估和辅导必须考虑其所处的

教育、文化和政治环境，必须考虑更

广阔的国际背景。推广某一种商学院

模式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提供基于

特定环境的帮助或建议。

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不同大陆之间环

境因素差异巨大。在某个地区被认为

是正常的行为在另一个地区可能是无

法让人接受的，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往

往来自组织外部。许多商学院不得不

在很艰苦的环境下运行，其自主性或

控制能力相当有限。跨国界商学院院

长项目充分认识到这样的环境及其限

制性，但是我们提出的建议并不总是

鼓励相关商学院接受现状。来自国际

专家的外部建议有时能推动商学院进

行变革，而从内部推动是很困难的。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的评审委员和

导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

不应该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商学院模式

简单地输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

例如，在许多国家就业机会和社会福

利远比利润最大化重要的多。参与跨

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的工作团队遵循

合作伙伴精神而不是家长制。事实

上，现在发达经济体可以从非洲、亚

洲、南美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身上学

到更多的东西。西方商学院可以从发

展中国家学到很多东西，反过来也

是。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旨在成为

连接这些世界的桥梁。

现状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的最初工作进

展十分顺利，并得到了专业委员会的

批准。试验阶段已经正式启动，跨国

界商学院院长项目办公室开始接受申

请报名。寻求未来发展建议的商学

院，无论他们来自世界任何角落，都

可以申请参加。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目前仍处于初

始阶段，我们欢迎任何个人和机构参

与这一项目，成为我们的导师、评审

成员、捐助人或合作商学院。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将跨国界商学院

院长项目看成是履行其“推动和促进

全球卓越商业和管理教育”这一使命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这一项目也

使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能为所有商学

院，无论是成员组织还是非成员组

织，提供全方位的质量服务。通过这

样的活动，我们为全球商学院持续提

供价值。

来自国际专家的外部

建议有时能推动商学

院进行变革，而从内

部推动是很困难的

跨国界商学院院长项目　　作者：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有关作者

克里斯·格林斯坦德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质量服务部副主任。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efmd.org/business-schools/deans-across-frontiers
或发邮件至 daf@ef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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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商业新模式

一种新型的公司特设课程正在兴起 ——  
格特－简恩·范·维克 (Gert-Jan van Wijk) 和
杰米·安德森 (Jamie Anderson) 对这一全新的平台模式进行了描述

公司
  特设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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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都认

识到真正的学习

来自行动学习

长期以来，公司特设课程都由世界顶尖商学院，尤其是那些在英国《金融

时报》和美国《商业周刊》全球 MBA 排行榜中跻身 25 强的商学院所垄断。

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公司特设课程正在兴起，我们将它称之为 

“平台模式”，一些国际大公司开始积极尝试。

平台模式基于双面网络这一认识，而双面网络内含三边市场关系。网络的

一面是拥有专业技能和特长的个人和企业，网络的另一面是寻求学习解决

方案的组织客户。这两类群体，或者说网络的两面，具有有效互动的需求，

而这一需求也为中间人的诞生创造了机会。在以技术为基础的产业，这样

的中间人被称为平台供应商。平台的基础架构（即服务设计）以及方便网

络用户的互动架构都以很低的成本提供。平台供应商可以是规模很小的机

构，如荷兰的“我们工作的世界” (the world we work in)，也可以规模很大，

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管理学院、瑞士的洛兰奇商学院、丹麦的 Mannaz 以

及英国的 Duck CE。

平台是一种无边界组织，通过定制化、真实的行动学习和教授团队提高高

层经理培训的投资回报率。这些特征不是平台供应商的全部，但是我们看

到越来越的高层经理培训客户在作出学习外包决策时将它们列为最重要的

因素。这一新发展将对市场产生分裂性效应，迫使那些顶尖商学院重新审

视其模式。然而，其影响还远不止这些，除了高层经理培训外，其他专业

服务，如广告和咨询业，未来的竞争形式也可能是独立个人组成智力网络，

共同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平台模式

平台中间人建立客户关系的方式是成为客户可信赖的顾问，成为为公司介

绍专业人士网络的开放式门户。平台模式将高层经理培训转变为高层经理

学习：其架构确保所有设计、开发和实施都以学员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授

为中心（参见图 1 中的例子）。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课程设计聚焦结果和学习过程而不是商业／学术内容。

此外，平台也确保参与课程的所有教授都是那些对客户业务现状怀有浓厚

的兴趣、愿意与他人合作共同提供一体化课程体验的教授。最后，所有参

与者都认识到真正的学习来自行动学习，学员学习的概念、工具与技能可

以直接应用于现实商业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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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模式的驱动因子

平台模式的主要驱动因子是客户对投资回

报率的要求。近年来，客户的要求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他们更希望围绕高层经理实际技

能的提高和有形商业结果的实施来体现高

层经理学习的投资回报率。这样的投资回报

率要求一方面使课程的采购者更加深入地

参与到课程的设计，另一方面也使课程的 

实施更加复杂。客户知道什么样的课程才能

产生真正的影响，他们不在乎这是否是培训

部门或机构的能力范畴，他们反正有这样的

要求。

客户要求的日趋复杂化迫使高层经理培训

在定制化和创新两个方面不断突破单一机

构或单一知识领域的范畴。客户要求不同

的供应商携起手来共同提供学习解决方案，

要求以前的咨询顾问和某些专业人士一起

参与其中，因为他们了解公司，他们掌握了

某些技能和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

到客户要求将不同的管理学科、研究领域和

学习方法结合在一起。渐渐地，开放式合作

和创新已经成为高层经理培训提供者的独

特竞争优势。单一机构很难同时拥有所有这

些能力。

学术领域之外的专业实践给客户带来的好

处有目共睹。客户认识到高层经理发展需

求覆盖身心、情感、精神和智力多个方面。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

士，包括文学、表现艺术、传媒、健身和运

动等领域的专家都能带来不同的专业知识

和学习体验，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客户意

识到“非学术”课程如果能融入整体设计中、

能与学术有机的结合，也能产生重要的影

响。平台中间人的作用是集合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专业人士，并确保所有

参与者将各自的专业知识与商业世界对接，

理解各自在课程中的角色。

平台模式因自由职业者 (free agent) 人数的

急剧增加而得到迅速发展，这些自由职业

者愿意与其他个人和组织开展开放式合作。

作为知识工人，他们自己决定工作内容，

图 1  

平台模式（例子）

客户组织

课程主任

行业专家

艺术家学术教授 A

辅导网络学术教授 B

平台中间人

自己决定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他们不受

雇于任何一家雇主。在高层经理培训行业，

自由职业者都有商学院工作的经历。我们

知道，在商学院所有人首先被区分为教授

和行政人员两大类。而教授也被进一步区

分为终身教授和非终身教授。非终身教授，

无论他们在高层经理培训方面的教学能力

如何出色，在商学院容易被边缘化。因此，

一些真正具有才能的教学能手通常选择自

由职业者角色，或全部或部分游离在商学

院边界之外。他们将自己的投入和价值观

全部提供了自己的客户、学习过程、学员

以及专业知识，他们欣赏由平台模式提供

的开放式合作。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开放

式合作由于低成本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

猛发展而得以成为可能，如即时通讯工具

Skype 和文本分享服务 Dropbox。虚拟团队

合作提供整体教育产品不再是一句空话或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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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模式的指导原则

传统组织的有形积木，如建筑、物理基础设

施、系统和工作合同，将最终被无形的支柱，

如信任、相互关系、合作、灵活性和执行能

力所代替。这些无形支柱取决于参与者的能

力与投入 —— 这些专业人士只能依靠更强

烈的归属感、互利互惠、共同目标而不是

正式的劳动合同和正式的绩效评估工具进

行“锁定”。因次，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

专业人士应该被视为客户而不是资源。商学

院改变客户组织的能力首先反映在改变其

所有专业人士的能力上。

平台模式的特征是相互依存，网络两面的中

间人应该发挥公正和真实的角色。高层经理

培训应该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注重为客户和

合作伙伴取得最佳结果。而实现这一切的前

提是平台必须“创造让聪明人繁荣的环境”

（2007 年，Goffee & Jones）。如果平台能将

专业人士直接与他们的投入、发展和价值观

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实现繁荣的机会将大

客户认识到高层经理 

发展需求覆盖身心、 

情感、精神和智力 

多个方面

大增加。这一组织模式的核心价值观是信

任、透明和持续学习。

平台模式的局限

最成功的平台中间人在“管理无形资产：

人、流程和目标”（Ghoshal，1999 年）方

面一定非常出色。平台模式的优势（速度、

创业家精神、灵活性和激情）基于这些支 

柱。同时，平台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

人：人际关系和（虚拟）合作是每个为客

户项目工作团队的基石。真正的开放式合作

与“走过场”之间的差异很微妙，有时很难

察觉。但是“走过场”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平台模式建立在与不同专业人士合作的基

础之上，这些专业人士通常自我意识很强，

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急于表现自己。而客户

预期、学员评估和自由职业者这三者之间的

不一致有时会加剧这样的不安全。为了确保

所有课程实现完美的结果，这些担忧必须在

个人和团队两个层面加以克服。而这一切需

要我们在人际关系建设、持续鼓励和相互反

馈等方面十分谨慎。

流程：清晰的课程支持流程也是确保最终

效果的重要因素，而运作这样重要流程的员

工通常是刚跨入职场的年轻人。授课教授与

课程班主任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教授之间

的相互合作同等关键。因为平台模式涉及不

同网络和不同流程，它需要所有人付出额外

的努力，让每个人了解行政流程，更加注重

与班主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严格遵循各

个流程。

目的：各司其职、开放式边界、有限的管理，

这一切使平台模式的所有重心都放在为客

户创造短期结果上。专业人士通常按日支付

报酬，要将他们长期锁定在某一个平台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专业人

士分散在全球各地。平台模式中不存在一起

动情、一起庆祝、一起失落的时刻，而这样

的时刻其实正是建立大家庭最有力量的情

感因素。在这里我们能真正讨论大家庭的概

念吗？或许我们进入了新时代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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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商学院与平台模式对比

对比和对照容易产生非黑即白的区分。事实上许多组织同时兼具两种模式的特点。

对比领域 商学院 平台模式

声誉 品牌是质量保证 专业人士的口碑和中间人的推荐是质量保证

边界 清晰的组织边界 邀请各种专业人士

目的 首要目标是研究 产生影响的课程

始发点 学术内容 各种视角和各种专业人士

导向 教学、教授为导向 学员和结果为导向

关联 综合不同管理学科 综合学习体验

合作 不鼓励合作  鼓励开放式合作

价值 前沿知识和“正确”答案  进一步的战略实施与人员发展

所有权 知识产权 共享

商学院的困境

面对正在崛起的平台模式，传统的商学院面临着许多困境。

在高层经理培训课程中顶尖商学院通常用自己的教授，因

为他们相信这些教授掌握了最前沿的知识。没错，区分商

学院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核心教授开展的前沿研究。

因此，绝大多数商学院都严格规定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必须

由自己的教授授课。一些顶尖商学院甚至禁止使用外聘教

授尤其是那些非学术类教授（指那些没有博士学位的资深

咨询顾问、企业高管）。

这样做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学术教授在某个特定管

理学科是专家，他们通常将客户的问题局限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学术教授不愿意在同一课程中与其他教授合作，分

享自己的教学内容；学术教授更喜欢传统的教学方法，如

讲座和案例分析；对于那些尚未得到学术验证的教学方法

他们更是不屑一顾、嗤之以别。顶尖商学院中很少有人将

教学效果作为教授评估的重要依据，这一点确实发人深思。

一些久负盛名的商学院采取开放式合作方式，如美国的杜

克大学，但是更多的商学院仍然保守残缺，固步自封，他

们的教学模式更适合于工业时代而不是今天 21 世纪的知识

经济。

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描述高层经理培训领域正在兴起的一种新模

式，这一新模式已经得到了商业世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平台中间人的迅速增长将对传统商学院以知识产权为基础

