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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掌舵
商学院新航向
苏 • 考克斯履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副总裁探讨其新角色 

全球聚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业杂志

您的申请人胜任今天以数据驱动的
课堂学习吗？

我们全新推出的考试将帮助您作出
正确的评估。
全新的 GMAT 考试，首次推出综合逻辑推理部分

顺利通过商学院紧张的学习生活，在未来职场上叱咤风云，需要申请人拥有信息

处理、信息排序、信息分析的能力，从而作出最正确的决策。

全新推出的综合逻辑推理部分将帮助您测试学生处理各种形态、各种来源信息的

能力，从而为学校甄选最优秀的候选人。

了解更多信息，登陆 gmac.com

© 2012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版权所有。GMAC 标识、GMAC®、GMASS®、GMAT®、Essential Prep®、GMATCH® 以及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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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委员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企业社会责任
赞助单位：西班牙 IE 商学院

创业学
赞助单位：法国里昂商学院

家族企业
赞助单位：国际家族企业协会 ( 瑞士 )
和 国际家族企业研究院 ( 西班牙 )

供应链管理
赞助单位：法国波尔多管理学院  —  ISLI 全球供应链管理

金融与银行
赞助单位：法国图卢兹商学院

新兴中国全球企业
赞助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公共部门创新
赞助单位：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斯普劳特商学院

责任领导力
赞助单位：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

欧洲 — 地中海管理实践
赞助单位：法国马赛商学院

非洲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印度管理挑战与机遇
赞助单位：爱墨瑞得出版社

包容性商业模式
赞助机会

中东及北非地区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法国 HEC 商学院卡塔尔分校

拉美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哥伦比亚 Externado 大学

最佳案例奖
与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合作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真诚感谢所有赞助单位对
2012 案例大赛的鼎力支持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案例大赛 

赞助机会
如需了解未来案例大赛赞助机会，请联系 
Ines Proença： ines.proenca@efmd.org

阅读案例
如需阅读获奖案例，请登录网站： 
www.efmd.org/case

BE THE SPONSOR

德 鲁 克 欧 洲 学 会 携 手 德 鲁 克 研 究 会 共 同 呈 献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

秩序与信念表达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追求社会自由与公平以及个人自由与

平等的权利 ...”

彼得 • 德鲁克
《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1 月

15-16 日
资本主义 2.0

演讲嘉宾包括：

达尼埃尔 • 谢赫特曼
(Dan Shechtman)，以色列 
2011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帕特里克 • 德科尼克
(Patrick Deconinck)，比利时
3M 公司西欧业务副总裁

保尔 • 波尔曼
(Paul Polman)，英国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

乌梅尔 • 海格
(Umair Hague)，英国
Havas 媒体实验室主任、
作家

罗杰 • 马丁
(Roger L. Martin)，加拿大
鹿特丹管理学院院长

琳达 • 格莱顿
(Lynda Gratton)，英国
伦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托马斯 • 赛托伯格
(Thomas Sattelberger)，德国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

约翰 • 奎尔奇
(John Quelch)，中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
兼教务长

彼得 • 索尔姆森
(Peter Solmssen)，德国
西门子管理委员会成员

艾德里 • 安伍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管理版编辑

如需报名或了解更多信息，登录：www.druckeer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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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德鲁克
论坛

德鲁克研究会
克莱蒙研究生大学

欧洲

 瑞士信贷银行 

管 理 者 新 视 角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1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  |  第 06 卷  |  2012 年第 03 期

第 06 卷 | 2012 年第 03 期

本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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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全球聚焦》着重探讨的话题是商学院的结构以及它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重视程度。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苏 • 考克斯 (Sue Cox)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详

见第 10 页）：

“我们不能坐观其变、坐以待毙。我们必须主动适应新的技术。我们必须关注

新的市场。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陷入最困难的

时刻。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商业伦理问题以及良好公司

实践问题。我们必须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商学院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 
我们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理查德 • 兰伯特 (Richard Lambert) 对此深有同感。他指出（详见第 16 页），许

多商学院正在苦苦思索它们对当前出现的企业经营不善和经济下滑应该承担什

么样的责任。“正是在学生压力的驱动下，它们开始在课程中增设了环境、商

业伦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重要内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与欧洲商业社会学会 (EABIS) 最近开展的一项联

合调查显示，商学院正在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课题（详见第 30 页）。参与调查

的商学院院长中有 82% 的人认为，这些主题正在从商学院发展的边缘向主流

转变。

本期杂志的第 42 和 50 页还刊登了两篇文章，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加具体的

分析。

在第一篇文章中，瑞士洛桑管理学院院长兼可持续发展博士课程与管理文凭课

程主任的凯特琳 • 穆夫 (Katrin Muff) 向读者详细介绍了世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推出的 50+20 项目的背景，以及她所在学校正在采取的积极举措。

在第二篇文章中，巴塔查亚 (CB Bhattacharya) 描述了德国柏林的欧洲管理与

技术学院 (ESMT) 如何将可持续发展与责任领导力融入教学、研究、思想领导

力中，并最终逐步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反应目前仍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它们对“现实世界”究竟将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现在还无法确切预知。但是，从本期杂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

学院以及像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这样的相关组织正在认真思考未来即将发生的

重大变化。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2 
www.efmd.org/globalfocus

《全球聚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业杂志

执行编辑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顾问委员会
Eric Cornuel, Howard Thomas, John Peters

顾问编辑
George Bickerstaffe

bickerstaffe@btinternet.com

特约编辑
Nassim Belbaly, C B Bhattacharya, Justin Bridge, 

Andrew Crisp, Julie Davies, Fiona Gardner, 

Philippe Haspeslagh, Ulrich Hommel, Didier Jourdan, 

Richard Lambert, Martin Lockett, Katrin Muff, Mollie 

Painter-Morland, Jørgen Thorsell, Jocelyne Wang  

设计与艺术指导
杰本森设计公司 

www.jebensdesign.co.uk

照片与插图
© 杰本森设计公司／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除非另外说明

社论与广告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电话：+32 2 629 0810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Gachard 大街 88 号 3 号邮箱

比利时布鲁塞尔 (1050)

www.efmd.org/globalfocus

©
EFMD

第 06 卷 | 2012 年第 03 期 

目录

4  三句话不离本行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任命新的管理团队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访问土耳其、新加坡和德国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及北非会议（贝鲁特）— 培养

下一代领袖

  瓦勒里 • 凯特卡罗 (Valery Katkalo) 教授新当选 EPAS 认证委员

会主席

10  考克斯掌舵商学院新航向
  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苏 • 考克斯 (Sue Cox) 在履新欧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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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经理培训正在发生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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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ff) 相信，通过 50+20 项目它们可以做到

42  激发思想火花
  朱莉 • 戴维斯 (Julie Davies) 回顾“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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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差异化：阿什里奇商学院推出全新 MBA 课程
  马丁 • 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回顾阿什里奇商学院如何重新设

计 MBA 课程

50  向未来领导者传授可持续发展知识
  我们如何才能让管理者成为全球责任领导者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

求？ CB • 巴塔查亚 (CB Bhattacharya) 为我们描述了德国一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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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巩固地中海之根
  迪迪艾尔 • 约尔丹 (Didier Jourdan) 和纳西姆 • 贝尔拜利 (Nassim 

Belbaly) 认为，新成立的地中海管理学院联盟将加强地中海地区

的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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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任命新的
管理团队
在吉姆 • 赫伯里奇 (Jim Herbolich) 不幸辞世后，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对高层管理团队进行了多项调整。海尔克 • 卡

法罗 (Helke Carvalho) 女士和朱丽尔 • 尤金 (Julio Urgel)
教授被任命为副总干事。麦克 • 奥斯巴尔德斯顿 (Michael 
Osbaldeston) 教授接替担任新的质量服务总监。克里斯蒂

安 • 德尔波特 (Christian Delporte) 成为新的商学院服务

总监。

“在过去十年中海尔克和朱丽尔对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很高兴他们能担任副总干

事一职”，首席执行官兼总干事埃里克 • 科尼埃尔 (Eric 
Cornuel) 教授说。从今年 9 月 1 日起，海尔克将担任开发

与对外关系副总干事，负责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国际拓

展、治理、项目、市场与媒体关系。朱丽尔将担任运营与

质量副总干事，负责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网络建设、研

究、认证以及其他质量服务。

“麦克和克里斯蒂安曾经担任商学院的院长，而且也是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长期会员。我很高兴他们愿意分别接

任质量服务和商学院服务总监一职。对以上四位管理成员

我充满信心，相信他们一定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未来

竭尽全力，贡献他们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日本和韩国市场商业计划支持
项目
您想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实践与文化吗？您想提高用日

语和韩语进行商业沟通的技能吗？

自 1979 年起，欧盟委员会推出的经理人培训项目

(Executive Training Programme) 通过语言和商务培训为

800 多家欧洲企业和 1000 多名欧洲经理人在日本和韩国市

场获得了巨大成功。

2012 年经理人项目的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开课时间为

11 月。现在接受 2013 年商业支持与经理人培训项目申请

报名。

经理人培训项目帮助欧洲企业和经理人了解日本／韩国商

业实践、文化与语言，建立网络，制定相应的商业计划，

并最终在这些亚洲市场取得成功。经过层层遴选最终被录

取的学员将获得一定数额的奖学金，在日本／韩国知名的

大学接受高强度的商务和语言培训，并在当地知名企业进

行一段时期的实习。

为什么参加经理人培训项目？

根据统计，参加经理人培训项目的公司在十年内其产值提

高两倍。

65% 的学员在公司成为高层管理人员。

20 家欧洲最大企业中有 15 家参加了经理人培训项目。

培训课程由世界知名大学组织提供。

财务支持

– 为日本或韩国的整个培训课程提供资助

–  每月提供 2200 欧元（日本学习）或 2000 欧元（韩国

学习）的奖学金

更多信息

2013-2014 年度的申请截止期为 2013 年 5 月 31 日。现在就

登陆：www.euetp.eu

从左到右：
海尔克 • 卡法罗，

朱丽尔 • 尤金，

麦克 • 奥斯巴尔德斯顿，

克里斯蒂安 • 德尔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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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与全球顶尖商学院院长进行交流

的机会，使我们了解了 21世纪商学院领导者正在考虑的优先事项
赫尔顿 • 安德森 (Per Holten-Andersen) 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院长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携手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BS) 推出第

6 期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

本课程招收不超过 20 名国际商学院院长，他们将实地考

察土耳其、新加坡和德国顶尖商学院，了解其国际战略、

营销与标杆，探讨治理、财务模式、声誉／品牌建设、师

资发展、管理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商学院院长职

责等重要话题。

参加本课程的学员还将获得与其他国际同行建立人脉、分

享经验的机会。

2013 年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包括三个必修模块：

土耳其：2013 年 1 月 29-30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商学院 (Koc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Istanbul)，课程结束后第二天为欧洲管理发展基