而实现的垄断地位带来巨大冲击。尤其在经济衰退时期，

平台模式完全有可能超越顶尖商学院，在高层经理培训市

场占有一席之地。与传统商学院依靠品牌建设获得竞争优

势一样，平台模式也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 可信赖的顾

问和服务提供商。也或许是商学院的一个断层发展。  

有关作者

格特－简恩·范·维克是荷兰“我们工作的世界”的创始人。

杰米·安德森是荷兰安特卫普管理学院和瑞士洛兰奇商学院的兼职

教授、ESMT 商学院的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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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事 务

拉瓦尔大学商学院 (FSA Laval) 由衷感谢所有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人，
正是由于其信任和支持，使我们再次获得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EQUIS) 认证续约五年。

拉瓦尔大学商学院致力于成为国际知名的管理学院。我们最近推出的新课程如
MBA全球商务采用全英文教学，将帮助学生成为真正的全球商业领袖。

www.fsa.ulaval.ca

拉瓦尔大学商学院
我们是商业的世界
我们是世界的商业

来自法国的 
全球管理 
教育

来自法国的 
全球管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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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商学院的 
模式是什么？
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欧洲商学院的特质、重要性以

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商学院是商业”这一基础之上，

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 说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40 周年：40 周年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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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学院的特质和定

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战略

角色的影响

费尔南多·弗拉瓜罗 1 (Fernando Fraguiero) 最近的研究

表明，许多欧洲商学院如法国的 INSEAD、瑞士的 IMD 以

及英国的伦敦商学院和华威大学 (Warwick) 都将自己定位

为国际商学院，参加象英国《金融时报》这样的全球排名。

英国《金融时报》全球 MBA 排名于 1999 年首次推出，在

前 100 强商学院中欧洲商学院占据很大的比例，这也表明

欧洲商学院的迅速发展以及不断提升的实力。

欧洲商学院的特质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战略角色的影响。1971 年成立后，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始终坚持将欧洲经验和思想与管理实践和学习相结合。

同时，她还强调国际化和公司联系，认为这是高质量管理

教育的必要因素。

商学院演变

在欧洲模式清晰形成前，欧洲商学院基本照搬美国商学院

模式。罗杰·马丁 2 (Roger Martin) 将欧洲早期的商学院

称作“商业 1.0”，基本上属于“行业学校”，向管理者传授

如何管理企业的各个职能领域。这些商学院很少或基本不

做任何研究，也没有任何理论或学术框架。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将这一阶段称之为‘职业教育的荒原’。

1959 年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发表了一项报告，对美国当时

的商学院现状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新的商学院结构建议

（马丁称之为商业 2.0）。这一建议强调学术性和研究深度，

强调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与商业职能

领域相结合。它要求商学院重视研究，与自然科学一样进

行知识创造（新知识而不是最佳实践），并着重发展逻辑分

析能力。此外，现代商学院还应该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

完善其商业教育。

此后，许多欧洲学者赴美国顶尖商学院接受严格的学术训

练。当回到欧洲大陆后，他们就把美国模式移植到自己国

家，并根据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然而，

随着规模的日益壮大欧洲商学院在学习美国模式重视学术

严谨性的同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特色，如注重行动学习、

研究以实践为导向这些欧洲传统。

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欧洲商学院赢得了世界同行的

尊重，影响力日益扩大。正如佩德罗·雷诺 (Pedro Nueno)

教授和克劳德·拉米安 3 (Claude Rameau) 教授所说，欧洲

和欧洲管理的多元性、国际化和特色应该为世界其他地区

提供灵感和借鉴意义。佩德罗·雷诺毕业于哈佛大学，是

欧洲管理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参与了西班牙 IESE 商学 

院、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上 

海）的创建。克劳德·拉米安是法国 INSEAD 商学院前院

长。他们一致认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欧洲管理应该

强调其国际化特色，并成为管理教育变革的催化剂和推 

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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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历史已经充

分证明了她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活动的持续

关注。在成立后的最初 25 年，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的国际项目部推动了一系列国际

联盟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中包括欧洲 —  

中国，欧洲 — 印度、欧洲 — 巴勒斯坦、欧

洲 — 阿拉伯等中心。这些国际足迹再次证

明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动新兴经济体

教育发展的努力，例如我们竭力推动中国和

印度与欧洲管理学院专家的合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欧 — 中努力直

接帮助了中国第一所独立商学院 —— 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 — 于 1994 年在上海的诞生。

在欧中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该商学院今天已

经成为享誉国际的亚洲一流商学院，其主要

课程均已进入国际排名。

弗拉瓜罗和托马斯为我们描述了欧洲管理

教育的全貌，显示欧洲具有广阔的市场，差

异性较大。欧洲商学院普遍被认为更加折

中和灵活，其模式百花齐放，充分反映了

欧洲大陆不同国家的领导风格和文化差异。

事实上，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几所优秀的

商学院，其中有些还进入了国际排名。法国、

英国、西班牙和瑞士在商学院国际化方面领

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而德国也在迅速赶上。

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几所优秀

的商学院，其中有些还进入了国

际排名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40 周年：40 周年纪念文章

欧洲管理模式

欧洲商学院有哪些特征？其特色是什么？

首先要明白的是，管理教育起源于欧洲而不

是美国。最初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社

会和职业地位。当时的教学内容非常注重实

践，以提高管理者基本技能为主。事实上，

20 世纪初沃顿和哈佛商学院的模式脱胎于

德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然而。由于私人捐赠

商学院这一概念在美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例如，美国商学院

联合会成立于 1916 年，而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直到 1971 年才成立）。然而，法国、德

国和英国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就成立了各种

类型的商业学校，他们对 20 世纪商学院尤

其是美国商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

作用。

欧洲管理教育的特质和模式受到以下环境

因素 4 影响：

 欧洲和欧盟是一个大贸易区，她由许多

文化和许多国家组成。其多元性意味着欧洲

贸易公司学会了如何拓展跨境贸易。他们在

国际经营和国际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欧洲企业的规模有了长足的发展，并通

过在欧洲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扁平、

灵活。

 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对商业

行为和商业政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欧洲人

接受政府应该在商业和社会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这样的观点。

 欧洲人普遍赞同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而

不是赤裸裸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是欧

洲普遍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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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的商业和管理教育在处理政府和

社会关系方面更注重平衡。企业不仅需要

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更要承担社会责任。

因此，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更加直接，共同消

除贫困，提高社会福祉，最终实现经济和社

会共同发展。

欧洲管理教育的主题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强调社会责任管理教育，如全球责任领

导力项目、欧洲商业社会研究院、责任管 

理教育原则等，都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倡 

导者。

 积极发展商学院与企业组织的联系。因

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层经理培训在欧洲 

发展尤为迅速。这样的课程更加强调行动 

学习、项目为导向，从而帮助企业提升管 

理实践。

 随着市场拓展和公司影响力在全球的提

升，国际化和全球化对大型欧洲企业（以及

欧盟贸易区）十分重要。欧洲商学院如法国

INSEAD 已经在新加坡和阿布扎比开设了分

校，英国诺丁汉在中国宁波开设了分校，还

有欧中合作项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

一切都表明了欧洲商学院在国际市场不断

拓展的努力，这与欧洲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市

场一脉相承。

 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和欧洲

协议 (European Accord) 进一步巩固了欧洲

管理教育，建立了统一的管理教育学位层次

结构。随后推出的欧洲管理教育机构相互承

认学分的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这些教育机构

之间的合作和互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40 周年庆

霍华德·托马斯是新加坡

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院

长、李光前战略管理学教

席教授。此前他曾担任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

目前他也是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终身荣誉会员、理

事会成员。

为了庆祝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成立 40 周年，霍华 

德·托马斯与其他几位专

家合作撰写了一本专著，

即将由 Emerald 出版集团

出版。该书探讨了管理教

育的过去和未来，着重分

析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对

欧洲管理教育的贡献以及

对世界的影响。本书的素

材来自对大量知名管理教

育家的访谈。

 EQUIS 认证强调商学院的教育质量。而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面对企业推出的 CLIP

认证（公司学习改进）同样强调培训质量。

 整个欧洲大陆强调跨学科研究与教授培

养。因此，欧洲的研究产出在世界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

总而言之，欧洲管理教育者采取了一种更加

平衡的做法，不象美国商学院过于强调分析

严谨性。他们相信管理教育应该与实践相结

合，应该同时注重管理与领导力。尽管分析

技能和战略模型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许

多商学院对此过于强调，因而导致其学术研

究对实际管理没有多大相关性。欧洲管理教

育更加重视软技能的培养，更加强调社会责

任、愿景和沟通技能，认为这些都是现代企

业管理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技能。事实上，

欧洲人的管理教育理念讲究平衡，通过课堂

学习和项目相结合培养分析、综合和批判思

维等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管理教育形

成了区别于其他管理教育模式的特色，为世

界管理教育的多元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解

1.  费尔南多·弗拉瓜罗与霍华德·托马斯，

《商学院中的战略领导力》，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2.  默多维诺与罗杰·马丁，《MBA 的未来》，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参见“消防队培训”，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1996 年

4.  参见菲利普·德·沃特，“消防队培训”，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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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断思考其社会角色，商学院可以创造新的机遇， 

埃尔冯索·盖特 (Alfons Sauquet) 说

机遇和责任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商学院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公众对商学院的价值开始提出质疑。但

是，还是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商学院对社会

的贡献或者应该作出的贡献上吧。只有当我

们更多地思考商学院对社会的贡献时，我们

才能朝着可持续的、更有价值的方向前进。

商学院在社会中需要扮演多种不同角色。他

们每年接触 25 万名 GMAT 考生和大量企业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每一种角色如何

扮演、商学院和社会对此的重视程度，这

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学院所处的具

体环境。虽然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千

差万别，但是商学院对社会的影响是有目

共睹的。《商学院及其社会贡献》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一

书采访了大量的商学院院长和学者，也得出

了同样的结论。诚然，各家商学院对社会的

影响范围不尽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商学院都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聚焦商学院在吸引、培训和培

养人才方面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商学院培养的管理者

应该满足快速成长企业在经营知识和决策

能力方面的需求。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商学院

应该优先培养能帮助其经济和社会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优秀毕业生。对于这样的商学院

而言，培养人才是其战略重点，这也是所有

利益相关者所希望看到的。

其次，商学院对培养下一代领袖的价值观负

有重要责任，这也是有关商学院社会角色最

受争论的一点。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积极力量。

从这一意义而言，培养未来社会转型者不仅

仅是商学院的责任。然而，毫无疑问，社

会期待商学院培养具有社会道德的毕业生，

在未来进行管理决策时能胸怀社会。许多商

学院对此非常重视，尝试将这些内容融入课

堂教学中。 

人力资本对经济

发展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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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

转型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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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还应该重视如何使人们在一个多元的