金会商学院院长与总干事会议

新加坡：2013 年 3 月 26-28 日
南洋商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

院、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德国：2013 年 9 月 17-18 日
曼海姆大学商学院、威斯巴登 EBS 商业与法律大学 (EBS 
University for Business and Law)

所有模块于前一天晚上七点晚宴正式开始，课程第二天下

午四点结束。

学员受益

–  与 20 名国际商学院院长共同探讨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院

长的多重角色

–  实地考察各类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与国际同行分享经验，

反思自己的战略，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  根据 Chatham House 规则探讨进行各种重要话题

形式

圆桌讨论、集中学习以及互动活动，学员与主办机构共同

设计，中间环节穿插选择性问卷调查与 360 度反馈。

校友

目前已有 80 多名校友，他们分别来自比利时、巴西、加拿大、

智利、中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

韩国、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新西兰、挪威、葡萄牙、

南非、西班牙、瑞士、荷兰、土耳其、乌克兰、美国等

25 个国家。

费用

2012 年 12 月 21 日前报名优惠价：会员 4250 欧元，非会员

4750 欧元

正常价：会员 4500 欧元，非会员 5000 欧元

参加课程的学员将有机会探讨商学院院长面临的挑战与机

遇，与国际同行分享经验、交流思想。本课程面向最近任

命的课程主任与商学院院长。席位有限，报名从速。您可

以选择网上报名。如需咨询，请联系我们。

联系人

Julie Davies: jdavies@the-abs.org.uk
移动电话：+44 (0)7884 002470

Virginie Heredia-Rosa: Virginie.heredia-rosa@efmd.org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第 6 期）安排访问

土耳其、新加坡和德国

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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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您参加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
及北非会议（贝鲁特）— 培养下一代领袖

我们诚邀您参加第三届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及北非会议。本次会议由美国大学贝鲁

特分校承办，美国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提供赞助。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4-6 日。

这一年度盛会将聚焦中东及北非地区管理教育。本届会议由法国路桥大学国际管理学院

(ENPC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院长、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教授托菲克 • 杰

拉西 (Tawfi k Jelassi) 主持。

本届会议将着重探讨商学院在社会中的角色、就业管理教育、家族企业、地区创业、女

性角色、国家风险管理、研究以及高层管理培训等。

来自中东及北非地区、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知名学者和商业领袖将出席本次会议。确认

演讲嘉宾包括 Aramex 首席执行官法蒂 • 甘杜尔 (Fadi Ghandour) 以及前黎巴嫩财政部长

拉格达贾布尔 (Raghda Jaber）。

与此同时，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质量服务部将于 2012 年 11 月 6-7 日举办跨国界商学院

院长、EPAS（欧洲课程认证体系）和 EQUIS（欧洲质量提高认证体系）认证研讨会。

如需报名参加本次会议及研讨会，请访问会议网页：www.efmd.org/mena。如需咨询，

请联系 Inês Proença (ines.proenca@efmd.org)。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中东及北非会议

贝鲁特，黎巴嫩
2012 年 11 月 4-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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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聚焦》
杂志现已上线

《全球聚焦》杂志为
您提供有关全球管理

教育的独特视角与观点。
您现在可以通过在线
阅读从 2006 年第一期
开始的每一期杂志，

包括中文版与特别报告。

www.efmd.org/global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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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大学管理学院是俄罗斯第一家获得 EPAS（欧洲课
程认证体系）认证为期最长为五年的商学院。我已经看到
这一认证将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
瓦勒里 • 凯特卡罗 (Valery S Katkalo) 教授，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

瓦勒里 • 凯特卡罗教授当选 EPAS

认证委员会主席 

圣彼得堡大学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瓦勒里 • 凯特卡罗

教授新当选为 EPAS 认证委员会主席。EPAS 认证委员

会由管理教育界最杰出的人士组成，负责评估同行评审

报告，并根据其建议对申请 EPAS 认证的商学院作出最

终决定，对达到国际水准的管理课程授予 EPAS 认证。

认证委员会主席负责召集认证会议，每年三次。

在获得这一重要任命后，凯特卡罗院长说，“我很高兴

业很荣幸被任命为 EPAS 认证委员会主席。圣彼得堡大

学管理学院是俄罗斯第一家获得 EPAS 认证为期最长为

五年的商学院。我已经看到这一认证将给我们带来的巨

大价值。”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页：www.efmd.org/epas.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将在未来数月举办一系列国际会议与

研讨会，举办地点包括中国与俄罗斯

11 月

美国大学贝鲁特分校 Olayan 商学院将举办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及北非会议，会议主题为“培

养下一代领袖”。11 月 21 日，我们将返回比利时布鲁塞尔

召开商学院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会议。11 月 29 日，莫斯科

国立大学商学院将举办质量服务咨询会，并介绍跨国际商

学院院长课程、EPAS 和 EQUIS 认证。

11 月 29-30 日，我们将在北京举办 210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国与欧洲创新业务会议。

12 月

爱尔兰利墨瑞克大学商学院 (Kemmy 
Business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Limerick) 将举办 2012
年度最后一次重要会议：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硕士课程会

议（12 月 3-5 日）。会议的主题是：硕士课程 — 满足需

求吗？ 2012 年 12 月 12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将召开国际化

战略设计与实施研讨会。

1 月

2013 年度第一次重要会议是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商学院院长与课程主任会议，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Koç 大学商学院承办，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 — 2 月 1 日。

与此同时，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2013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第一模块也将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

Koç 大学商学院授课。

更多信息，请登录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网站：

www.efmd.org/events

2012 年
12 月

2013 年
1 月

2012 年
11 月

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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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2 卓越实践奖优胜者名单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荣幸地宣布 2012 卓越

实践奖优胜者名单

如下。

卓越实践奖旨在表彰在课程运营、课程

管理以及商业影响力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学习与发展合作课程。

获奖案例将通过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

员组织进行广泛传播，并刊登在《全球

聚焦》杂志特刊上，由爱墨瑞得出版社

负责出版发行。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阅读获

奖案例，请登录：

www.efmd.org/eip

 

类别： 

组织发展

获奖者
获奖案例：瑞士龙沙公司业务单位战

略 — 连接高层管理培训与战略发

展 (Business Unit Strategy at Lonza – 

Linking Executive Education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获奖单位：瑞士龙沙公司与圣加仑大学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管理、技术与法

律学院

作者：

Uwe Boehlke（瑞士龙沙公司）

Philipp Guthof（瑞士圣加仑大学）

类别： 

高层管理培训

获奖者
获奖案例：默沙东全球卫生健康高层管

理培训课程 (Merck Global Human Health 

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me)

获奖单位：美国默沙东医药公司与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作者：

Nancy Singer（默沙东）

Judy Kelley（默沙东）

Cara Stolarczyk（沃顿商学院）

Sandhya Karpe（沃顿商学院）

A.Janeen Pesiridis（沃顿商学院）

推荐案例 
博世领导力发展课程
(BSH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单位：博世 —  西门子公司与 Axialent 欧洲
公司 

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应对战略挑战
(Meeting Strategic Challenges through Partnership)

单位：Nexus (Tyne & Wear Transport Executive)

与纽卡斯尔商学院 

阅读全文 阅读全文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卓越实践奖
学习与发展合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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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类别：

人才培训

获奖者 
获奖案例：信任、创新与勇气 — 

为全球未来树立全球思维 (Trusted, 

Innovative, Bold – Building Global 

Mindsets for a Global Future)

获奖单位：英国航太系统公司 (BAE 

Systems Inc) 与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 

作者： 

Andrea Lewis（英国航太系统公司）

Tim Sellick（赛义德商学院）

推荐案例 
跳跃 —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创新、
整合与国际化 (Jump – Creating a partnership 

for Engagement, Innovation, Integration & 

Internationalization)

单位：空中客车、AirBusiness Academy 与英国
开放大学商学院 (The Ope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知识能量”课程：培养未来管理者 (“Energy 

of Knowledge” Programme: Developing Future 

Executives)

单位：DTEK & DTEK Academy 与 KMBS 商学院

类别：

专业培训

获奖者 
获奖案例：高级西门子生产系统专家

课程 (Senior Siemens Production System 

Expert Programme)

获奖单位：西门子公司与西门子学习

校园 

作者：

Walter Liebisch（西门子公司）

Ralf-Ulrich Gruhs（西门子公司）

推荐案例
客户领导力体验：瑞银集团强化跨业务文
化与商业影响力学习课程 (Client Leadership 

Experience: A Learning Initiative to Enhance Cross-

Business Culture and Business Impact at UBS)

单位：瑞银集团与瑞银公司大学

类别： 

其他

获奖者 
获奖案例：高盛在约克郡和亨伯塞德

郡 10000 家小企业 (Goldman Sachs 

10,000 Small Businesses in Yorkshire & 

Humberside)

获奖单位：高盛（基金会）与利兹大学

商学院 

作者： 

Deepak Jayaraman（高盛）

Sarah Hackett（高盛） 

Rob Whieldon（利兹大学商学院） 

推荐案例
诺华制药创业领导力课程：结合实践推动商
业与社会影响力 (The Novartis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Programme – Real World Learning to drive 

business and social impact)

单位：瑞士诺华国际公司与诺华公司学习部

阅读全文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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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苏 • 考

克斯（右）最近被任命为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负责学

术事务。她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要

职的女性。另一位副总裁是托马斯 • 赛托伯格

(Thomas Sattleberger)，负责公司活动。加盟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前，他是德国电信负责人

力资源的董事。

任命考克斯教授担此重任，是对她“卓越职业品

质、学术成就以及对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贡

献”最大的肯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她也是

一位性格温和的女性。高超的领导艺术使她无论

是管理一所一定规模的商学院还是在指导英格

兰足球队时都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她是

一位知识渊博的足球迷，也是英格兰超级联赛斯

托克城队的忠实粉丝。斯托克城队踢的是纯正的

英式足球。）

赛托伯格仍将负责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公司

网络，而考克斯教授将聚焦学术网络，支持商学

院应对与日俱增的经营挑战。

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苏 • 考克斯
(Sue Cox) 在履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
后接受本刊编辑乔治 • 贝克斯塔夫
(George Bickerstaffe) 专访畅谈其新角色 

考克斯掌舵
商学院新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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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学院模式看似同质
化，但是其实也呈现出许
多差异化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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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达 11 年之

久，此前她在伦敦的另一所商学院拉

夫堡大学商学院担任课程主任。她在

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有机化学，毕业后

在一家大型制药和零售集团公司博姿

(Boots) 任职。她的主要兴趣是规划和

管理危险品。时至今日她仍在这一领

域担任英国政府顾问。

但是她在管理教育界也十分活跃。在

担任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期间，

她曾连续两届成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认证授予委员会委员，领导过多个

EQUIS 认证小组，并与美国的 AACSB

认证机构展开紧密合作。考克斯教授

也曾担任过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BS)

的主席。

正如她所说，这一段经历让她明白，

每一家商学院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和差异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

充分代表、充分认可这一差异性的

组织。

“在担任英国商学院联合会主席期间，

尽管这仅仅代表英国的商学院，我就

开始意识到商学院的多元性，”她说。

“而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是一家具有

相当规模的商学院，我们的研究实力

很强。我们占大学的很大一部分。因

此与其他商学院相比，我们的规模与

自治性更大。”

在她看来，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必须

比以往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商学院的

多元性。例如，欧洲商学院模式看似

同质化，但是其实也呈现出许多差异

化和多元性。

当然，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

的商学院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商学

院的多元性。这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必须认真考虑的现象。

“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甚至宗教都会

影响管理教育的模式，”她说。“因此

要成为一家全球性认证机构是十分复

杂、困难的。”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现在面临的一个

巨大挑战是，作为一家全球性服务供

应商，它需要从 “震中距”辐射来自

全球不同地区、模式迥异、差异性很

大的商学院群体。

对此，考克斯教授认为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需要在商学院成员结构方面进

行一些重大调整。而这正是她履新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后被寄予厚

望的地方。

例如，她建议说“未来我们 [ 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 ] 或许需要在世界各地

建立新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更加靠

近商学院，从而更好地满足其需求”。

就像许多商学院近年来在海外建立办

事处？

“还有，我们有很多一次性的活动，例

如安排半天的时间，希望能吸引更多

的人参加。但是很明显，没有人会坐

上飞机从中国大老远地跑到布鲁塞尔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一切需要作出重大的改变。这样的

改变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推动的。

想到这里就令人心潮澎湃。”

这些反应也是帮助商学院应对未来重

要挑战的重要途径。这一重要挑战就

是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优秀商学院的

崛起。这意味着更多的海外学生将选

择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赴欧美攻读

MBA。

另一方面，她指出总有一部分外国学

生希望在海外获得不同的文化与教育

体验。对于欧美商学院而言，它们面

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将这样的体验与

学生未来回国就业能力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

正在积极考虑的事情。或许，欧洲管

11
有趣的事，她过往的经历使她有机会涉足企业

和学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曾经担任兰卡

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达 11 年之久，此前她

在伦敦的另一所商学院拉夫堡大学商学院担任

课程主任。她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有机化学，

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制药和零售集团公司博姿

任职

照片：由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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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展基金会同样需要如此，”她说。

“我们正在考虑的是如何在我们的职业

发展部与学生本国公司之间建立联系。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也许可以发挥一

定的作用，利用其网络关系与这些国

家的企业界建立更好的联系。”

事实上，她也把这一工作看成是自己

履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后最

重要的职责之一。

“把我们看成是一群孤立的商学院院长

是错误的，”她说。“事实上我们同属

一个大家庭，应该而且有能力对管理

教育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层

面加强联系。”

一方面，她并不赞同这些变化意味着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应该丢失其“欧

洲”特色。另一方面，她也认为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必须更加重视在美洲

（加拿大除外，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较

高）的存在与渗透。

“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认证的学校名单，

你会发现我们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

发展不错，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她说。“但是在美洲，我们还没有真正

立足，认证的学校数量较少。我希望

美洲的商学院能认识到我们 EQUIS 认

证的价值。”

尽管她在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已

经同时获得了 EQUIS、AACSB 和

AMBA 三大国际认证，并且在她带领

下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巨大成

功，但是她却谦虚地表示，她除此之

外并没有太大的雄心抱负。

“这一份工作使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她淡淡地说。

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没有表现

出盲目的乐观。她深知管理教育市

场（尤其是 MBA 市场）目前由于全

球经济危机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

然，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的年收入

在 4500 万英镑左右，教授和员工总数

仅为 290 人，生存与发展自然不应该

是一个问题。

在她看来，商学院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是如何平衡管理各项活动，包括短期

培训、学生职业发展、理论研究以及

博士课程等，这是商学院达到一定规

模后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

“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平衡好各项活动，

继续做好每一件事情，”她说。

至今为止，她并不像业内的其他人一

样认为商学院正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危

机，因此必须对结构和目的进行重大

改变。她不是那种把一切东西抛向空

中、看它们落在何处再做决定的人。

“我的感觉是，即便你把一切东西抛向

空中，等它们落下来时你会发现它们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最优秀的研究人

员、最优秀的教授，他们希望一起共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的本性。

人们会自然形成一个群体。当然，你

也需要防止部门利益至上这样的狭隘

思想。优秀的人聚在一起，将产生更多、

更好的思想。”

然而，她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 [ 商

学院 ] 需要进行变革。我们不能坐观

其变、坐以待毙。我们必须主动适应

新的技术。我们必须关注新的市场。

整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

同时全球经济正陷入最困难的时刻。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可持续问题、

商业伦理问题以及良好公司实践问题。

我们必须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如果商学院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 我们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考克斯掌舵商学院新航向    作者：George Bickerstaffe

不同的意识形态、

文化甚至宗教都会

影响管理教育的模

式，”她说。“因此

要成为一家全球性

认证机构是十分

复杂、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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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际商学院
院长课程
> 
与 20 名国际商学院院长

共同探讨商学院和管理学

院院长承担的多重角色

> 
实地考察各类商学院和管

理学院，与国际同行分享

经验，反思自己的战略，

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 
根据 Chatham House 规则

探讨进行各种重要话题

形式 :

圆桌讨论、集中学习以及互动活动，学员与主办机构共
同设计，中间环节穿插自愿问卷调查与 360 度反馈。

土耳其：2013 年 1 月 29-30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Kçc 大学商学院 (Kçc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Istanbul)，紧接着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
院长与总干事大会

新加坡：2013 年 3 月 26-28 日
南阳商学院、南阳理工大学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
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德国：2013 年 9 月 17-18 日 

曼海姆大学商学院、威斯巴登 EBS 商业与法律大学 (EBS 

University for Business and Law)

80
目前已有 80 多名校友，他们分别

来自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

利、中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德国、爱尔兰、韩国、拉

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新西

兰、挪威、葡萄牙、南非、西班

牙、瑞士、荷兰、土耳其、乌克兰、

美国等 25 个国家。

>
1 月 29-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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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
为我们提供了与全球顶
尖商学院院长进行交流
的机会，使我们了解了
21世纪商学院领导者正
在考虑的优先事项。
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学
习经历，像这样面对面
的交流、分享经验在互
联网世界是无法真正实
现的。”

赫尔顿 • 安德森 (Per Holten-Andersen) 教授，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院长

费用 :

2012 年 12 月 21 日前报名享受优惠价：
会员 4250 欧元，非会员 4750 欧元

正常价：
会员 4500 欧元，非会员 5000 欧元

联系人 :

Julie Davies: 

jdavies@the-abs.org.uk ／移动电话：+44 (0)7884 002470

Virginie Heredia-Rosa: 

virginie.heredia-rosa@efmd.org 

注册报名：
www.efmd.org/business-schools/idp

>
9 月 17-18 日

>
3 月 26-28 日

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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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
商学院提供
什么？

企
业需要商学院提供什么？答

案是：“与以前需要的一模

一样”— 优秀的毕业生

与相关知识。 

然而，企业对毕业生的素质以及感兴

趣的知识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世界正在经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

刻转型 — 其规模与速度都是史无前

例的。因此，未来商业领袖需要新的

技能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

《全球聚焦》读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问

题是：我们目前的企业架构、商学

院设置的课程能最好地满足以上要

求吗？

当然，这一问题没有千遍一律的答案。

但是，我想许多商学院在这样一个快

速变化的世界还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迎头赶上。本文将着重探讨企业

对未来领导者需要的四个重要素质。

（当然还有更多。）

理查德 • 兰伯特 (Richard Lambert) 

提出四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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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多元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能力是管理多元性。

想一想，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上仅

有 12 个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速度是

经济与发展组织 (OECD) 平均水平的

两倍。而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这

一数字已经迅速上升到 83 个。在这

些国家的 20 亿总人口中几乎有一半人

每天的收入在 10-100 美元之间。根据

OECD 定义，这些全球中产阶级生活

在“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国家” （即那些

经济基础较差、通过快速增长正在逐

步赶上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国家）。

这一变化对全球企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样，世界还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

的人口地理大变化。

预计到 2050 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尼日利亚的人口将与美国持

平；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将达

到英国或德国的两倍。同期，

日本和俄罗斯的劳动人口将

下降三分之一。

这些变化对企业提供的机遇不会是均

等的。在全球权力平衡发生重大转移

的过程中，未来领袖需要拥有卓越的

判断力、想象力以及应对不确定环境

的能力。 

此外，我们理解的全球化不是一个以

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它正在变得越来

越微妙、难以捉摸。世界不是平的，

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就是今天的 MBA 毕业生必须了解

的巨大变化。他们必须敞开胸怀，拥

抱一切形式的多元性。在一个如此多

元和国际化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不同

的思维和教育模式。

企业需要商学院提供什么？   作者：Sir Richard Lambert

我们理解的全球化不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
的世界，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难以
捉摸

是均

转移

越的

环境

这

这

有一半人

元之间。根据

CD 定义，这些全球中产阶级生活

“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国家” （即那些

济基础较差、通过快速增长正在逐

赶上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国家）。

一变化对全球企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未有

变，

它正在变得越来越

这就是今天的 MB

的巨大变化。他们

抱一切形式的多元

元和国际化的环境

的思维和教育模式

83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上仅有

12 个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速度

是经济与发展组织 (OECD) 平均

水平的两倍。而到了本世纪第一

个十年，这一数字已经迅速上升

到 8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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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确定性

未来商业领袖必须具备的第二个重要

素质是应对不确定性能力。在发生金

融危机的前 15 年里，一切显得如此美

好：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出现普

遍增长，通胀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这就是经济学家一度津津乐道的

“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 时代。

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共识奠定了世界

经济格局，企业前景似乎永远无需

担忧。

大多数商学院也没有将不确定性列入

重点考虑事项。它们忙于推广理性经

济人的概念以及现代金融理论与经济

模型的确定性。然而，这一切已经发

生了变化。

应对不确定性

未来商业领袖必

素质是应对

融危机的前 15 年里，一切显得如此美

好：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出现普

遍增长，通胀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这就是经济学家一度津津乐道的

“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 时代。

所谓的“大平衡”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未来二十年，我们也许将看到

更多的是崎岖不平的经济周期。而今

天的经济不确定性其规模是二战以后

闻所未闻的。想一想阴魂不散的欧元

危机。发生无序崩溃的概率虽然不大，

但是不容我们任何闪失。一旦放任其

蔓延，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欧洲和

美元共同构成了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必

不可少的润滑剂，在全球外汇市场上

占三分之二的交易额。因此，欧洲的

倒坍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潜在的影响是对全球银行系统

的冲击。今天，世界主要银行的损益

表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举一个例

子，英国的银行虽然与希腊的银行风

险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它们与法国和

德国的银行具有很大的关联度，而后

者又与希腊相关联。这样的不确定性

驱使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断堆高自己的

现金山，而不是将资金投资新产品与

新服务。

2007 年开始的这一场信贷危机以来，

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现金资产比例已经

提高至 50%，约 1.7 万亿左右。苹果

公司在银行的存款高达 1000 亿美元，

足够购买三家戴尔规模的公司。这可

以理解，但这样做聪明吗？远见卓识

者将今天的不确定性视为机遇还是风

险？想一想上次经济危机中产生的那

些伟大公司。商学院能否帮助企业通

盘考虑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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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07 年开始的这一场信贷危机