生态系统中和谐相处。与其他学科相比，商

学院在课堂多元性方面显然更胜一筹。然

而，许多商学院除了多元性外还注重价值

观。确定一些时髦的概念、向世人宣布这是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容易的。但是如何

将这样的价值观融入 MBA 各个课程中又是

另一回事。这里的挑战不是商学院如何确定

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如何培养每一个学生个

体的价值观。这里存在着经营效率与长期结

果的矛盾。

第三，商学院对公众舆论以及影响公共政策

的作用。这里既包括帮助公众解读正在发生

的经济和社会大事，也包括引导公众如何改

变公共舆论，游说公共机构，最终影响政治

决策。在这一点上，各家商学院发挥的作用

不尽相同。例如，在较小的国家，或者经济

发展更为迫切的国家，商学院在这一方面的

影响和责任相对较大。

第四，商学院在传播基于研究的管理和经济

知识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最近，人们争论

的一个焦点是学术严谨性和相关性之间的

平衡问题。许多人指出，商学院需要从寻求

学术地位、从事的研究不注重应用性和相关

性向更加实用的方向转变。商学院应该鼓励

各种研究方法，更加重视对实践产生影响的

应用类研究。注重可实施的结果，需要商学

院少计较学术声誉，而鼓励各种研究方式则

需要更加开放的思维。商学院必须更有创造

性地对待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从机构的角度探讨商学院自

身的相关性问题。这一点对于处于转轨经

济、正在从集中治理或严格控制模式转型的

国家尤为明显。在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不

仅仅商学院的产出涉及相关性，而且商学院

本身也成为转轨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正处于

转型的社会，商学院开展的学术工作具有重

要的价值。因此，商学院自身也成为社会发

展的一部分。



25
EFMD《全球聚焦》| 第 06 卷 |  2012 年第 01 期

由于以上这些对社会的潜在影响，商学院正

面临多重挑战。这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共同

挑战，无论其规模、品牌、地点或者国际影

响力大小。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自己在社会中

的角色，考虑各种角色的权重，最后决定如

何实施自己的影响力。 

全球管理教育正在日趋商业化。这意味着商

学院必须发展和巩固其独特竞争优势。建立

这样的竞争优势，不仅仅需要制订独特的宣

传或定位战略，更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

真正的组织发展。然而不幸的是，商学院的

差异化需求与认证和排名机构的标准化要

求产生了明显的矛盾。认证机构虽然对管理

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

间接地导致了各商学院之间的同质化竞争。

然而，这也反映了商学院面临的另一个挑

战：学生个人学习动机和商学院鼓励学生

为社会贡献之间的矛盾。例如，MBA 学生

在选择商学院时，可能更多地考虑其品牌

形象以及为学生寻找工作机会的能力而不

是 MBA 课程内容本身。当开始学习之旅时，

学生追求的可能是效率最大化工具而不是

批判性思维。然而，商学院的差异化竞争恰

恰就是依靠内容。渐渐地，商学院开始陷入

满足学生短期要求与教育他们成为下一代

领导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之间的矛盾。

既要确保毕业生最好的短期结果，

又要向他们灌输长期视角，如何

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商学院

面临的一大挑战

商学院与社会：机遇和责任　　作者：埃尔冯·索盖特

既要确保毕业生最好的短期结果，又要向他

们灌输长期视角，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

衡是商学院面临的一大挑战。一个可能的解

决方案是在管理学位课程或者高层经理培

训中增加批判性思维的内容比例。商学院可

以重新回归管理的人文特色，鼓励学员注重

因果逻辑分析，探讨各种模型或方法的缺

陷。与此同时，管理教育不能失去培养高效

管理者的能力。

今天的商学院面临的挑战有增不减。对于商

学院的社会角色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无法

给出十分明确的回答，更贴切的回答是管

理学中的“不一定”。即便我们都认为商学

院的社会角色是影响下一代商业领袖，但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定论。

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如果商学院不认真思考

这些问题，那么他们的角色永远不会明确，

社会公众的批评也不会停止。不断思考其社

会角色，商学院可以创造新的机会，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商学院

正在采取不断反思的态度。除了创造知识和

传播知识，商学院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有关作者

埃尔冯·索盖特是意大利 ESADE 商学院院长、

《商学院及其社会贡献》一书的联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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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自己的风险暴露吗？

乌尔里奇·赫梅尔 (Ulrich Hommel)、

罗杰·金 (Roger King) 和安娜·帕斯特娃 (Anna Pastwa)

从教育机构和监管角度两个方面探讨商学院的风险管理

高风险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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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正在饱受因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

衰退之痛。商学院也在绞尽脑汁，竭力降低

经济危机对其预算的负面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在 2011 年 12 月 4 日刊登

了一篇报道，建议商学院院长应该首先关注

决定财务表现的传统动因如客户关系管理

系统、成本管理以及经营效率等。这里引出

的一个问题是，商学院或者说所有高等学校

是否建立了安全的风险管理系统，使自己风

险暴露降至最低？

风险管理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当马儿跑

了再锁上马厩已为时已晚”。这意味着商学

院应该更加积极地管理和降低对核心能力

之外的风险因子的依赖，避免出现因风险引

起的巨大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

们看到许多商学院采取激进的国际化战略，

或远赴海外推广学位课程，或开设海外分

校。此外，认证和排名也引发了一轮又一轮

如同体育竞标赛的竞争。为了提升自己的竞

争地位，商学院的成本被不断的推高，而收

入增长却因竞争对手的同质化竞争而逐步

放缓。

来自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认证的数据显 

示，许多商学院的经营仍然采用短期的收付

实现制会计。我们在商学院中只看到了敢于

冒风险的文化，但看不到风险管理的文化。

欧洲阴魂不散的经济衰退使市场环境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成为“最后

的借贷人”，大学也无法为处境不妙的下属

学院提供补贴。于是，兼并之风愈演愈烈，

盈利机构也开始大举进入主流市场。与此同

时，亚洲商学院也不断加快其国际化的步

伐。更多的教授开始流向远东地区，美国正

在出现的将终身教授转为短期兼职教授这

一趋势将蔓延欧洲大陆。

安全的风险管理也是管理组织的核心。这适

用于所有商业组织，也包括商学院。商学院

院长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超过首席执行官对

企业的影响。他们对商学院过度冒险以及风

险控制不力需要承担个人责任。《金融时 

报》负责商学院排名的黛拉·布莱特肖

(Della Bradshaw) 认为，下一轮经济衰退 

将揭露商学院更多的问题（2011 年 12 月 4

日）。作为应对措施，许多商学院将聘请非

学术背景的职业经理人担任主要管理岗位，

从而将极大降低教授的影响。然而，这里的

核心问题不是商学院院长的管理背景，而是

高层管理团队缺乏专业管理的支撑。商学院

需要实施必要的制衡，尤其在风险暴露管理

方面，从而对商学院院长的战略决策形成一

定的制约。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合理设计外

部和内部风险治理的问题。

高风险业务：你知道自己的风险暴露吗？　　作者：乌尔里奇·赫梅尔、罗杰·金和安娜·帕斯特娃

我们在商学院中

只看到了敢于冒

风险的文化，但

看不到风险管理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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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治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监管疏忽， 

二是母组织或所有人实施的战略和运营控

制。近年来，在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

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鼓励下，风险监管波及

各个领域。不久这样的风险监管框架也开始

进入高等教育。在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

会和质量署计划于 2013 年正式引入基于风

险的监管 (risk-based regulation)。澳大利

亚也通过新成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局

将于 2012 年底实行严格的风险监管。对每

一个教育机构执行相同的监管流程不是风

险监管的目的，事实上，基于风险的监管实

行区别对待。它根据教育部门和监管当局对

风险暴露的监管判断实施不同层次的机构

监管。同样，基于风险的监管并不执行统一

的审计方法，而是根据风险计算调节监管力

度和范围。

基于风险的监管其目的是提高监管的质量，

使监管变得更加明确、更具针对性。它旨

在控制相关风险，而不是执行一系列合规。

事实上，基于风险的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是放

松管制：对于那些风险最低的教育机构， 

它鼓励他们在国际市场采取更加积极的拓

展战略。而那些风险较高的教育机构将受到

高度的“关注”。基于风险的监管将及时启

动“探测”和“执行”程序，直至严厉的惩

罚和制裁措施。监管当局的资源分配由风险

评估决定。

监管当局的风险评估既要朝后看（历史记

录）也要超前看（预计风险），通过这样两

个流程一方面审计教育机构的“内在”风险，

另一方面检查其风险管理和控制。前者指 

某一特定类型的活动（例如与国际上不知 

名的商业机构进行特许经营合作这一类高

风险的活动），后者指组织实施的内部风险

控制。

这些监管发展凸显了商学院需要更加明确

地强化其风险管理职能 —— 界定内部风险

管理流程与责任、建立合适的报告标准以及

与外部治理建立有效联系等。企业失败是商

业周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资产可以通过

重新分配获得更好地利用。但是这样的逻辑

并不适用于教育，甚至也不适用于以营利为

目的的教育机构。校友对学校的声誉进行了

投资（而在校学生也正在投资），学校一旦

出现了经济问题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负面

外部性。这也是为什么监管当局对高等教育

机构的高风险行为实施监管的原因之一。

教育机构突然倒闭的概率很低。但是商学 

院管理层对风险的漠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例如降低入学标

准、削减教授对非收入类活动（如研究） 

的投入、从高利润活动转向高产量的活动，

或向高层经理课程学员授予学位等。以上 

许多指标依靠自我报警，因此容易产生经 

营风险。 

这是合理设计外部 

与内部风险治理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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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过去不是大学和商学院着重考

虑的问题。而如今，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

教育机构的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

其预算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收入。政府

和大学管理层都将风险与价值和创新联系

在一起，但是如果缺乏合理的计划和预期，

这也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危险。声誉一旦失去

将很难重新获得。当前的经济环境、竞争市

场进入、收入的不稳定，以及经营成本的大

幅上涨都是商学院面临的棘手问题。处于中

下游的商学院在未来几年将面临最严峻的

生存挑战。

这些商学院能成功应对上述棘手的挑战吗？

首先，不重视风险的组织在遇到艰难时世时

更愿意将资源投向前台活动，对最需要投入

的风险管理这样的后台活动无暇顾及。其

次，商学院需要关注风险暴露最终将如何 

影响机构声誉，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商学院的一个自然倾

向是投资有形资源。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

要事实：声誉一旦由于风险淡漠而受损将

很难逆转。第三，对商学院院长的评估经 

常以学校学生和教授数量增长、教学设施 

改进、课程排名等指标为最重要的依据。 

然而，牛市中的专家未必一定能成为熊市 

中的英雄。

设计风险管理系统从理论上说是一个相对

直截了当的概念性任务。除了前文提到的治

理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确界定目的，从而更

好地评估风险管理带来的利益：

–  确认相关的风险因子及其相应的统计 

特性

– 衡量这些风险因子的暴露

–  制定相应的措施，规避、降低关键的风

险暴露

–  评估风险管理绩效，通过反馈循环调整

系统

分析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理解各个风险因

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重大危机经常是许多

因素在同一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呼吁教育机构提高风

险意识，重视商学院的风险管理。我们应该

展开讨论，商业世界中的哪些风险管理原则

同样适用于商学院，应该作出哪些调整。有

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范畴，也许商学院比任何

人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我们或许还需要提高

认证的门槛，使认证方法更具挑战性、认证

评审更具针对性，并对商学院经营和治理提

出更系统的风险管理建议。最后一点尤为重

要，因为风险管理经常是一项集权的活动，

容易导致大学总部对商学院自主权的侵害。

大学的管理者会提出，风险必须从源头，即

从课程、师资、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开始管理。

稀释对商学院发展的战略控制在短期可能

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但从长期来看也

阻碍了商学院进行必要的冒险。

高风险业务：你知道自己的风险暴露吗？　　作者：乌尔里奇·赫梅尔、罗杰·金和安娜·帕斯特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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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而不 
代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官方 
立场。本文正式发表前，罗

兰德·迪尔堂克 (Roland van 
Dierdonck)、克里斯·格林斯坦德
(Chris Greensted)、朱利安·尤格

尔 (Julio Urgel) 以及迈克尔·奥斯

巴尔德斯顿 (Michael Osbald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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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乌尔里奇·赫梅尔是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研究与调查部主任； 
EBS 商学院财务学教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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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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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访问教授。

安娜·帕斯特娃是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研究与调查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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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一场出版革命？ 

约翰·彼得斯 (John Peters)