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现金

资产比例已经提高至 50%，约

1.7 万亿左右。苹果公司在银行

的存款高达 1000 亿美元，足够

购买三家戴尔规模的公司

政府的角色

未来商业领袖的第三项重要修炼是正

确理解政府的角色与工作机制。

在“大平稳”时代，这一点似乎也

并不相关。里根／撒切尔改革扫除

了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与政府之

手，将一切交与市场力量支配。随着

时间推移，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人

们普遍认为任何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都将带来破坏。而今天，我们不得

不又一次重温历史教训 —  市场有

时会失灵，政府有时必须介入。面

对今天的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必须

拯救国家的银行系统，美国政府也

不得不将通用汽车实行国有化，哪

怕是临时的措施。

在整个发达世界，政府都在出台一系

列涉及金融体系的新法规。而能源是

另一个兴起新一轮管制高潮的行业。

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实行国有化，哪

施。

达世界，政府都在出台一系

金融体系的新法规。而能源是

个兴起新一轮管制高潮的行

他行业也是如此。

这是自由市场机制出现的一个临时转

折点？当市场规则与政府只能发挥部

分作用时，我们是否正在回归企业的

本质？或者这一场金融危机将彻底改

变全球经济的规则？在全球我们看到

国家资本主义的逐渐兴起，尤其在中

国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家。

根据《经济学人》(Economist) 杂志

统计，国有企业成分的公司占中国证

券市场五分之四的市值；在俄罗斯，

这一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二。

世界前十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如果

用储备量来衡量，都是国有企业。这

一企业形式的受宠，预示着公众对英

美经济模式的信心缺失。

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活动在全

球多处爆发，虽然形式不同、规模

不大，也缺乏统一的主张，但是我认

为这是社会表达严重不安与不满的征

兆：发达经济国家中最富有的 10% 的

人群与最贫困的 10% 的人群的平均收

入差距已经达到 9 倍之多。这

一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和英

国。即便在那些传统的

主张平均主义的社会，

例如德国、丹麦和瑞

典，收入差距也在不

断扩大 — 从 20 世

纪 80 年代的 5:1 扩大

到今天的 6:1。 世界前十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如果
用储备量来衡量，都是国有企业。这
一企业形式的受宠，预示着公众对英
美经济模式的信心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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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澜的作用。通过削减成本、

消除低效以及注重比较优势它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产

品与服务的成本大大降低，消

费者因此成为大赢家。但是这

一切也需要付出代价。股东参

与逐渐短期化，长期投资变得

无人喝彩。实现投资收益最大

化是经理人唯一的动力。他们

不再关心总资本的

回报，这也是银行

系统出现危机的重

要原因之一。企业

开始疏离周边社区，

将经营活动迁移到成本最低的

世界任何角落。

如果投资收益率不断提高，所

有行为都被视为是合理可取的。

但是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虽然我

们在衣食、旅游、消费品等方面的支

出比原来少了许多，但是其代价是工

作不安全感与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

在经历了过去四年的经济危机后，我

们不得不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企业的

目的到底是什么？

面对社会公众的批评与指责，企业该

如何做出合情合理的反应？在《重新

思考 MBA》(Rethinking MBA) 一文中，

来自哈佛商学院的三位教授指出，当

前的许多 MBA 课程对如何平衡财务

与非财务目标缺乏理解，与此同时又

试图同时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如股东、

员工、顾客、监管者以及社会的不同

需求。我十分赞同他们的观点。

公众对企业高管薪酬、会计造假、

决策失误的担忧促使商学院开始反

省，在学生压力下纷纷在课程中增

加环境、商业伦理以及企业社会责

任等内容。

商学院学生勇于直面这一挑战是好

事。但是我认为，学者应该通过自

己的研究与论文做更多的工作，积

极引导这样的讨论。

今天的商业领袖处在一个十分尴尬

的境地。他们被认为缺乏多元性、

贪婪。在许多信任与信誉的民意调

查中，他们位居榜单最后。在经历

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后，股东价值

不再是创造公司未来的可靠模式。

他们无力应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

世界，不懂得如何处理公司政治。

他们需要指导。他们需要对自己的

角色和责任获得更多新的思想。这

也许就是商学院今天应该大力鼓励

和宣传的思想。

本文基于理查德 • 兰伯特在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院长与总干事

会议（诺丁汉商学院，2012 年 2 月）

上的发言。

有关作者

理查德 • 兰伯特是英国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 名誉校长。1991-2001 年，他是《金

融时报》的编辑；2003-2006 年，担任英格兰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06-2011 年，担

任英国工商业联合会董事。他创办了《兰伯

特评论》杂志 (Lambert Review)，探讨高等教

育与商业关系。

企业目的

最后一个重要素质是深刻理

解企业本身的角色、责任与

目的。

这也许是我们探讨这一主题方式正

面临的长期而非周期性变化 —  商

学院作为传道解惑与思想领袖的角

色应该进行反思与辩论。二战以后

的几十年，管理教育深受彼得 • 德鲁

克 (Peter Drucker) 或戴维 • 帕卡特

(Dave Packard) 思想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企业的目的是满足客

户的需求。企业需要赚取足够的利

润，用于研发、市场营销活动以及

留住人才，仅此而已。企业既不是

为自身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利润最

大化。相反，它们是实现更大目的

的重要途径，帮助受其活动影响的

不同人群提高福祉。

不过德鲁克自己也预测，这样的良

性模型最终在将在两种情况下崩溃：

一是全球化的兴起，二是敌意收购。

他的预言当然是正确的。渐渐地，

股东价值成为企业管理的驱动力，

而商学院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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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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教学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18-19 日，迪拜霍特国际商学院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案例教学研讨会

2012 年 11 月 22-23 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商业与经济系

金融与会计案例教学研讨会

2013 年 1 月 8-9 日，英国政治经济学院

案例写作

2013 年 2 月 14-15 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迈克尔 • 斯莫菲特商学院 (UCD Michael 
Smurfit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欧洲案例分销中心也举办定制化案例教学研讨会以及学生专题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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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案例分销中心最佳学习案例

案例教学研讨会

安全学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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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弗莱里克 • 鲁汶 - 根特管理学院 (Vlerick Leuven Gent 
Management School) 已经正式更名为弗莱里克商学院 (Vlerick 
Business School)。从 2012 学年开始，学校启用新的名称与形象。
大胆的标识与前卫的广告与过去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品牌重
塑的决策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一切显得顺理成章。

在院长菲利普 • 海斯佩斯拉格 (Philippe Haspeslagh) 看来，这是
学院为了应对今天面临的挑战而制定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将品牌重塑作为
新的增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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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商

学院如何应对？事实上，商学院

面临的挑战也反映了商业世界面

临的挑战。长达五年的经济和金

融危机使企业、商学院和个人都在思考他们正在

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任

何一项投资必须考虑回报。 

就高层管理培训而言，我们看到企业要求将自身

的经营战略制定与实施和商学院的学习更好地

结合在一起。

他们正在寻找战略实施与领导力发展的合作伙

伴。教练、导师以及行动学习越来越被重视。

为什么我们要沉迷于虚构的案例学习而不去研

究真实的问题，如变革项目或创业实践？即使不

是更多，后者至少能带来同样多的学习收获。

我相信我们的创业训练营就是学员边学习边处

理真实的战略问题的最好例子。四十多年来，公

司内部项目一直是我们培训课程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企业的需求在变化，个人的需求同样如此。

传统的阶梯式职业发展之路正在被专业化所代

替。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在整个

职业生涯期都是有竞争力的，必须将个人发展掌

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对我们的公开课程，尤其是

课程学费和时间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至于学位学生，我相信在今天的全球市场，由于

在网上可随时查找排名信息，声誉是一个关键因

素。选择哪一个 MBA 课程，对于大多数学位学

生而言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取

决于课程的特色、师资与学生的国际化程度、实

习与就业机会、毕业起薪以及企业校园招聘机

会等。

其他挑战来自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已经出现一

段时间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商学院而言，成功

的关键是技术融合。我们逐渐开始尝试混合式学

习课程，将网络学习与课堂教学或行动学习结合

在一起。

此外，我们与专家合作，联合开发商业模拟与商

业游戏。例如，Belgacom 领导力游戏就是我们

与 Belgacom 集团公司合作的结晶。这些工具的

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是其开发成本是高昂的。

除了技术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运营成本的不

断上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所综合性

的商学院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规模

效应。

今天的大多数商业问题需要跨学科思维。这也是

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已经建

立了良好的口碑。通过探索许多新的领域，我们

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天，行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新确定了市场之路，充分利

用我们在某些行业的专业知识，例如金融服务

业、零售与消费品、健康医疗与能源等。

为什么我们要沉迷于虚
构的案例学习而不去研究
真实的问题，如变革项目
或创业实践？即使不是更
多，后者至少能带来同样
多的学习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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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市场的需

求方。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师资、员工

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商学院不仅存

在同行之间的竞争，也存在与大学和

企业的竞争。

我们需要多面手，他们知道如何将教

学与研究相结合。我们在师资建设方

面投入巨资，帮助我们的教师成为各

自领域的专家。他们或在内部进行创

业，或成立专业服务公司成为我们的

“合作伙伴”。

经营一所商学院如同在一个高度竞争

与分散的市场经营一家企业。我们不

仅与其他商学院竞争，而且也与其他

教育提供者如咨询顾问、教练或培训

师竞争。我们经营的环境是一个多元

的生态系统，我们必须找到属于自己

的缝隙市场，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成功的商学院不再是教授与课程的掮

客。它们是学习咨询顾问或架构师。

我相信我们学校的 DNA 能应对今天

面临的挑战。然而，为什么需要品牌

重塑？因为在一个信任为基础的行业，

声誉与国际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

即便是我们以前的学生也没有意识到

我们现在提供的课程质量与活动范围

有哪些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欧洲心脏的领先商学院。因此，我

们必须建立制动能力。为此我们需要

进行品牌重塑，需要在布鲁塞尔建立

新校园。

我们是国内领先商学院之一，在市场

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我们正在努力扩

大国际影响力。我们的公司特设课程

与研究已经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开展。

我们的排名加强了学位课程的国际化，

但是对公开课程影响甚微。其他国内

商学院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在某些具有独特

专长的领域探索合作机会的原因。我

们希望能把相应的人才和学员聚集在

一起。例如，我们的战略创业课程与

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合作，分别在

比利时鲁汶和英国剑桥授课。还有一

个项目是我们常设的金融服务业 MBA

课程。

此外，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们

60 年的办学历史中，对组织结构、课

程以及学院标识进行的最大一次改革

可以追溯到 1998 年。此后的十年我们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收入从 200 万欧

元增长为 3000 万欧元。问题是，接下

来怎么办？

我们不盲目为了增长而增长；我们寻

求更好地满足客户日趋复杂的要求。

我们在 1998 年首先对战略重心和组织

架构进行了重组。品牌重塑是这一战

略过程的最后一步，也是历史新的一

页的开始。

在品牌重塑的过程中，我们邀请品牌

专家分析学校在各

利益相关人心目中

的形象，以及哪些

要素能帮助学校真

正实现差异化。

国际化、开放性、

活力与实用性是我

们最主要的品牌驱

动因子。

我们首先必须国

际化，而且需要

充分展示这一点。

我们正在朝着这

一方向努力，但

是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我们的开放性反映在许多方面。我们

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也非常容易合作。

我们始终保持开放的思维。作为典型

的欧洲人，我们要求学生追求真理，

我们在俄罗斯和中国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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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活力，任何访客都会注意到这一

点。我们的校园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在品牌重塑中我们要表达这种特别的

能量与归属感。

我们的差异化最后还表现在实用性方

面。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而不仅仅关注理论问题。我们

的课程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这是必

须的：我们收入的 95% 取决于我们能

否满足学生与公司的需求。

对于弗莱里克校友会而言，学院的品

牌重塑是其重新评估自身品牌、如何

建立与学院相一致的品牌的机会。在

未来，我们将使用同一个标识与风格，

网站也将合并。这将进一步加强学院

以及校友会的国际战略。我们的口号

是“没有学校就没有校友，没有校友

也没有学校”。

现在，我们对视觉标识、宣传册进行

了优化与统一，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此外，我们也将品牌重塑视为重新审

视我们的课程、更加关注管理者未来

需求的一次良机。

我们对学位课程进行了调整，以更好

地满足企业尤其是学生的需求，更加

强调个人发展、行动学习与选修课。

而我们的公开课程将进一步模块化和

国际化。

针对我们传统的佛兰芒语市场，我们

推出了家族企业与管理层收购等新课

程。这些变化是我们进行持续改进努

力的一部分。在不断巩固自己的传统

与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强化

我们必须提供的独特性。

但是有一点不管如何进行品牌重塑却

不会改变。我们的更名是基于我们拥

有国际校园、我们是合资性质这一特

性的。此外，我们尽管更换了新名字，

但是我们仍然是根特 — 鲁汶大学

的商学院。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名字，

而是合作。我们必须以同样的热情与

激情继续合作。

与以往相比，效率、投资回报率以及

声誉显得更为重要。商学院必须更加

关注相关性。我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

有的压力，要求商学院更加市场化、

以客户为中心。当前的经济环境也迫

使我们必须更加聚焦我们的战略，更

加贴近我们的客户。

这些变化是我们进
行持续改进努力的
一部分。在不断巩
固自己的传统与优
势的基础上，我们
将进一步强化我们
必须提供的独特性



26 
www.efmd.org/globalfocus

不确定性
年代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 CarringtonCrisp 公司开展的最

新一期《明日 MBA》调查显示，MBA 市场正在变得更

加多元、更加困惑、更加不确定。安德鲁 • 克里斯普

(Andrew Crisp) 为我们详细解读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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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早些时候的某一天，我在浏览

Twitter 推送的新闻时，对 MBA 目前

的市场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三条新闻

分别报道 GBSN MBA 挑战赛、哈佛

性别歧视以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表明商学

院需要拥抱变革，而且也能进行变革。

MBA 市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困惑、更加

不确定，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视角观察。连续三年，

CarringtonCrisp 公司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联

合开展了一项名为《明日 MBA》的调研，通过

对全球 2000 多名 MBA 申请者的调查，帮助商

学院更好地理解 MBA 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因此，总结 MBA 市场的未来趋势是可能的吗？

或许。

生活方式学习 (lifestyle learning) 而不是终身学

习 (lifelong) 的愿望。不同地区不同提供者的竞

争。利用技术争取潜在学生的新方法。招生中更

注重校友的参与。利用故事实现差异化。提供更

好的职业发展服务，包括支持学生创业等。调整

课程设置，着眼可持续发展。

不确定性年代    作者：Andrew Crisp

48%
在接受《明日 MBA》

调查的人群中，有

48% 的人仍然青睐

于全日制 MBA，有

34% 的人选择非全日

制，另有 18% 的人

选择远程学习

91k
在过去五年中，24

岁以下参加管理专

业研究生入学考试

(GMAT) 的人数从

2006-07 年的 58588

人增加到 2010-11 年

的 91028 人。同期，

24-30 岁年龄组的人

数也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增长（从 114961

人增加到 124878 人），

但是最高点出现在

2008-09 年，共有

139144 人，此后开始

出现负增长

调查数据表明，潜在学生
更加青睐于生活方式学
习，即与申请人目前的生
活方式相吻合、同时又能
帮助他们培养未来想要的
生活方式的课程

在接受《明日 MBA》调查的人群中，有 48% 的

人仍然青睐于全日制 MBA，有 34% 的人选择非

全日制，另有 18% 的人选择远程学习。混合式

学习也是最受欢迎的学习方式，有 27% 的人选

择，与此同时，仅有 18% 的人选择传统的学期

制学习方式。

美国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 (GMAC) 的

报告也指出，两年制全日制 MBA 课程，有三分

之二 (67%) 在 2011 年经历了报名人数的严重下

滑，这一趋势在 2009 年已经露出苗头。

在过去五年中，24 岁以下参加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 (GMAT) 的人数从 2006-07 年的 58588

人增加到 2010-11 年的 91028 人。同期，24-30

岁年龄组的人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从

114961 人增加到 124878 人），但是最高点出现在

2008-09 年，共有 139144 人，此后开始出现负增

长。31 岁以上参加考试的人数在同期也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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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表明，潜在学生更加青睐于

生活方式学习，即与申请人目前的生

活方式相吻合、同时又能帮助他们培

养未来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课程。

在现实中这表示学生不愿意放弃工作

攻读全日制 MBA，而希望有更多的灵

活性。他们希望时间跨度更长的课程，

有一些模块可以在世界不同地区授课，

并且采用最新技术替代传统的教室

体验。

对 GMAT 考试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

2010-11 年仅有 65% 的人报名 MBA 课

程。根据《明日 MBA》报告，28% 的

受访者确定报名特定专业硕士课程，

23% 的人表示可能考虑。超过一半以

上 (58%) 的受访者报名特定方向 MBA

课程，如金融或市场营销方向。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还发

现，在 2010-2011 年，报名特定专业硕

士课程的人数有所增加。金融硕士课

程一马当先，83% 的增长，紧随其后

的是管理硕士课程，69% 的增长，以

及会计课程，51% 的增长。

需求的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学位名称

也包括内容。当被问到 MBA 课程最

有价值的内容时，接受《明日 MBA》

2011-2012 年度调查的受访者选择领导

力、战略管理、人员与组织管理、商

业与金融环境、市场学以及创业学。

公司财务以前是 MBA 最核心的课程之

一，现已跌出前十位，而且每年都在

下跌。这并不意味着 MBA 学生不想

学习公司财务，而是其他学科被认为

更加重要，对就业更有帮助。公司财

务对计划在投行发展的学生非常重要，

但是投行提供的职位越来越少，而选

择投行作为未来职业发展的 MBA 毕业

生也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考虑自己

创业，或加盟新创企业和小公司。创

业技能无论对新创办的企业还是推动

现有企业的变革都是需要的。

为创业者提供职业发展服务通常不在

传统的职业发展服务范围之内。通常

的做法是邀请校友畅谈创业经验、探

讨成功创业者必备的素质。

职业市场的另一个变化时 MBA 毕业生

选择的公司类型。Universum 是一家

雇主品牌调研公司。它发现在 2006 年

学习商科的本科生在选择理想雇主时，

位列前十位的有三家会计事务所，

两家投行。谷歌排在第 4，苹果排在

第 9。而到了 2011 年，这一切发生了

巨大变化。在 MBA 选择最理想的企

业时，会计事务所已经在排行前十位

中找不到踪影，投行也仅剩一家；谷

歌排在首位，苹果排在第三位。排在

前十位的企业还有三家咨询公司，以

及 LVMH、雀巢、宝马汽车。处在第

六位的是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出现在排行榜前十位预示着

MBA 学生态度的变化，而这反映在包

括可持续发展、商业伦理以及公司社

会责任等内容的课程越来越受到青睐。

很少有 MBA 学生愿意将这些主题作为

单独的课程学习（伦理学家就业机会

不多），而是将它们嵌入核心 MBA 课

程中。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 MBA 的就业选

择，报考什么学校以及学生生源也在

发生变化。例如在 2010-2011 年，来自

东亚以及东南亚报名参加 GMAT 考试

的人数比 2006-07 年增加了 23000 人。

23k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 MBA

的就业选择，报考什么学

校以及学生生源也在发生

变化。例如在 2010-2011 年，

来自东亚以及东南亚报名

参加 GMAT 考试的人数比

2006-07 年增加了 23000 人

当被问到 MBA
课程最有价值的
内容时，受访者
选择领导力、战略
管理、人员与组织
管理、商业与金融
环境、市场学以及
创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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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排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英