探讨后出版时代以及另类英雄

当我们谈到 21 世纪初出版界里程碑式的人

物时，我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安妮·凯瑟琳·

罗琳（英国畅销作家，《哈利·波特》系列

小说的作者）、斯蒂芬妮·梅耶（美国畅销

作家，长篇小说三部曲《晨光》、《新月》 

和《月蚀》的作者）、丹·布朗（《达芬奇

密码》的作者）以及斯蒂格·拉森（瑞典推

理小说家，“千禧”系列畅销小说作者，首

部曲《龙文身的女孩》在 2005 年出版）。 

这些以善与恶、爱与仇、吸血鬼与魔法师、 

黑客与罪犯为故事主线的小说，单本销售 

超过数百万册，使无数青少年为之疯狂， 

成为最忠实的小说迷，从而也拯救了整个 

小说产业。

但是当我们撰写 21 世纪初出版史时，我怀

疑真正另类的英雄也许并不是哈利·波特

或者贝拉·斯旺。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位来自美国

肯德基州路易维尔市的保险推销员。他

在 2011 年成为第一位下载量超过百万册的

网络作家。还有，阿曼达·霍金 (Amanda 

Hocking)，她在 2011 年 3 月与圣马丁出版

社 (St Martin’s Press) 签订了价值超过 200

万美元的写作合同，她在亚马逊销售的电子

图书屡创记录。

洛克和霍金是这一场出版革命中的另类新

英雄。这一场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纸质墨水向

‘电子墨水’的转变，而且同样意味着传统

供应链的打破，意味着作者可以更直接进入

市场，意味着更多的不可预测性。

甚至教材市场也在发生变化：根据社会学

习平台 Xplana 的统计，至 2015 年每 4 本教

材中将有 1 本是电子教材，未来四年将保持

80-100% 的增长。

80%+
至 2015 年，每 4 本教材

中将有 1 本是电子教材，

未来四年将保持 80-100%

的增长

2.7 万
至 2010 年，出版的‘非

传统’新书已上升到难

以置信的 270 万种，增

长了 130 倍，占新书出

版总数的 90%

另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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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记数据提供商 Bower 的统计，

2004 年共出版了 27.5 万种‘传统’图书。

‘非传统’图书（指重印，一般为公共领域，

以及其他按需印刷的图书）同期出版了 2

万种，不足出版总量的 7%（参见表 1）。

至 2010 年，出版的‘传统’新书上升至

31.6 万种 —— 七年间增长了 14%。但是在

同期，出版的‘非传统’新书已上升到难

以置信的 270 万种，增长了 130 倍，占新

出版图书的 90%。

世界毫无疑问正在改变。而这些改变对出

版商而言是严峻的、不可预测的挑战。亚

马逊宣布，2011 年 5 月 Kindle 电子书的销 

售超过软装和硬装图书的总和。而仅仅一 

个月前，书商菲利普·琼斯 (Phillip Jones)

曾这样说过，“最乐观的估计是电子图书

在 2014 年至 2015 年将占美国市场的半壁

江山，其后增长将放缓，并逐步走平。”

英国 Yorkshire 邮报在 2011 年 8 月报道说，

“2011 年 1 月电子畅销小说占消费者销售的

3%；6 月为 6%；而现在已经进一步上升

到 10%”。行业博客 Novelr 说，“世界上

没有一家传统的出版社可以提供阿曼

达·霍金现在获得的条件，她

在 Kindle 的电子书店完全

属于自己的。”

一切似乎正在变得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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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霍金以及其他一些电子革命英雄似乎从苹果的

iTunes 和苹果商店的‘用户评论’方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洛克和霍金都按照 iTunes 的价格为自己的小说定价。如果

你花一美元购买一首歌，购买后发现自己并不十分喜欢，

但你不会感觉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这不是一笔很大的买

卖。为什么不把这样的理念运用在小说定价上呢？为什么

不接受其他读者 —— 像你一样的读者 —— 的意见而去关

注受雇的评论员的声音？

在其个人网站，洛克建议正在挣扎的作者不要理会出版商

对他们提出的“降低你的预期”这样的要求，而应该“提

高自己的预期”。这里的潜台词是不仅不要理会出版商令人

沮丧的建议，而且也不要理会所有旧模式出版商。

我从事的领域是相对保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领域，人们

谈得更多的是盲审、95% 的退稿率以及严格的引用索引。

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可能需要花费一辆小车的

成本，但在网络上下载一篇文章的价格仅为 40 美元。

尽管学术论文出版也在迅速拥抱网络技术 —— 从浩瀚的学

术论文海洋中在线搜索特定主题的文章现在已经变得十分

便捷 —— 但是它坚决杜绝电子时代可能带来的混乱与知识

产权侵害。

由技术推动的创新如后期匿名评审、持续在线出版以及云

技术的应用为学术出版创造了一种成本更低的‘精益’模 

式。那些追求更低价格模式的人应该可以提供合理的价格

以及更大的定价灵活性。

洛克建议正在挣扎的作者不要 

‘降低预期’，而应该‘提高预

期’—— 这里的潜台词是不仅 

不要理会出版商令人沮丧的建 

议，而且也不要理会所有旧模 

式出版商

表一：图书产业统计数字 

数据来源：Bowker 

时间 新出版的图书  新出版的图书 合计 

 ‘传统’   ‘非传统’

 2010 年 316480 2776260 3092740 
 （预计）

 2009 年 302410 1033065 1335475

 2008 年 289729 271851 561580

 2007 年 284370 123276 407646

 2006 年 274416 21936 296352

 2005 年 251903 30597 282500

 2004 年 275793 19730 29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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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约翰·彼得斯是 GSE 研究首席执行官。GSE 研究是一家学术研究与

商业信息网络出版商，其关注的领域为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与环

境管理。GSE 与志趣相同的合作伙伴，包括 Pub2Web（语义网络技

术宿主）、OKS（电子生产与工作流程）、Institute of Directors India、社

会科学研究网、欧洲商业学会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共同致力

于可持续性发展、公司治理等领域研究，积极探讨电子信息革命带

来的巨大挑战。 

john.peters@gseresearch.com

当我们成立 GSE 研究这家新型的学术出版商时，我们决定

在这一混乱的新世界扎根成长。一篇学术论文经过匿名评

审、修改、定稿这样的流程一般需要一两年时间，因此再

等上一两年时间排队出版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从交稿到

最终出版，将这一流程从一两年时间缩短为一两个星期，

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我们的思维。

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管理这一领 

域，包容性和速度是关键。GSE 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采

用编辑修改、后期同行评审与读者评论相结合的方法。

扩大学术研究出版参与是另一个挑战。除了传统的学术研

究外，我们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思想、工作论文、案例研究、

教学方法以及公司资料。我们必须为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学

者、实务者以及初级研究人员降低进入障碍。

质量控制的问题不可避免会被提出。但是诚如卡梅尔·马

哈瓦 (Kamal Mahawar) 博士在评论医学出版商 Webmed 的

创新模式时所说，“为什么人们会认为那些拥有良好声誉的

专业人士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蹩脚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仅

仅因为是没有同行的匿名评审？”

对于那些在终身教授、四星学术期刊、被引用次数这样的

游戏中不能自拔的学者，我的回答是，“如果是必须的，那

就继续玩下去吧。”但是不要将自己所有的时间花在这样的

游戏上。拿出 10%、20% 或者 30% 的时间玩另一种游戏：

注重包容性和相关性，将自己的观点以一种更快、更开放

的方式传递给大众。这就是你需要作出的全部改变。

约翰·洛克和阿曼达·霍金不会取代安妮·凯瑟琳·罗琳

和斯蒂芬妮·梅耶。他们提供不一样的选择。这不是一

场试图推翻旧体制的革命，而是提供更多选择、更多参与

的革命。与其他出版商如社会科学研究网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一样，我们支持在 GSE 这样环境友好

的平台上发表思想的作者在其他传统的媒体上发表论文。

有一股清新的微风正在徐徐吹响传统的学术研究出版，吹

响未来。抗拒流行、担忧质量标准下降、强烈呼吁保留数

百年流传下来的系统，所有这一切努力不会停止这一股清

风，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

2011 年我们谈得最多的是革命 —— ‘阿拉伯之春’以及埃

及、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的自由运动。革命通常意味着

武器和流血。出版业发生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我们的

武器是言语、思想、网站、电子书以及 Kindles。

我们需要理解这一场革命，建立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将涉

及选择、包容性、公平交易、作者参与以及思想开放性。

出版商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一场革命。

我们身边的另类英雄在 21 世纪初这一场出版革命中正在发

挥积极的作用。我们 GSE 研究愿意成为这一场革命的一部

分，拥抱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与全球学者共同参与这一更

加民主的努力。

另类英雄：21 世纪的一场出版革命？　　作者：约翰·彼得斯

我们必须为来自发展中世

界的学者、实务者以及初

级研究人员降低进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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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 
商学院角色
英国诺丁汉商学院院长巴贝克·亚兹达尼

(Baback Yazdani) 探讨全球商学院如何界定

其角色

今天全球商学院的数量已经超过 12000 所，

而且这一数字每年都在不断增长。这一数据

的背后是全球市场，包括学生、在职人员以

及企业雇主对管理教育的巨大需求。

根据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BS) 收集的数据，

每 7 名本科生中就有 1 人在学习商科或与商

业相关的课程。这相当于全国共有 20 万名

学生。目前，共有 7 万名本科生正在学习商

业、管理及相关课程，约占英国本科学生总

数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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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
今天全球商学院的数量

已经超过 12000 所，而

且这一数字每年都在不

断增长

1:7
…每 7 名本科生中就有

1 人在学习商科或与商

业相关的课程

12%
…约占英国本科学生总

数的 12%

除了英国以外，在全球其他地区我们也看到

了类似的增长，商学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这样的增长是需求旺盛的结果。所有利

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对商学院提供的教育

经验寄予了厚望。这也使我们商学院担负着

一种特殊的责任。

商学院的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利益分布十分

广泛的群体，远比我们最初的想象要复杂 

地多。图表 1 描述了商学院最主要的利益 

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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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想简单化

是行不通的，事

实上也仅有少数

几所商学院能真

正掌握其真谛

商学院可以根据其工作重心以及与利益相关 

者互动的方式，即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进行

分类。各商学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这也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和市场定位，以

及如何应对经营市场的压力。这些压力和市

场选择包括价格定位、排名和工作重心。

我们大致可以将商学院分为以下三类：

1：研究型

2：教学型

3：综合型

极的一端是那些注重优质教学质量、围绕教

学与学习体验建立市场地位的商学院；而

极的另一端是那些以研究为核心、反映其客

户基础与机构传统的商学院。这两种模式都

容易走向极端。第三类我称之为‘综合型’

商学院，研究与企业实践并重，努力将研究

与企业视角融入教学与学习体验中。

我们诺丁汉商学院的目标是成为综合型商学

院，教学与研究并重。但是随之而来的挑战

是争夺顶尖师资。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能

成功兼顾各项主要活动，真正成为综合型商

学院的数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尤其当排名成为商学院的一项主要目标时，

要兼顾各项主要活动是很困难的，因为顶

尖研究是排名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同样，

那些注重教学的商学院发现要在研究方面

有所建树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挑战。

然而，商学院可以通过研究、企业参与和 

教学三种活动的有机结合而获得最大收益 

（参见图表 2）。当然要想简单化是行不通 

的，事实上也仅有少数几所商学院能真正 

掌握其真谛。 

图表 1：  

商学院主要利益相关者

图表 2：   

主要活动交汇而获得的收益

教育 企业参与

研究

转变人与知识

研究

教育

社会与社区 
（包括未来几代人）

企业参与

当地、全国和 
全球企业与 
产业，公共与 
服务部门组织

政府

学生

父母

校友

行业研究团体

科学与知识界

研究／ 
公开资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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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商学院的综合模式

诺丁汉商学院采取‘中间’模式。这当然会

带来许多挑战，但是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精

心设计和实施的战略加以实现。

首先是我们的使命宣言，这也是最重要的。

使命宣言向公众传递“我们是谁”，如何判

断我们成功或失败，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使

命。诺丁汉商学院确定的使命是：提供兼具

学术性与影响力的教育与研究，通过知识与

人改变商业和组织。这提醒我们 —— 教授、

客户和利益相关者 —— 我们存在的目的是

服务我们的客户。对于有时只关注内部的管

理教育世界，我们发现这样的提醒是最有价

值的。

其次，在使命宣言的基础上我们着手界定每

一项重要活动：研究、企业参与以及教育。

诺丁汉的研究使命是开展对商业、管理和政

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研究。因此，我们确

定的方向是‘商业研发’而不是‘纯研究’。

我们通过公司和政府客户、通过我们的学生

在实践中检验研究。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我们的企业参与使命是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基于实践的学习，

培养最优秀的管理人才与商业领袖。

 

对于诺丁汉商学院而言，教育的作用与我们

坚持的综合立场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是设

计和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即使在

本科生层面，我们也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确

保理论知识应用于真实的商业环境中。为了

实施这一战略，我们与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他们每年提供 600 个就业机会。在

研究生课程中我们同样坚持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我们试图通过精心设计体现我们的使 

命；MBA 学生需要完成为期一周的小组咨

询项目、国际咨询项目以及基于行业或赞助

企业战略问题研究的毕业论文。

综合法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其一部分工作是

建立战略意图，但是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

意图。如同任何成功战略的实施，它同样需

要纪律和坚持。

在每个国家能成

功兼顾各项主要

活动商学院的数

量可以说是凤毛

麟角，少之又少

界定商学院角色　　作者：巴贝克·亚兹达尼

600
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和提

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课程。为了实施这一战

略，我们与企业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他们每

年提供 600 个就业机会
有关作者

巴贝克·亚兹达尼是英国诺丁汉商学院院长、产

品开发教授、英国商学院联合会副主席兼执委会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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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十年，商学院由于媒体排名发生了 

巨大变化，罗伯特·鲁宾 (Robert S. Rubin)、

埃里克·迪尔道夫 (Eric C. Dierdoff) 和

弗雷德里克·莫格森 (Fredrick P. Morgeson) 说 

1st

4th

2nd

5th

3rd

6th

7th

现在该是更加认真
评估 MBA 课程质量

的时候了

从排名 
到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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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媒体 

排名存在着很 

大的缺陷。我 

们的大部分指 

标并没有反映 

在媒体排名中

《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及

《金融时报》这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排

名正在推动 MBA 课程日益重视利益相关者

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我在商学院的同事

将以前的日子戏称为 “BBW” ——《商业周

刊》前的日子。商学院似乎听懂了其中的潜

台词：他们必须走出象牙塔，更加脚踏实地

地工作，努力提升 MBA 质量。毕竟，利益

相关者有权知道自己的资源投资最终将产

生怎样的结果。媒体排名对雇主行为、校友

捐赠、学生就业以及申请人质量的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 

普通大众对媒体排名的理解是，它们客观、

全面地反映了 MBA 课程最本质的产品： 

教育质量。然而不幸的是，学术研究表明 

排名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教育质量。我们 

相信，现在该是重新思考商学院评估的时 

候了，考虑如何从不完整的排名转向更全 

面的评级系统。

转向评级系统需要我们首先对管理教育质

量的必要标准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迄今为

止，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没有看到。我们最

近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系统界定和评估

MBA 课程质量的组成要素。我们的结论是，

商学院必须超越排名思维模式，转向更加科

学的评级系统。 

MBA 学术质量

我们查阅了有关教育质量的全部文献，其中

包括管理教育和高等教育两方面的文献。此

外，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媒体资料和认证标

准。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教育质量 300

多个不同指标。

经过进一步梳理，我们将以上 300 多个指

标归纳为 24 个重要指标，分为 9 大类。我

们邀请相应领域的专家对这些指标逐一进

行检验，最终得出以下质量模型：

1. 教学大纲：  

a) 内容，b) 实施，及 c) 课程结构

2. 师资：  

a) 资质，b) 研究，c) 教学，及 d) 总体质量

3. 就业： 

a) 校友网络，b) 职业发展服务， 

c) 公司／企业关系

4. 声誉：  

a) 市场对课程质量的认识 

5. 学生学习与结果： 

a) 个人能力发展，b) 学生就业结果， 

c) 经济结果，及 d) 学习结果

6. 机构资源：  

a) 设施，b) 财务资源，c) 师资投入， 

d) 学费及其他费用，及 e) 学生支持服务

7. 课程／机构环境：  

a) 多元性，及 b) 教育环境

8. 学员组成：  

a) 学生组成及总体质量

9. 战略重心：  

a) 组织使命与战略规划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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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质量的认识越深入，我们发现其复

杂程度越高。我们尤其需要避免所谓的“标

准问题”。课程质量涉及多个方面，对其进

行概念化并进行科学评估本身就是一件非

常困难的事。对于教育质量评估这样严肃

的项目，任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标准是

无法经受时间考验的。事实上，建立评估

系统时最容易犯的关键错误是，没有真正

理解关键指标就盲目开始进行评估。

基于我们的研究，现有的课程质量标准大

多缺乏多面性。当我们将自己的 24 个指标

与媒体排名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媒体排

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商业周刊》和《金

融时报》仅涉及 24 个指标中的 9-10 个，而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更少，仅有 4 个。

这意味着我们研究发现的最重要的指标中

有 60% 在媒体排名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体

现。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在用媒体排名解

读为总体质量标准时需要慎重。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利益相关者希望

了解某些指标（例如学生经济结果），而媒

体排名也确实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但是即

便如此，媒体排名涉及的许多指标处在商

学院的直接控制下。例如，我们的专家指出，

组成 MBA 课程质量的要素中可塑性最大的

涉及课程教学内容，可塑性最小的涉及声

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声誉

与机构变革的关联度最小，而另一方面它

却是驱动大多数媒体排名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也抓住了 MBA 决策者（如课程

管理者、副院长等）的反应。一些结果令

人深思。例如，仅有 9% 的决策者认为媒

体排名提供了总体质量的有效测量，但是

73% 的人回答说他们的机构非常重视媒体

排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学术界（甚至

发布排名的出版商）都知道，媒体排名存

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

况下，他们宁愿追逐排名游戏，而不愿认

真践行其教育使命。弗雷德里克·莫格森

与詹尼弗．纳赫刚对最近几年的排名情况

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无论教育质量是

否发生变化，排名结果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评级系统的优势

我们的多维模型为建立教育评级系统打下

了重要基础。这样的系统与媒体排名对比

具有以下优势：

多维性：评级系统可以帮助商学院建立“质

量档案”。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各自关心的

权重对质量进行更好的评估。评级在本质

上属于补偿性的，这意味着每家商学院各

自强调的课程质量内容可以得到更加清晰

的描述。

注重差异性（和相似性）：在质量评级方

面没有重大差异的课程可以被视为功能相

同。在考虑某些“基线”信息（如认证）后，

实际差异通过每一项质量标准得到更加清

晰的反映。

改进透明度：评级系统不限于所谓“最

佳”商学院，它鼓励商学院进行差异化竞

争。大多数媒体排名并不具有这样的透明

度。排名 15 位的商学院与排名 19 位的商学

院到底存在多大差距，这样的争论在我们

的评级系统中不会出现。

减少媒体排名中的“游戏”成分：评级

系统将有效减少商学院控制权重指标的不

当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一方面声誉与机构

变革的关联度最小，

而另一方面它却是

驱动大多数媒体排

名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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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重新界定 MBA 课程质量：更加全面的模型》(Redefining MBA Program 

Quality: Toward a Comprehensive Model)，作者：罗伯特鲁宾、埃里克

迪尔道夫（DePaul 大学）和弗雷德里克莫格森（密歇根州立大学）。

本项目得到了 GMAC 管理与教育研究院 2010 年度研究资助。

此外，评级系统也更加强调课程特色。它鼓励商学院建立

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更好地为其使命服务。与此相反，媒

体排名鼓励商学院追逐游戏，关注少数几个权重指标，而

置自己的教育使命而不顾。评级系统能根据任何一个给定

的指标清晰反映同一质量层次的商学院，而媒体排名对即

使是那些最微乎其微的差异进行无限放大。

尽管评级系统可以帮助商学院定级（如第一层级），但是

它对每一层级的商学院数量没有任何限制。在评级系统中，

它对任何质量层级的商学院数量限制完全取决于每一家商

学院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

评级不涉及谁是冠军，它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的是具有

一定灵活性、透明度和实用性的系统。全球已有数百家商

学院其课程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因此现在的排名系统

没有多大价值，它们只能模糊而不是区分各个课程之间的

差异和特色。例如，媒体排名对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实际掌

握的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而评级系统能更好地服务

于商学院的利益相关者，为他们提供更翔实的信息，帮助

他们进行更好的决策。

虽然评级系统具有许多优势，但是我们意识到许多人宁愿

一个能分出赢家与输家的系统，而不关注这样的数据是否

全面。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未能找到能替代排名与“排

名表”的更好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消费

者一定能接受基于评级的系统。

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坚信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任由媒

体排名对商学院的质量指手划脚。我们需要应用严谨的、

基于实证的决策系统，而这也是商学院最提倡的理念。

现在该是认真考虑责任的时候了。

从排名到评级　　作者：罗伯特·鲁宾、埃里克·迪尔道夫和弗雷德里克·莫格森

现在该是认真考虑

责任的时候了

73%
仅有 9% 的决策者认为

媒体排名提供了总体质

量的有效测量，但是

73% 的人回答说他们的

机构非常重视媒体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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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球经济仍处于上升阶段，而西

门子公司却深陷泥潭。这一工业巨头正面

临全球贿赂丑闻，它为此支付的各种诉讼

费、律师费以及审计费高达 25 亿欧元（英

国《卫报》2008 年）。彼得·罗旭德 (Peter 

Loescher) 临危受命，受聘担任公司新一

任首席执行官。他也是公司 162 年历史上

第一位从外部空降到西门子的高管。今天，

西门子一扫往日阴霾，成为道琼斯可持续

发展世界指数的企业楷模、合益集团 (Hay 

Group) 最佳领导力公司。 

西门子这一转型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在位于

慕尼黑附近的西门子全球领导力中心召开

了 CLIP 最佳实践分享研讨会。在本次研讨

会上，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全球组织实现成

功转型的四个关键因素：

西门子如何从一家问题缠身的公司实现华丽转

身，一跃成为企业楷模？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最近召开的 CLIP 研讨会上，安德鲁·罗奇

(Andrew Rutsch) 描述了公司学习在这一战略重

塑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打破边界…
…加速企业转型：

西门子转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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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1
找到合适的人