国《金融时报》2012 全球 MBA 排行

榜中位列前三十的除了欧洲一些著名

商学院外有三家中国商学院、两家印

度商学院以及一家新加坡商学院。而

仅仅在五年前，位居榜单前三十位的

只有一家中国商学院，来自印度和新

加坡的商学院榜上无名。

私人公司在 MBA 市场也在发挥更大的

作用。商业教育的最新发展是《金融

时报》的出版商培生 (Pearson) 公司

进入市场。与英国一家大学联手，培

生开始涉足商科本科教育。争夺 MBA

生源的竞争正在不断加剧，而 MBA 的

总体市场却增长缓慢。

技术对吸引 MBA 候选人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谷歌和商学院网站，也许在今

天没有人再感到惊讶了。但是在电子

传播方面我们显然还可以做得更多

更好。

五年前，当 CarringtonCrisp 公司推

出 “GenerationWeb” 研究报告时，学

生使用最多的还是桌面电脑，而今天

取而代之的是手提电脑、移动电话、

PDA 以及其他移动终端设备。尽管商

学院的网站仍然是重要的，但是移动

应用软件以及社交网站逐渐成为与潜

在学生进行互动的最有效的工具。

这不仅仅是 Facebook 或者 LinkedIn。

对于志在全球招聘学生的商学院，它

们还需要了解人人网、Hyves、Orkut、

Tuenti 以及其他一些服务提供商。

社交网络对招生正在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其最大影响还是发生在课堂内外，

学生利用社交网络寻求合作。2012 

“GenerationWeb” 调查显示，在学习

中利用社交网络的学生比例逐年在增

有关作者

安德鲁 • 克里斯普是 CarringtonCrisp 公司联

合创始人，曾在商学院工作过十年，为全球

100 多家商学院提供市场调研与市场营销支

持服务。

加，从 2010 年的 17% 上升到 2011 年

的 39%。

这一代在十年前开始使用网络，从最

初的 Bebo 到后来的 Myspace 和现在

的 Facebook 与 LinkedIn。合作是第

二天性，通过社交网络解决活动细节

或者项目研究已经司空见怪。

对于商学院而言，无论是提供 MBA 还

是其他商科学位，以上所有这些变化

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帮助自己实现

真正的差异化。太多的商学院提供完

全相同的东西。一种方法是更好地利

用校友，将他们毕业后的成功故事作

为鲜活例子进行市场推广的主要内容。

注重结果为商学院再竞争日趋激烈的

MBA 市场提供了差异化的机会。

在许多商学院校友资源没有被充分利

用和重视。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

CarringtongCrisp 最近一期的《校友

事务》(Alumni Matters) 调查中，几

乎没有校友说不愿意支持自己的母校，

很多人都表示愿意主动帮助招生工作。

然而，校友希望建立一种关系，而不

是一种单向的捐赠，他们寻求个人与

职业发展作为回报。

在其新著《差异化》(Different) 一书

中，哈佛商学院教授唐纳德 • 戴维

(Donald K David) 说，“差异化是一种

对独一无二的承诺，另一种说法是放

开手脚。无休止的竞争无法使你获得

成功。应该为这个世界提供真正有意

义的差异化 — 根本的、全面的差

异化。”

如果对未来 MBA 市场作一个预测的

话，我们可以肯定它与迄今为止的情

况将完全不同。



30 
www.efmd.org/globalfocus

渐进主义盛行与
概念大于实质 
乌尔里奇 • 赫梅尔 (Ulrich Hommel) 墨利 • 佩恩特 - 莫兰德 (Mollie 
Painter-Morland) 乔伊斯林 • 王 (Jocelyne Wang) 概述第三届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欧洲商业社会学会 (EABIS) 全球商学院
院长“可持续发展与管理教育未来”调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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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不平等、贫
困、腐败和侵犯人
权的觉悟为我们提
出了未来商业领袖
应该如何积极准备、
成功应对这些严重
挑战的问题

商
学院在管理实践领域

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力量。通过研究、

教学与其他活动，它

们不仅肩负着培养和塑造下一代商

业领袖的重任，也影响着公众对商

业在社会中的角色与目的的认识。

但是，商学院在多大程度上正在推

动真正的变革我们至今仍然很难判

别。企业对商学院提出了批评，认

为它们没有及时对金融危机作出有

力的反应，也没有积极参与商业领

袖提出的加强企业在社会中作用的

讨论。商学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关注与投入，推力和拉力同时存在。

这些因素包括环境、社会、治理以

及伦理的担忧。在企业伦理问题被

媒体接二连三曝光后，利益相关者

变得越来越警惕，要求企业必须在

这一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不断加

剧的环境风险也对企业以及商学院

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社会对不平等、贫困、腐败和侵犯

人权的觉悟为我们提出了未来商业

领袖应该如何积极准备、成功应对

这些严重挑战的问题。如果说在过

去，商学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

持一种消极的态度，那么它们现在

似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将可持

续发展问题融入商学院战略设计被

认为是建立与／或加强组织品牌的

有效工具。（参见本期第 50 页“可

持续发展教学”。）

认证机构对商学院的认证标准也在

作出一定的调整，鼓励商学院给予

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欧洲商业社

会学会联合推出的全球商学院院长

调研旨在了解商学院在推进可持续

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这

些步骤是否得到了有效贯彻。

调研设计

本次调研于 2012 年 4 月正式启动，

我们在全球共联系了 1520 名商学院

院长和课程主任，其中 148 人表示

愿意参加（回复率为 9.7%）。在这

148 名受访者中，有 53% 的人来自

欧洲商学院。其余样本分别来自美

洲 (18%)、亚洲 (13%)、中东及非洲

地区 (10%) 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

(6%)。将近三分之二的商学院为大

学商学院；53% 的商学院教职工人

数超过 250 人；51% 的商学院年招生

规模超过 2500 人。

调研的初步结果在瑞士 IMD 商学院

于 2012 年 7 月举办的第 11 届欧洲

商业社会学会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

今年我们还针对商学院的教授与企

业首席执行官开展了两项补充调查，

对商学院推出的各项举措如何产生

影响或者是否真正产生影响进行对

比分析。

在这些调研中，可持续发展被广义

地定义为包括环境、社会、治理与

经济 (ESGE) 等四个方面内容的概

念。这也表达了我们坚信的一个观

点：我们迫切需要对可持续发展企

业重新进行定义 —  它既包括基于

生态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

社会关注的“共同价值创造”的理念。

通过调研我们将了解商学院对 ESGE

的共识，从而对未来全球商业环境

产生最积极的影响。

开展商学院院长调研其目的是收集

相关数据，了解商学院院长与课程

主任是如何认识将可持续发展融入

教学、研究、公司战略与校园生活

中这一问题的。本次调研对商学院

院长和课程主任是否将可持续发展

列入战略重心进行了评估。评估的

内容还包括哪些关键因素决定可持

续发展战略能否成功融合，实施真

正变革将遇到哪些最严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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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今天，商学院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相关性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参

与调研的商学院院长与课程主任中

有 82% 的人认为，ESGE 正在从商

学院发展的边缘向主流转变。经济

考量 —  尤其是对商学院的品牌价

值、学生与公司需求 —  仍然是变

革的最大推动力。此外，74% 的受

访者表示，可持续发展已经深深地

融入商学院的使命中。

然而，大多数受访者也认为，商学

院目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系

不够紧密。几乎一半的人 (49%) 反

映，他们从企业合作伙伴那里没有

得到清晰的信息，因而并不了解它

们对 ESGE 的相关需求。这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商学院的思维仍然停

留在供应推动型 (supply-push)

层面。

此外，仅有 4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

的商学院与企业高层经理开展合作，

共同确定 ESGE 研究项目。同样令

人担忧的是，仅有 53% 的人确认他

们的机构与企业首席学习官、首席

人力资源官开展合作，共同确定可

持续发展学习重点。

与企业界需求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

部分原因是因为本次调研覆盖的对

象中有超过 60% 的商学院瞄准的学

生就业企业并不是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表现突出的公司。超过三分之二

(6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职业发

展服务主任很少主动向企业合作伙

伴了解它们对可持续发展技能的需

求。63% 的人认为，目前的就业服

务对可持续发展相关技能的培养并

没有多大作用。

事实上，53% 的人明确表示他们的

职业发展服务主任并不具备相关的

知识与专长，就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职业发展为学生提供咨询。

商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多半是从

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有 89% 的受访

者表示，作为商学院院长或课程主

任，他们亲自参与、领导 ESGE 项目。

与此同时，他们还承认除了高层管

理团队外，课程主任与教授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雄心计划的关键人物。

从上而下的方式表明商学院领导者

在制定组织发展战略时已经将可持

续发展列为优先考虑事项。但是，

这也反映了商学院顶层与一线运营

存在潜在脱节的风险。调研获得的

反馈证实了这一点，仅有 30% 的人

表示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年度绩效

评估，另有 34% 的人回答说这两者

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25% 的受访者还表示，在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表现确实与终身教授和教

授晋级决定有一定的关联，与此同

时有 33% 的人表示没有任何关联。

积极的一面是，71% 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的机构已经启动了变革管理流

程，将 ESGE 问题纳入核心研究与

教学活动中。

在研究领域我们看到了显而易见的

进展。商学院在开展 ESGE 研究项

目方面不惜投入重金，有 65% 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在这一领域设立了

研究院和中心；61% 的人回答他们在

其他研究院或中心设立了专门的研

究团队。48% 的人表示他们设立了

相应的教席教授，39% 的人表示开

设了相关博士课程（或专业方向）。

与研究领域相比，教学领域取得的

成绩似乎无法令人印象深刻。调研

覆盖的许多商学院都开设了两至四

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必修课，但

也有 35% 的商学院并没有在全日制

或非全日制 (29%) MBA 课程中开

设专门的模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大多数商学院除了认证

规定的最低要求外并没有做更多的

工作。

本次调研最后还调查了商学院在管理

自身物理建筑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

可持续发展问题。总体而言，结果是

令人鼓舞的。

70% 以上的商学院制订了削减碳排放

的长期目标，也制订了相应的政策，

指导新设施的建设与旧设施的改造。

调研覆盖的三分之二的商学院还制订

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采购标准与师

生员工行为指南。

但是，这些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

功于商学院还存在许多争论。大学建

筑与校园管理政策通常由大学当局决

定，而且也受政府法规的影响。

68%
超过三分之二 (68%) 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的职业发展服务主

任很少主动向企业合作伙伴了

解它们对可持续发展技能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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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商学院在如何将可持续发展问题融

入自身发展主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这一点毋庸置疑。许多商学

院正在其学位课程中更加全面地探

讨 ESGE 问题，并且与某些专业方

向课程建立了更好的内部衔接。我

们注意到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乐意资助规模更大的研究项目，

尤其是建立相关的研究院或中心。

此外，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已经融

入校园管理模式，这已经变得十分

平常了。

然而，调研结果也显示，商学院在

如何将 ESGE 战略融入其活动组合

方面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外部而

言，它们需要克服学术界与企业实

践之间的脱节；而从内部来看，它

们必须缩小院长和课程主任正向的

自我评估与某些关键领域（如教职

员工绩效管理）贯彻不力这一现实

之间的距离。

商学院院长与课程主任仍需要对企

业的需求，尤其是与可持续发展相

关的技能与能力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商学院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激

励教授将可持续发展更好地融入其

研究与教学活动中。教授激励机制

应该考虑普遍接受的研究指标如杂

志排名与影响力等，但是这远远不

够，它还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研究。

这些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商学

院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等到整个

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价值与

评估标准达成完全的共识再开始付诸

行动。

商学院经常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批评，

指责它们利用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市

场宣传目的。确实如此，许多商学院

的决策者仍然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看做

是权宜之计，是一种博取眼球的时尚。

我们的调研结果在这一方面无法提供

更多的安慰。商学院似乎更关注的是

“概念”而不是“实质”。

渐进主义盛行与概念大于实质   作者：Ulrich Hommel, Mollie Painter-Morland 和 Jocelyne Wang

有关作者

乌尔里奇 • 赫梅尔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研

究与调研总监，EBS 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墨利 • 佩恩特 - 莫兰德是欧洲商业社会学