病人康复需要输入新鲜的血

液。在极短的时间内罗旭德

更换了集团 90% 的管理委

员会成员、70% 的二级管理

人员以及 50% 的三级管理人

员。三个层面共 1000 个领

导职位通过内部选拔和外部

招聘实现重新上岗。罗旭德

将危机看成是更换领导团队

和领导文化的机会，最终实

现公司的转型。

因素 2
加强合作

同一个西门子战略意味着整

体永远大于个体之和。这是

实现公司转型的第二个关键

因素。公司开始转向基于大

部门的组织架构，打破边界，

集中产品、知识和人员共同

为医院、城市提供综合解决

方案。直接向管理委员会汇

报的 90 个下属，他们相互

之间以及他们各自领导的部

门之间如何进行有效合作，

是评估其绩效表现的最重要

的依据。传统的激励机制过

于注重结果，而西门子认识

到合作才是实现最终目标的

重要途径。

因素 3
战略决策采用由外到 

内思维

新上任的领导团队必须作出

艰难的决定。例如，铁道事

业部在一年内就彻底扭转局

面，靠的就是由外到内的思

维，认真研究汽车生产商是

如何开展业务运作的，他们

在变革过程中又是如何激励

员工的。另一个例子是西门

子公司在中国由中国工程师

开发的 Somatom 双源 CT 技

术，在推动医疗事业部的创

新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今

天，这一新技术已经成为明

星业务，出口到全球许多地

区。与此同时，西门子邀请

患者与员工进行交流，从而

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想法，使

每个人认识到他们的使命不

仅仅是开发技术，而且帮助

患者治愈康复。

因素 4
速度、速度、速度

西门子面临的危机要求公司

作出果断的反应与行动。公

司认识到，如果公司学习的

速度不能比环境变化的速度

更快，公司将面临严重的生

存危机。今天，西门子对现

任和后备领导的系统评估侧

重其学习能力及远大志向。

因此，变革领导力与执行力

已经成为西门子有效领导者

的关键素质。

图片说明： 

世界上第一架混合动力飞行器 DA36 E-Star

节能高效，飞机依靠一台内燃机和西门子电动

机驱动。

图
片
由
西
门
子
公
司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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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学习的作用

西门子卓越领导力培训与高层经理培训是

这一转型过程中两个关键因素。西门子卓越

领导力培训是人力资源部的一部分，与高层

经理培训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后者直接向公

司首席执行官罗旭德汇报。在西门子，公司 

主要领导和后备人选的培训与发展方向是首 

席执行官优先考虑的重要事项。西门子卓越 

领导力培训通过设在德国费尔达芬 (Feldafing)

的全球领导力中心提供最重要的培训平台。

为了更好地支持公司转型，西门子卓越领导

力培训与高层经理培训通力合作，在组织层

面强化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

与此相反，传统的公司学习很少关注组织层

面。它通过领导者直接培训帮助企业实现转

型，这样的培训方式目前已经高度社会化。

它的好处是，它对领导者个人和团队层面的

培训非常有效，但与公司其他关键要素之间

缺乏互动和合作，例如研发、经营以及培训

等，而这些因素同样是公司实现组织转型的

重要力量。打破边界、集中力量推动企业转

型，意味着公司学习必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当然这同样适用于西门子其他业务部门。 

许多创新发生在

公司边缘地带

图
片
由
西
门
子
公
司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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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企业转型

西门子成功转型的故事告诉我们，企业必须

打破横向和垂直边界，通过关键利益相关者

的通力合作，共同创造和加速可持续的企业

转型 (Rutsch 2012)，而在这一过程中西门子

卓越领导力培训与高层经理培训起到了关

键的作者用。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涉及内

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客户或医院患者。

而各个层面之间的垂直合作涉及变革流程

中的员工或者象 Somatom 双源 CT 技术从

地方解决方案上升到全球层面。

事实上，实践证明许多创新发生在公司边缘

地带，发生在最接近客户和供应商的销售和

技术人员身边。因此，对环境中出现的早期

信号及时作出反应和行动需要公司对自下

而上的新思想以及自上而下的全方位合作

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Rutsch 2012)。这样，

公司就不需要等到领导层意识到变革需求

时再采取行动。2007 年的西门子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当时媒体和投资人强烈要求公

司进行改革。

西门子的故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公

司学习应该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应该推动

横向和垂直合作，鼓励关键利益相关者打

破边界，共同创造和推动持续的企业转型

(Rutsch 2012)。

打破边界、加速企业转型，这是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最近召开的 CLIP 最佳实践分享的

研讨会上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而西门子成

功转型的故事则给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有关作者

安德鲁·罗奇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企业学习合

作伙伴特别兴趣小组联合创始人兼学术顾问。目

前他是圣加仑大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Capgemini

大学咨询顾问。与瑞士 IMD 商学院合作，安德鲁·

罗奇正在撰写 Capgemini 大学的案例，探讨它在企

业转型中的作用。

打破边界到加速企业转型 —— 西门子转型故事　　作者：安德鲁·罗奇

图
片
由
西
门
子
公
司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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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
行动战略”实现商学院

转
型

乔
治

·
叶

(George Yip) 为我们描述了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如何通过
行
动

战
略
实
现
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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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组织行为学教授告诉我们，战略转型

的最好方式是设计一个共同参与的正式流

程。然而，荷兰 Erasmus 大学鹿特丹管理

学院在实施转型，从纯学术导向转向学术与

企业联系并重的过程中，新上任的院长乔

治·叶拒绝了这样的做法。相反，作为空降

兵的他成功运用了“行动战略”。

作为一名战略学教授和管理咨询顾问，我长

期研究、传授和运用战略转型流程。但是当

我自己成为商学院院长开始付诸于实践时，

我拒绝正式的变革流程，而采用了“行动战

略”。我认识到大多数教授反对变革，而正

式的变革流程将导致质疑、争论而不是行

动。此外，作为空降兵和外国人，我怀疑自

己迅速实施变革的能力，在一个强调通过反

复讨论达成共识的文化中，要在短时间内说

服大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没有太多的时

间，我只签了四年的合同，到期后我将到

了法定退休年龄。因此，我决定避重就轻，

从战略行动着手，这不需要太多的讨论与批

准。我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

观念。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理查德．

帕斯卡曾经这样说过，“按自己的行动方式

进行更好的思考比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

更好的行动要容易得多。”

与企业转型流程相比，商学院存在三个主要

的区别。

首先，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共同的财务绩效目

标动员每一个人。而在学术界，我们没有共

同的目标。事实上，商学院内部争论最大的

就是如何确定目标、确定什么目标。

其次，企业组织的领导者拥有许多大棒和萝

卜可以动员一切力量，包括员工解聘与升迁。

而在学术界，被解雇风险最大的是院长。在

我担任鹿特丹管理学院院长期间，先后有三

位顶级欧洲商学院的院长在任职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被迫辞职。第三，商学院遇到的变革

阻力比企业更大。大多数组织程序和日常事 

务使商学院更关心学术而不是与企业的联系。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当我于 2008 年

1 月上任时，鹿特丹管理学院是一所相当规

模的商学院，大约有 175 名全职教授、175

名其他员工、75 名博士研究生、7500 名其

他各类学生以及 20 个学位课程。学院的法

律结构也很复杂，存在两个独立法人，一个

是公立，另一个是私立，各自拥有不同的教

学大楼。直到四年前，这两个独立法人才

进行合并。公立法人拥有全部全职教授以

及理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而私立法人

开设了 MBA、EMBA 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它拥有自己的监事会，由联合利华前首席执

行官担任主席。公立法人设有8个独立系科，

系主任权力很大。每个系科都是独立核算单

位，拥有自己独立的账户。

理查德·帕斯卡 (Richard Pascale)

按自己的行动方

式进行更好的思

考比以自己的思

维方式进行更好

的行动要容易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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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学董事会达成了许多四年任期目标，

其中包括高层经理培训、MBA 和 EMBA 收

入实现增长、排名逐步上升、积极开展筹

资（以前未开展过）、加强与企业联系，以

及提高媒体曝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

维持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以及高质量的本科

和硕士学位课程。这些目标是大学董事会为

我制订的，因此我无需再和管理学院的教授

进行讨论。我要避免一开始这些目标就受到

质疑。此外，实施战略行动不需要很大的 

“意愿”。

实现目标的关键战略

私立法人的大部分教学，更确切地说超过

80% 的教学都聘用访问教授。因此，我们

设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进一步提高公立

法人和私立法人的整合水平。于是我开始深

深卷入私立法人的管理。当时担任私立法人

的院长告诉我，这样做大家都没有发展空

间。随后他选择了离开，找到了更好的机 

会。在与监事会和大学校长的沟通过程中，

我试图说服他们我们不需要寻找他的替补，

我完全可以代替其角色。作为应对措施，我

新任命了一位主管教授的副院长。他也是目

前各个系科资历最老的系主任，深受大家尊

敬。后来他也成为我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

他来自内部，我来自外部，这样的组合能形

成互补。后来当我退休离任时，他接任商学

院院长一职，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

另一个目标是改变教授的思维和行为，使其

认识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必要的，但

要想成为顶尖商学院还远远不够。当我加盟

时，每年发表的 300 多篇论文中仅有 1% 是

发表在管理期刊上，而且都不属于一流管理

刊物。我决定推出一项奖励措施，凡是在顶

级管理期刊，如《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论文

的教授将获得最高为 15000 欧元的奖励。此

外，我还邀请这些顶级刊物的编辑为我们的

教授进行培训。当教授收到管理期刊刊用

通知时，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电子邮件送

上我的祝贺；但如果他们在学术期刊发表，

我不会表示祝贺。为了帮助教授更好地理

解学术文章与管理文章之间的差别，我们

推出了《鹿特丹管理学院视点》季刊 (RSM 

Insight)，聘请杂志记者将教授发表的学术

论文重新改写成适合管理人员阅读的、篇幅

压缩在两页的文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的教授真的开始向管理期刊积极投稿

并得到刊用。

或许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我们的研究院。据我

所知，鹿特丹管理学院对学术出版的要求是

最严格的。即便是正教授也需要在学术刊物

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获得工作量的

减免。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我就试图说服 

研究主任，顶级管理刊物，如《哈佛商业 

评论》、《斯隆管理评论》和《加州管理评 

论》，应该视为等同于学术期刊，在这些顶

级管理刊物发表论文的教授应该享受相同

的课时减免政策。在我任期结束前，研究主

任终于同意提升这三本顶级管理期刊的地

位。这是我最好的告别礼物之一。

图
片
由
鹿
特
丹
管
理

学
院
提
供

图
片
由
鹿
特
丹
管
理
学
院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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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动战略

我们还制订了许多其他行动战略：

– 如果我告诉金融学教授学术论文对实践

没有直接影响，他们一定会反对。为了避免

这样的争论，我组织了由实务者和金融学教

授共同参加的研讨会。事实上，最好的一次

活动就是由我发起但由教授自己组织的那

一次研讨会，使他们认识到企业高管共同参

与的必要性。

– 我对公司顾问委员会进行了重组，使其

重新焕发了活力。重组后的公司顾问委员会

由来自不同公司的高管组成，就商学院当前

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与此同

时，我也邀请核心教授参加公司顾问委员会

会议，搭建学术与实践对接平台。

– 我不仅自己在筹资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 

而且也让教授一起参与，这也是展示加强与

企业联系的重要性的好机会。在一个还没有

形成教育捐赠文化的国家，我们成功筹集到

了 200 多万欧元。

– 我设立了企业与校友关系事务部主任一

职。我将这一职位和市场部主任纳入学院最

高管理团队中。我们与教授进行沟通， 

告诉他们校友是我们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人。

– 市场部主任启动了新一轮的社交媒体宣

传运动，发动教授、员工和学生开展个人行

动计划：“我将……”

– 全职教授对高层经理培训参与程度很低。 

我招聘了新的主任，和他一起我们共同说服

教授参与高层经理培训将给他们带来经济

与学习的双重利益。

– 教授对排名关注程度不够。因此，每当

新排名发布时，我在第一时间发邮件告诉 

教授，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具体排名情况， 

强调排名与收入和研究投入之间的关联。 

成功提高教授关注程度后，我们在许多媒 

体的排名也获得了回报。2010 年末我们在 

《金融时报》的排名上升到欧洲第 6 位。

新的商业模式

先改变行为、再改变态度这样的顺序使我们

发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直到我上任两年

半以后我们才开始尝试改变态度。这样做的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开始讨论教授如

何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如何进一步整合私立

法人和公立法人两个主体时，教职员工已经

看到许多事是可以去做的。因此，他们也有

更多的意愿去做更多的事。在我任期行将

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实现了耐克公司的口号：

“Just do it”。而我们的管理学院也有了健康

的财务盈余。

通过“行动战略”实现商学院转型　　作者：乔治·叶

有关作者

乔治·叶是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荣誉院长，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和中国创新中心联席主