会 (EABIS) 学术主任，德保罗大学 (DePaul 

University) 哲学副教授。

乔伊斯林 • 王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研究与

调研部负责欧洲事务的经理。

商学院院长与课程
主任仍需要对企业
的需求，尤其是与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技能与能力进行更
深入的了解

本次调研最后还调
查了商学院在管理
自身物理建筑时在
多大程度上考虑了
可持续发展问题。
总体而言， 结果
是令人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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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还是革命？尤根 • 索赛尔 (Jørgen Thorsell)、
贾斯丁 • 布里奇 (Justin Bridge) 和菲奥娜 • 加特纳

(Fiona Gardner) 探讨高层经理培训正在发生的大变化

高层经理培训：

渐进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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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随一声“巨响”的戏剧性革命有

时比悄无声息的渐进式变化更加

安全。增量式变化经常容易被忽

略 — 但是其结果可以是灾难

性的。

想一想柯达公司和数码技术的演变。柯达

没有及时意识到数码相机与移动电话对其

业务构成的巨大威胁，直至一切为时太晚。

2012 年 1 月，在经历 131 年的辉煌、被全球

奉为最伟大的公司后，柯达不得不提出破产

申请。

在高层经理培训领域，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

尽管这样的变化不是毁灭性的。在《全球聚

焦》杂志 2012 年 1 月刊发表的“公司特设课

程”(Customised Executive Learning)文章中，

作者格特 - 简恩．范．维克 (Gert-Jan van 
Wijk)和杰米．安德森 (Jamie Anderson)认为，

高层经理培训正在发生变化，由商学院和学

术机构主导的传统方式将被一种新型的“平

台模式”所取代。

许多领先的全球公司尤其如此，它们开始将

高层经理培训 (executive development) 与高

层经理教育 (executive education) 区分开来，

认为前者才是通过高层经理学习提高商业影

响力的途径。

区别在哪里？

高层经理教育基于商学院传统的教育方式，传授

从原创性研究中获得的理论知识。而高层经理培

训注重行为而不是理论与授课教师，旨在提高管

理者与组织的绩效。

从高层经理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如何转化为工作

行动和影响力，许多企业一直在挣扎与抱怨。这

并不是因为知识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产生立竿见

影的、可持续的影响对企业而言更加重要。

人们相信，知识除非以学习者需要的具体形式

和环境进行传授并能帮助组织产生可持续的影

响力，否则获取知识的成本无法被认为是完全合

理的。

高层经理教育通常发生在课堂内，与企业存在着

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因此知识的相关性是一个重

要问题。

在过去十年，高层经理培训日趋成熟，能满足企

业对工作相关性和可持续影响力的要求。将管理

者自己的工作挑战作为学习之旅的出发点，高层

经理培训提供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主导的学习过

程，能帮助管理者认识到他们需要做哪些工作才

能提高其影响力，尤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但是，尽管行为聚焦是其主要特色，高层经理培

训的方法不仅仅涉及行为。以学习者为主导的学

习过程仍将提供相关理论与最佳实践，帮助管理

者更深入地理解他们面临的环境，获得不同的视

角与洞察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知识的传

授不再以教授为主导，而是根据每个管理者面临

的独特挑战，因此所有理论与最佳实践必须能直

接应用并以结果为导向。

简而言之，现代高层经理培训的意义在于提供适

合管理者特定工作环境的知识、观点和学习，帮

助其实现可持续的行为变化。因此，将知识转化

为行为与影响力这一经典挑战得到迎刃而解。

如果领导力是一种关系

高层经理教练 (executive coaching) 被认为能帮

助管理者极大地提高工作绩效而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风靡整个企业界。在最新的一项全球调

研中（曼纳茨，《全球领导力调研》，2011）教练

(coaching) 被认为是除了领导者言传身教与行为

学习外最有效的高层经理培训方式。

教练是现代意义上的高层经理培训的最好例子，

因为它提供了针对个人的即时学习，因此与学习

者当前的工作现实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最近涌现了许多新方法与新技术，提高了高层经

理培训的有效性。

高层经理培训：渐进式革命    作者：Jørgen Thorsell, Justin Bridge 和 Fiona Gar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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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能让企业领导者和他们

的团队参与学习项目的新方法。

长期以来，领导力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特质，

既有遗传的一面也有后天学习的一面。这一观点

得到了研究的支持，在这些研究中领导者被描述

为孤独的激励之灯。因此，无论是高层经理教育

还是培训项目都是在脱离其员工和工作现实状

态下进行的。

然而，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导者（反之亦然），

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这一关系构成了领导力最

核心的支柱。有效的领导力发展基于有效的领导

力关系，而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领导者与其直接

下属。

过去 20 年普遍采用的“360 度”调查工具通过

调查管理者的团队以及其上司和同事收集定性

和定量反馈。这一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领导

力中的关系因素包括在领导力发展中。

然而，我们的长期经验告诉我们，360 度调查

获得的大部分反馈并没有与当事人进行实时分

享，而且受访者也没有认真对待或投入自己的

情感。

这不仅给最终的反馈留下各种解释（包括误解）

的可能，而且还容易引起“政治迫害”(witch 

hunt)，致使当事人追查“谁说了什么”。

更糟的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报复，360 度反馈经

常被“审查”，以至于最后流于形式，大家耸耸

肩一笑了之，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领导力发展过程中让团队成员参与其中不仅鼓

励他们分担加强领导力关系的责任，而且也避

免了“非我所创的综合征”(not invented here 

syndrome)。管理者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是，

当他们在完成转型培训课程回到工作岗位试图

向同事兜售“新世界”时，他们会发现这些同事

依然生活在“旧世界”。

总之，我们看到今天的领先企业要求每一个领导

者周围的整个“生态系统”必须参与高层经理以

及其他发展项目。它们认识到真正的领导力发展

需要所有相关者致力于发展领导力关系，领导者

个人不应该是孤军奋战。

一石二鸟

另一个趋势是将领导力发展与战略实施结合在

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加速的过程。

如果领导力是成功实施新战略唯一最重要的因

素（经验告诉我们这是真的），那么领导力发展

项目应该与这一实施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

发领导力发展课程，加快公司战略实施，提高领

导力绩效，这是一石二鸟的好事。

根据我们的经验，综合发展项目从高层领导者实

施公司新战略、决定什么是“最卓越的领导力” 

开始正式启动。然后所有管理者全力提供支持、

积极做好准备，确定和填补当前领导力能力

（包括自己与他们的团队）与新战略要求之间的

差距。

少花钱多办事

始于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引出了高层经理培训一

个新的主题：公司越来越要求高层经理培训能

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投入更少、回报更

多。一方面，这使高层经理培训的提供者面临

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它也推动了许多以技术

为基础的创新。

当然，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推动行为变化的概

念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在线学习课程与面授

课程相比要获得学习者的认可与支持仍然有很

长的路要走。

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虚拟学习世界将取得

重要进展，使我们在虚拟环境下能建立更深层次

的信任与更好的双向交流，从而获得学习者更大

的认可，实现更好的学习效果。

集中众多技术，博采众长，使之适应以学习者为

中心、在岗学习、多地点实施的独特教学方法被

称为“灵活学习”(fl exible learning)。

通过灵活学习，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用

更小的投入体验到更多的学习。我们发现成功的

关键是尽力减少面对面的干预，同时保持相同的

高学习产出。

灵活学习首先基于网络对每个学员进行能力扫

描，帮助他们认识到需要填补的能力差距。然后

根据每个学员独特的学习目标提供相应的学习

开发领导力

发展课程，

加快公司

战略实施，

提高领导力

绩效，这是

一石二鸟的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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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其中包括在线学习模块、文献以及在线讨论

等形式。

未来即将发生什么？

随着高层经理教育与培训的演变不断深入，预测

未来将发生什么是一件有趣的事。大多数高层经

理学习与培训专家认为，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

的回报仍将是推动创新的最大动力。而创新的重

点将是内容的性质而不是授课方式。

然而在我们看来，高层经理培训下一个重要突破

不会发生在内容领域。

相反，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将出现在可持续在职

学习 (on-the-job learning) 领域，其学习方式和

学习环境将使领导力方程的所有相关者各自发

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更合适的、更有意

义的方式体现基于工作、以学员为主导的学

习。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在职学习成为一

种有目的的行为，从而成为基于事实的平台，

推动更多与其他管理者相关的、随时可以分享

的学习。

根据我们对有效领导力发展的研究（《领导力发

展创新》，2009；曼纳茨，《全球领导力调研》，

2011），我们认为学习的重要性在于能实时满足

每个管理者具体的、基于角色的需求。实现这一

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看到传统的教练

与辅导方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然而，我们相信我们需要发现和开发更多的平台

以满足实时学习的需求。我们的研究发现，现实

生活／实时的体验式学习被认为是高层经理培

训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对这一学

习方式的需求将与日俱增。

高层经理培训不仅仅需要提高一个组织的领导

力与管理能力；同样它还需要对整体经营绩效

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预见将出现另一个重大的

推力，催生更成熟的方法，确保对绩效能同时带

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里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如何衡量高层经理培训效果？

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估不能仅

仅局限于财务数据，更应该以

最新行为科学研究为基础，侧

重评估行为改变。

革命性演变？

最近，我们在和全球最大的一家跨国企业进行合

作，调查如何“更新”其高层经理培训课程。该

公司负责学习与培训的高管在向潜在供应商提

问时，只问它们在设计体验式学习课程方面的专

长与能力。公司并不指望这些供应商提出任何学

习解决方案。

我们与该公司的合作已经进入相互丰富设计的

过程中，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高层经

理培训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扩大与高

层经理教育的距离。

这就是如何将高层经理培训不断向前推进、推向

新的高度。我们毫不怀疑，高层经理培训正处在

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某些人而

言这样的演变也许是革命性的。

高层经理培训：渐进式革命    作者：Jørgen Thorsell, Justin Bridge 和 Fiona Gardner

在我们看来，高层经理培训下一个

重要突破不会发生在内容领域

有关作者

尤根 • 索赛尔、贾斯丁 • 布里奇和菲奥娜 • 加特纳分别是

曼纳茨咨询公司 (Mannaz) 的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与咨

询顾问。该公司的主要咨询范围包括经理人及关键员工

能力发展。

曼纳茨咨询公司成立于 1975 年，当时的名称是丹麦工程

师研究院 (Danish Engineers’ Post Graduate Institute)，是这一

领域欧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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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能为世界