任，帝国学院商学院访问教授。

gyip@ceibs.edu

学术机构在制度
上存在许多变革
障碍

200 万
欧元
在一个还没有形成教育捐

赠文化的国家，我们成功

筹集到了 200 多万欧元

6
对排名更加关注后，我们

在 2010 年末《金融时报》

的排名也跃升到欧洲第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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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哈索斯 (Stephanie Hussels) 描述了英国克兰菲

尔德管理学院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如何利用案

例写作在 MBA 课程中实现研究、教学和实践三者之间的

有机结合

案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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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贝塔尼创业中心成立于 

2006 年，因 MBA 校友蒂姆·贝塔尼 (Tim 

Bettany)捐赠设立创业学教席而以他名字命

名。目前，创业中心开展的创业活动覆盖五

大领域：国际研究、研究生课程、交流平台、

技术转移以及高层经理培训。 

本文描述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如何将高层

经理培训和研究生课程联系起来、相得益

彰，使创业者和学生共同受益。高层经理

培训（参见图表 1）覆盖整个创业生命周期，

从创办、成长到收获和退出。高层经理培

训的旗舰课程是“企业成长课程”，这也是

英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所有者 —— 经理人培

训课程。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 25 年，帮助

1250 名所有者 —— 经理人实现了商业和个

人梦想。

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四分之一的 MBA 学生

在毕业 10 年内选择自主创业。基于这一考

虑，MBA 创业学选修课覆盖整个创业生命

周期。在课程学习期间，MBA 学生需要同

时学习两方面的内容：从投资人角度评估

一家新创办的企业，撰写商业计划书获得第

一手的经验。在课程结束时，他们需要接触

真正的投资人。为了加强实用性，整个课程

采用案例教学。这些案例基于大家耳熟能详

的企业。因此，最近几年克兰菲尔德的创

业学教授开发了大量的案例（参见图表 2）。

此外，案例写作也列入 MBA 创业学选修课

的教学内容中。学生可以选择撰写案例和教

学教案作为商业计划书的备选。

如何确保成功？

在选修课开课前，我们通过高层经理培训筛

选一部分有可能成为最佳案例的企业。在第

一次预备课上，我们向学生简要介绍这些企

业。当课程正式开始后，学生将以小组（一

般为 5-6 人）为形式撰写案例和教案。

学生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寻找自己希望

研究的企业。为了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专

门增加了案例写作课，介绍商业案例的结构

以及如何撰写案例与教案。我们特别强调了

写作技巧与规范，探讨创业过程中最常遇见

的问题与挑战，鼓励学生在撰写案例时着重

考虑这些问题。此外，我们还与学生一起讨

论，在他们眼里什么样的案例才是最好的案

例。我们将大家的观点记录在案，在组织学

期研讨会、各小组向全班回报时用作提示。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公司背景、着重探讨

某一个核心问题，第一次研讨会的重点在案

例本身，而第二次研讨会则要求他们联系

课堂学习的理论，递交相应的教案。图表 3

罗列了前几次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学生通

过公司拜访、与创业家和公司主要员工交谈

获得灵感和体验。

在递交案例与教案由指导老师进行评分的

同时，MBA 学生也需要将最终定稿递交给

相关公司。最佳学生案例经过指导老师进

一步修改润色后将推荐给欧洲案例分销中

心 (ECCH)、学术期刊以及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年度案例大赛等。

  

2006
贝塔尼创业中心在克兰

菲尔德管理学院成立

25
“企业成长课程”连续

开设了 25 年，这也是 

英国历史上最悠久的 

所有者 —— 经理人培 

训课程

1250
至今为止已经帮助 1250

名所有者 —— 经理人实

现了商业和个人梦想



52  
www.efmd.org/globalfocus

对所有相关者的利益？

学生在创业学课程中学习案例写作将收获

许多好处。研究一家企业的历史、结构和流

程，并撰写相关案例和教案是测试学生对相

关经济与管理理论的理解、理论联系实践的

最佳工具。尤其是教案，需要学生思考重要

的学习点，从而帮助他们理解和评估有关各

方作出的选择，最终与课堂学习的理论联系

起来。大多数 MBA 学生来自公司背景，案

例写作为他们提供了了解创业企业运作的

重要流程。此外，撰写案例和教案可以培养

学生利用当前（经常也是有限的）信息进行

决策的能力，使他们感同身受创业者的心路

历程，探讨真实的商业问题。学习来自行 

动。如果案例被欧洲案例分销中心或学术期

刊采用，这将给学生简历增加砝码。与创业

者共同探讨问题、在研讨会上呈现自己正

在撰写的案例、听取其他‘客户’的反馈，

这是学生培养人际关系、软技能、时间管理

和沟通能力的重要途径。

参与这一过程意味着公司需要时间投入 —— 

通常需要接待学生两三次访问，但是它也给

企业和创业者带来许多好处。例如，企业和

创业者可以扩大自己在学生中间的知名度，

方便他们招贤纳士。Cobalt 电话技术公司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名叫乔安娜·米

勒 (Joanna Miller) 的 MBA 学生在毕业后选

择加盟该公司，现在已经担任公司的执行董

事。与此同时，案例递交后也经常成为公司

内部培训的基础。而创业者则定期受邀回到

克兰菲尔德，在课堂中与学生一起分享案例

心得。一方面创业者可以通过分享自身的经

验为教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课堂讨

论从校友和学生那里获得新的启迪。参与

课程的企业将这样的机会看成是回到学校、

参与学校教学的良机。特里斯特拉姆·梅修

(Tristram Mayhew)，GoApe! 公司的‘首席

大猩猩’说，“克兰菲尔德的企业成长课程

助我一臂之力，使我的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克兰菲尔德将我的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

象是我们的荣耀，对我们的内部培训帮助很

大。”此外，相关企业还能通过案例大赛和

案例发表获得一定的曝光率。

2002 年，罗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 和

大卫·莫里安 (David Molian) 撰写的 Hotel 

Chocalat 的案例获得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案例大赛大奖。该公司参加了 2000 年企业

成长课程，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 100

家成长最快的企业之一。2005 年和 2009 年，

另两个企业案例 IViewCameras 和 Pacific 

图表 1： 

贝塔尼创业中心高层经理培训课程

撰写案例和教案可
以培养学生利用当
前信息进行决策的
能力，使他们感同
身受创业者的心路
历程，探讨真实的
商业问题

公司定制课程

渴望成功的 
创业者

起步

GBP 
企业成长课程

GBP 
相关课程 价值论坛： 

收获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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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斯蒂芬妮·哈索斯是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创

业学讲师。

更多信息

如想进一步了解贝塔尼创业中心，请登录网站：
www.cranfield.ac.uk/som/bettany 

案例写作　　作者：斯蒂芬妮·哈索斯

Direct 同样获得了成功。最值得一提的是，

由大卫·莫里安和斯蒂芬妮·哈索斯撰写的

GoApe! 案例获得了 2009 年度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案例大赛创业学类别大奖。

结论

将案例写作作为 MBA 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是

实现研究、教学和实践三者有机结合的最佳

途径。这与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积极倡导

的“将知识转化为行动”这一校风一脉相承。

它对所有参与各方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

且这一切还很有趣！

图表 2：  

案例研究参与企业

案例

企业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有哪些核心问题？

本案例是否存在其他结果？

本案例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得出其他

结果？

本案例是否是一次探索之旅，甚至

提供了其他有趣的惊人发现？

本案例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 

中立、准确？

本案例结构是否清晰，是否通俗 

易懂？

教案

本案例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这些目标与理论如何联系起来？

目标读者是谁？

课堂内容的结构是什么？  

推荐的教学方式是什么？ 

本案例是否还存在其他资源？ 

 

案例写作与克兰菲尔德管理
学院积极倡导的“将知识转
化为行动”这一校风一脉相
承。它对所有参与各方都是
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这一
切还很有趣！

小组的说服力

幻灯片的质量

其他

图表 3：  

研讨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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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夸尔斯 (Lin Squires)

和艾尔玛·哈斯曼 (Elmar 

Husmann) 指出，我们对开

放教育 (open education) 的认

识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

现代产业史曾经出现过许多案例，一些受人

尊敬的知名大公司因为不能在第一时间看

清破坏性革命的早期信号而惨遭市场淘汰。

以音乐产业为例，旧有的商业模式因网络文

件共享技术的出现而被逐渐边缘化。在信息

产业，开放源代码技术尽管遭到了软件业最

初的竭力抵制却依然迅速崛起。

今年初欧洲学习产业集团 (European 

Learning Industry Group，ELIG) 对学习产

业和高等教育的 80 多家机构进行了调研，

试图揭开他们在接受开放教育方面为何如

此犹豫不决的真实原因。其结论是，如果不

积极参与开放教育，对其生产、使用和实践

继续熟视无睹，学习市场的许多机构将面临

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开放教育的认识与现实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们对什么是开放

教育，它对学习市场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

甚了了。任何机构如果以内容、服务或者产

品作为学习主要手段，那么它就应该理解什

么是开放教育，应该理解其相应的概念如开

放教育服务、资源与实践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开放教育已经成为学习

市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许多尝试获得了

巨大成功。更重要的是，开放教育提供了与

正规教育、工作培训或者非正式学习完全不

同的知识获取方式与学习体验。

缩小  

距离  

未来已经到来。她只是没有

均匀分布
威廉·杰布森 (William Gi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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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资源例子

2000 年，杰米·威尔士 (Jimmy Wales) 和

拉里·桑杰 (Larry Sanger) 推出 Nupedia

项目，这是一个网络开放教育资源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发布经各领域专家进行评审

的内容。2001 年，维基百科作为衍生项目

推出，鼓励合作发布 Nupedia 内容。2003 

年，维基百科英国已经发布 10 万条词条。

2011 年，维基百科英国一跃超过 360 万条

词条，成为世界上第 7 大最受欢迎网站。

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启动开放课件计划，

不久其全部课程资料作为开放教育资源发

布。2011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教育资源

已经包括 2000 多门课程，全球约有 1 亿学

习者受益。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麻省理工

学院的品牌以及全球影响力。

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和维基百科这样家喻户

晓的例子，我们的研究还涉及其他 25 项开

放教育项目。最近的开放教育质量项目收集

和分析了 58 个案例。目前，这些开放教育

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都是学者，他

们贡献了时间、内容甚至部分资金。正是

由于这些特性，许多商业机构拒绝将开放

教育作为自己市场领域。然而，毫无疑问

开放教育将为营利组织带来与非营利组织

同样多的机会。

什么是开放教育？

开放教育是： 

“免费、公开使用电子开放教育资源与电

子教育工具以及相关虚拟教育社区，以

合作和交互的方式学习、传授、交换或

者促进知识。” 

“开放教育的方式与原因”，合作创造力集团：

http://tinyurl.com/43q6g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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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潜在开放教育／开放教育资源市场价值链

解决方案

服务

内容

基础设施

技术平台

学习产业：

支持性产业：

企业 
—— 私有部门

政府与公共部门 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非正式与终身

由组织发起的开放教育／开放教育资源已经出现

开放教育／开放教育资源标准建立与嵌入

将开放教育／开放 
教育资源融入现有 
工具与平台中

与开放教育／开放教育资源相关的免费增值产品与服务

内容提供者将开放教育资源融入现有产品中，同时将现有产品转化成开放教育资源

支付评估服务费

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 我们的产

业面临着新一代学习者的需求，他们伴随着

合作式学习、社交网络和社会工作计划而成

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开放教育资源就已经

说明了问题。最新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学院

的开放课件在全球超过 1 亿学习者。

人们经常将开源软件和开放教育联系在一

起进行比较。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许多相似

处，包括相同的理念：合作开发开放资源是

最有效的方式。然而，开放教育中的开放不

仅仅涉及授权与开发，它还涉及内容、质量、

出处以及特定使用背景等。

与开源项目的治理不同，开放教育中不存在

组织权威，监督每个部分如何与整体联系起

来。它更多地依靠各种开放资源如专家评审

作为确保质量的治理机制。学习者可以从不

同的开放资源中收获学习，而无需象正规

的学历教育或系统技能培养那样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因此，绝大多数开放教育项目

寻求开放教育资源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平衡，

只是最近我们才看到完整的课件出现。欧

洲学习产业集团最近在联合国大学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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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University) 的协助下尝试与多家供应商合作推出

网络 2.0 时代的商业与管理公开课程 (http://www.open-ed.

eu/index.php)。

开放教育目前的分销模式既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同时也

隐藏着巨大的机会。开放教育将成为多元生态系统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生产者和

消费者创造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加以鼓励和资金扶持。

事实上，目前的许多项目都是由单一资金或机构推进的。

欧洲学习产业集团的研究显示，许多人都认为，欧洲的开

放教育和资源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得到了大学、基

金会、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的有力支持，他们共同提供了最

主要的资助。

对于开源软件而言资助和拨款同样非常重要，但是其主要

资金来自商业机构。这表明市场对此有着浓厚的商业兴趣。

开放源代码的资金来源

–  Mozilla 基金会每年获得 7500 万欧元的资金，分配给许

多开源软件项目。Mozilla 基金会的最大捐资人为谷歌。

–  另一种支持模式是商业项目捐赠源代码以及软件开发工

程师的时间。例如，IBM 将自己的一部分软件开发能力

捐赠给 Linux。

– Moodle 主要得到了开放大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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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告诉我们，开放教育依靠公共资金这一模式在当前欧

洲经济环境下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与学习产业建立互

利的合作伙伴模式。

然而，除了少数个案外，开放教育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

和资金模式，与开源软件不同，它对商业机构的吸引力不大，

也无法彻底脱离公共资金。其实，象 Moodle 这样的学习

管理工具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已经说明教育的开放在商业

上是可行的。Moodle 是一种源代码完全开放的软件解决方

案，也是许多开放教育课程的基础，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至 2011 年，Moodle 已经在 214 个国家得到了应用，

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 4500 万。学习平台与技术供应商对

开放标准的巨大支持进一步提高了开放教育的商业可行性。

这里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开源软件的经验，通过新的方法、

新的模式和新的服务获得足够资金，实现可持续发展。

开放教育项目的开发和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正在稳步推进，

然而商业模式与新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远远滞后其

发展。

学术机构在推动开放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单

凭他们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将开放教

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做到这一点。

开放教育如果没有学习产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商业机

构的参与是无法真正发展的。与此同时，商业学习产业也

不能对开放教育熟视无睹，因为开放教育顺应了网络时代

人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偏好。政府机构应该鼓励风险资本

进入开放教育，培育创新种子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样的

效果将远远好于资助个别项目。此外，学习市场中的现有

竞争者也将面临新进入者的威胁，其中包括社交网络提供

者、通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内容平台商，他们将颠覆

学习市场，采用开放教育作为自己的竞争基础。目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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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 万学生正在使用谷歌免费的教育应

用软件，而 iTunes U 也为网民免费或以很低

的价格提供 35 万个教育视频和音频文件。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人们对开放教

育的热情，但同时也掺杂着一种不确定性的

情绪。

学习产业中的商业机构忽视开放教育是危

险的。但是不仅仅如此，开放教育也为整个

产业提供了契机，可以创造更大影响，带来

创新产品与服务，满足年轻一代热衷于网络

的需求。开放教育可以成为未来最主要的模

式。我们应该积极准备，抓住机遇，热情参

与这一发展进程。

214
至 2011 年，Moodle 已经 

在 214 个国家得到了应

用。Moodle 是一种开源 

软件解决方案，也是许 

多开放教育课程的基础…

45m
…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

4500 万

有关作者

艾尔玛·哈斯曼是欧洲学习产业集团副秘书长，

IBM 创新政策与管理高级顾问。

林·斯夸尔斯是欧洲学习产业集团和德鲁克欧洲

学会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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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领先组织越来越要求在用户体验和注重技术传统这

两者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商学院如何满足这一需求？ 

威廉·格里博斯 (William M. Gribbons) 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 13 年前，宾利大学 (Bentley University)

认识到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人与技术之间的

互动关系，这就是当前管理教育正在兴起的

“人性因子”(human factor) 学科。我们看

到技术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品，而不再是

一种差异化竞争优势。我们注意到企业对信

息技术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不满意，而其生

命周期成本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造成这

一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过于注重技术，

而忽视了终端用户或消费者的需求与能力。 

无论是建立内部信息技术系统，还是在公开

市场进行产品竞争，企业都必须制订新的战

略，注重用户体验。

长期以来，‘人性因子’作为一门研究生课

程总是与工程学院或者心理学系联系在一

起。而在宾利大学，我们将这一课程设在商

学院内，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的课程之一。

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以及对企业的启示有

两个方面：

1.  在开发与实施信息技术时，商业、监管

与技术需求必须与终端用户的需求和能

力（人性因子）结合起来。

2.  对于商业技术产品生产商或技术驱动型

服务提供商而言，竞争不仅仅涉及核心

技术能力，更是由用户／消费者体验质

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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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市场的规则已经发生改变，商学院必须做出相应的变

化。尽管今天的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复杂的信息技术架构，

但是商学院经常质疑信息技术在 MBA 课程中的作用。我们

认为它在管理教育中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商学院在注重其

战略、技术与管理的同时必须更加关注技术的使用者，即

人性因子。MBA 课程中涉及产品管理以及新技术产品开发

与市场营销的内容，人性因子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在今

天的竞争环境中，仅仅注重技术的工程与功能已经不再适

应时代的发展了。

市场的变化不是一夜间发生的。我们在 25 年前就看到了从

注重技术与流程慢慢演变成 90 年代开始关注技术的实用

性，发展到今天开始注重用户体验这样一种趋势。大多数

信息技术企业和商业技术生产商正在适应这些新的变化，

满足这些新的需求。这一变化并没有降低技术本身的重要

性；相反，每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增加了价值。将信息系统

开发与实施和用户需求与能力进行系统整合的信息技术企

业，通过改进系统验收、提高生产力、降低差错率以及培

训／支持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生命周期成本。技术产品的

商业市场也收获了相同的利益，通过更加关注终端用户获

得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宾利大学，我们建立的用户体验模式注重满足技术生产

商以及技术驱动型服务提供商的独特需求。我们通过跨学

科建设将商业与艺术和科学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

将用户体验定义为人的行为、需求和能力与技术和服务的

核心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环境，这一体验可

能涉及心理、文化、生理或者情感因素 —— 而更多的时候

是这四种因素的综合体验。我们通过对使用环境的深入研

究与评估实现体验最大化。为了避免过去过于注重技术的

错误，我们的用户体验模式试图在用户视角与企业目标之

间，包括与技术和法规要求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这一平

衡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特定的条件和要求作出相应

的变化。

事实上，这一模式也已经成为宾利大学设计新课程和研究

咨询中心的指导原则。我们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背靠大学母体。最好的教育体验建立在以人为本以及

严谨的研究基础之上，需要了解用户和企业需求，探索各

种创新设计方案。部分学生完全聚焦用户体验研究，而许

多 MBA 学生获得商业和人性因子双学位，以产品管理为自

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与市场营销学同

事的合作，探索用户体验对他们课程的意义。在许多品牌

技术企业，用户／消费者体验本身就代表了品牌。

商学院经常以毕业生的就业作为衡量其成功的标准。而我

们培养的学生了解用户、熟悉企业目标、知道如何实现技

术潜力，这样的专业人士深得信息技术与商业开发组织的

欢迎。作为用户体验专业人士，他们与商业分析师、信息

技术项目经理以及产品经理通力合作，通过创新研究与设

计使用户体验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生产商与领先商

业组织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工具。新的技术能 

否真正满足用户需求，商学院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一切

需要时间证明。我们坚信，用户体验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位置。

这一体验可能涉及心理、文
化、生理或者情感因素 —— 

而更多的时候是这四种因素
的综合体验

有关作者

威廉·格里博斯博士是宾利大学 (www.bentley.edu) 信息设计硕士课

程主任，宾利大学设计与实用研究中心创始人兼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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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

EFMD 2012 | www.efmd.org/conferences

2012 年 2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
院院长与总干事会议

日期／地点 

2012 年 2 月 2-3 日／诺丁汉， 
英国
主题

商学院院长感兴趣的……
主办方

诺丁汉商学院，诺丁汉特伦特大

学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研究管理：建立欧洲研究领导力

日期／地点 

2 月 8-9 日／布鲁塞尔， 
比利时
主题

建立欧洲研究领导力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高等教育 
研讨会

日期／地点 

2 月 14-15 日／苏黎世，瑞士
主题

未来设想与方向
主办方

洛兰奇商学院

2012 年 3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研讨会

日期／地点 

3 月 1-2 日／柏林，德国
主题

管理教育未来：关键问题
主办方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创业

研讨会

日期／地点 

2012 年 3 月 5-6 日／ 
马斯特里赫特，荷兰
主题

企业、家庭与机构如何建立创业

价值：教育者、研究人员、政策

制定者与创业者视角
主办方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国际

事务、对外关系、企业关系、 
市场营销、公共关系、传播及 
校友事务大会

日期／地点 

3 月 21-23 日／里加 (RIGA)， 
拉脱维亚
主题

对外关系的创新途径
主办方

里加国际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2 年 3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MBA
会议

日期／地点 

3 月 28-30 日／马斯特里赫特，

荷兰
主题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MBA
会议
主办方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2012 年 5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年会

日期／地点 

5 月 13-15 日／索菲亚－安提波

利斯，法国
主题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年
主办方

SKEMA 商学院

2012 年 6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博士
课程研讨会

日期／地点 

16 月 11-12 日／克兰菲尔德，

英国
主题

全球趋势与可选模式
主办方

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efmd.org，

查阅“会议与学习团体”一栏，或发邮件至 

info@ef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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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盘点现在、展望未来：员工绩效》，经济学人智囊团报告，2008 年

参与课程的教授将获赠《项目管理协会基础标准》和 

《项目经理指南》，总计价值 227美元。

登录 www.PMI.org/SmartGlobalFocus下载项目管理协会智慧启动课

程工具包，指导您如何启动项目管理学习。

这是帮助您的学生获得知识、证书和人脉资源的绝佳机会，

从而确保其未来就业和职业前程。作为项目管理模块一部分，

项目管理协会的注册项目管理师证书 (CAMP) 和会员资格将

为您的学生带来无数利益。

经济学人智囊团 (EIU) 的全球

调研表明，许多高层管理者

认为项目管理是“现在和未

来成功唯一最重要的技能”。1

让您的学生获得
独特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全球项目管理证书与项目

管理协会 (PMI) 会员的力量

项 目 管 理 协 会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最佳学习案例

案例教学研讨会

安全学习之地

无论您是案例教学的老师，还是案例作者或学生，我们的每一次

案例教学研讨会都将极大地提高您的技能与快乐。

公开课程

公开研讨会包括两方面内容：案例写作与教学的一般技能，以及与短期培

训与本科教学相关的特定内容。研讨会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定期举办。

定制培训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在您所在城市或地区举办定制化的案例教学研讨会。

这些按需定制的活动将与您所在的组织进行紧密合作，确保您的学习目标、

时间安排和预算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对于学生

案例教学的成功取决于学生是否能很好地理解案例。我们的研讨会从如何

阅读案例、分析案例，如何参与案例讨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着手，帮助

学生获得最大收获。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ecch.com/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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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推出全球导师项目，践行其推动全球

卓越商业和管理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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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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