提供管理教育

新愿景吗？ 

卡特琳 • 穆夫 (Katrin Muff)

相信，通过 50+20 项目

它们可以做到

为我们提供了

明确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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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 (The World Business 

School Council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WBSCSB, www.

wbscsb.com) 作为美国管

理学会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的思想库成立于 2010 年 8 月。我

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行动平台，号召商学院积极

投身于全社会转变商业与经济发展模式、建设公

正的可持续世界的行动之中。

2010 年 11 月，当世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拜访联合国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负责人时，整个国际社会对巴

西里约热内卢 20+ 会议普遍不看好。

大家担心这次会议又将是哥本哈根会议的翻版。

也许能拯救世界、使之转危为安的只有民间团体

与企业。但是，如何拯救？联合国在寻找希望的

曙光。世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承诺将竭尽

全力，完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里约热

内卢 2012 会议前为管理教育制订全新的愿景目

标。我们感到，或许，仅仅是或许，管理教育

能挺身而出，为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 (Rio Earth 

Summit) 20 周年庆做出积极的贡献。

早在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峰会就将可持续发展

列为全球发展日程。但是，除了少数学者外，

商学院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积极参与相关的公

共对话与变革过程。我们感到，转变方向的时

机已经成熟。

2011 年 1 月，世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携手“全球责任领导力项目”(the Glob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itiative) 以及联

合国倡导的“管理教育原则”(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Education)，共同发起了 50+20 合

作。50 代表管理教育在 50 年前因为福特基金会

与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而实现了重大转

折，20 代表里约热内卢峰会已经走过 20 个春秋，

迎来 20 周年庆。（如需了解 50+20 项目更多信息，

请登陆 www.50plus20.org，或浏览 50+20 行动

日程第 3 页，www.50plus20.org/5020-agenda。）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流程，将全新的愿

景作为终极目标？以下一些指导原则或许能提

供一定的帮助：

- 全新的愿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明确的愿景，

成为未来二十年的指路明灯。它是我们确定是否

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依据，而不是在现实基

础上进行增量改进的模型。

- 界定模式转变：全新的愿景建立在模式转变的

基础之上。这样的模式转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

（一个新型的世界和社会，企业的一种新角色，

以及经济制度的转型）进行明确的界定。

- 推动愿景：建立全新的愿景需要洞察未来、理

解过去和现在的挑战。在 14 个月中有 100 多位

专家参与其中的 5 个全球模块，我们设计了许多

具有远见的练习和分析。

- 包容性方式：完全由我们（学者、商学院院长

与课程主任）来设计全新的东西是不现实的。我

们必须让企业和管理教育界更多的人（包括父

母、学生、校友、企业、非政府组织、教练和培

训师、咨询顾问以及各方代表）参与其中。

- 真正的观众：我们没有绞尽脑计试图说服那些

认同目前管理教育方式的人，我们撰写的文件其

对象是那些坚定的少数派。他们认为当前的教育

体系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

50
50+20 合作：50 代表

管理教育在 50 年前

因为福特基金会与

卡内基基金会发表

的研究报告而实现

了重大转折

20
…+20 代表里约热

内卢峰会已经走过

20 个春秋，代表

新的愿景将在未来

20 年发挥重要的影

响力

教育

– 转型学习

– 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 反思型实践与实地考察

推动

– 服务于社会的研究

– 支持企业承担管理责职

– 帮助领导者实现转型

参与

– 学术界与企业界相互开放

– 教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 学术机构成为楷模

合作实验室

–  成为利益相关者讨论相关问

题的首选场所

–  三环出现重叠，愿景焕发出

真正的生命力

–   围绕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

建立合作性行动学习与研究

平台

图 1：50+20愿景

 

合作实验室

推动

商业组织服务公共利益

教育

与发展全球

责任领导者

参与

商业与

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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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组织变革，我们提出了一个操作简单的

差距分析作为合作实验室（学习与研究公共空

间）方法的补充流程。它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

能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建立一个致力于在合作基

础上寻找解决方案的学习社区，使项目实施得以

顺利推进。

50+20 愿景是一种呼吁，倡导为世界提供责任领

导力。这一目的充分反映在项目的合作性中。

除了机构变革外，整个行业还面临许多更大的挑

战。我们确定了 6 个优先考虑的实施领域（参

见 50+20 行动日程第 31 页图 6，www.50plus20.

org/5020-agenda）— 这些是变革的关键杠杆：

1.  师资培训与发展（为现有教授以及新的博士

研究生专门设计的项目，鼓励教授积极投身

于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鼓励学术教

授与公司背景的教师开展合作，共同创造新

的学习环境）

2.  建立愿景原型（争取更多资助，使许多商学

院成为愿景展示示范区，同时帮助新兴和发

展中国家建立新型商学院，建立地区或以问

题为中心的合作实验室）

3.  推动研究服务公共利益（注重跨学科、以未

来为导向的研究，设立领导力保护区）

4.  制订管理教育评估新标准（由利益相关者

管理的工具对商学院进行排名，建立评估

研究对社会贡献的标准，以及教授评估的新

标准）

5.  追求卓越（对推动愿景的关键要素进行奖励，

提高教授的社会参与度）

6.  商学院管理的专业化（目前行政管理人员的

培训，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组织成为楷模）。

这些讨论使我们明白，最重要的

是建立一个使各方共同参与的流

程而不是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全新的愿景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它一方面为

未来指明了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却未必提供了

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解决方案。这里的挑战是如

何克服实施差距。我们一旦正确理解了愿景，我

们就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实施挑战。

在最初阶段，为了推动对话我们为所有利益相关

者提供了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管理教育的各种

供应商、客户与采购者如商业领袖与潜在学生、

出资人如政策制定者，以及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如

媒体和排名、评级与认证机构等。

这些讨论使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使各

方共同参与的流程而不是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参见 50+20 行动日程第 27 页图 5 的差距分析，

www.50plus20.org/5020-agenda）。有些机构或

许选择浅尝辄止，通过将愿景中一些相符的要素

融入现有的课程与结构中进行试水。但是也有一

些机构选择“深潜”，动员整个组织，将愿景作

为其立足管理教育的根据。有些活动首先着重于

消除目前的障碍，有些活动则着眼于推动创新解

决方案。 



41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聚焦》  |  第 06 卷  |  2012 年第 03 期50+20 offers a clear vision by Katrin Muff

到底什么是 50+20 愿景？我们预见管理教育

的三个新角色。 

首先，为了教育和培养全球责任领导者我们需要

重新确定教育的重心。

其次，我们将研究转向应用领域，帮助商业组织

服务公共利益。 

第三，我们为管理教育工作者增加了一个新角色 

— 积极参与社会对商业和经济转型的讨论。

基于这三个新角色，我们的愿景体现在合作实验

室这一理念之中，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学习与研

究的公共空间。

决定能否实现 50+20 愿景的最重要的杠杆是拓

宽教授的技能、经验与能力。在当前的管理教育

中许多能力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根据其复杂

程度，这些能力依次为：

–  覆盖所有专业领域的跨学科商业知识，以及

相关的商业伦理、创业学、领导力、可持续

发展和技术等知识

–  关注广阔的、前沿的跨学科知识 

–  关注新兴实践与工具，衡量与评估商业各个

领域的经济、环境与社会问题

–  掌握系统思维方法与风险分析，以及在快速

变化环境中进行整体决策的其他方法

–  掌握行动学习方法，建立有效行动学习平台，

倡导以人为本和以人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   提高教练、辅导等技能，作为传统讲座的

补充

我们预计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队伍将呈现进一

步的多元化，包括特定学科、跨学科、合作性和

以实践为导向的教授。在未来，不同学科、不同

职业以及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合作将成为一种

常态而不是例外。适合教学和研究型教授的新的

薪酬、聘用以及晋升机制将出现，满足一个更加

透明、更加令人鼓舞的环境的要求。 

有关作者

卡特琳 • 穆夫博士是瑞士洛桑商学院和圣加仑大学商

学院院长兼可持续发展博士课程主任，其联系方式是：

katrin.muff@bsl-lausanne.ch

未来商学院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从全球收集

了许多正在朝着我们的愿景目标不断前进的案

例和项目。这些新兴标杆（参见 www.50plus20.

org/benchmarks）为那些对如何实施愿景目标

怀有浓厚兴趣的人提供了灵感和楷模。在我自己

的商学院，我们新成立的由各方利益相关者组成

的顾问委员会决定“深潜”，通过实施 50+20 愿

景使我们的商学院成为真正的学习平台。 

我们诚挚地邀请读者参与我们的实施过程，我们

将建立对所有学习者和参与者开放的真实的学

习实验室。我们也希望从世界各地听到许多不同

的项目。50+20 项目是否成功在于有多少人以他

们自己的方式接受和实施我们提出的愿景。

因此，我们是否实现了里约热内卢的使命？我

们的项目很明显打动了“管理教育原则全球论

坛”的参会者以及参与讨论饥饿、性别歧视和

反腐败三个平行论坛的嘉宾。这三个“合作实

验室”是由我们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全球可持续

发展论坛工作小组共同组织的。我们的圆桌形

式在人民峰会 (People’s Summit) 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 

然而，我们所做的

一切是否仅仅是茶

杯里的风景呢？重

要的是下一步将发生

什么。在此我们号召

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生活的世

界。而参与其中的第一步就

是花上 8 分钟时间观看一段视频：

www.50plus20.org/fi lm。

6
变革的 6 个关键

杠杆是：

教授培训

建立原型

调整研究方向

制订新的衡量标准

追求卓越

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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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
思想火花 
朱莉 • 戴维斯 (Julie Davies) 回顾“国际商学院院长课
程”五年来走过的历程，这是英国商学院联合会 (ABS)
携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 共同推出的课程

本课程旨在为新上任的商学院院

长提供结识国际同行、分享经验、

了解不同商学院模式以及参与现

实挑战的讨论、规划自己优先考

虑事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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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学院院长自己也服药吗？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如

何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些是“国际商学院院长课

程”探讨的一部分问题。

当我在 2006 年加盟商学院联合会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几乎所有的英国商学院院长都是本国人。想一想他们领导

的国际师资和学生的多元化，这似乎不合情理。我们本能

地想，领导这些国际领先商学院的应该是一群活跃在国际

舞台上的精英。

自从那时起，英国的商学院院长人才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女性比例高达 30%，而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牛津大学和剑

桥大学分别从美国哈佛商学院和法国 INSEAD 商学院聘请

院长。

我们商学院联合会开设了一系列围绕能力建设的课程，因

此联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共同为全球商学院新上任的院

长开设培训课程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双方一致

决定，本课程分三个模块共七天，其中一个模块在欧洲以

外地区进行授课。这一课程旨在为新上任的商学院院长提

供结识国际同行、分享经验、了解不同商学院模式以及参

与现实挑战的讨论、规划自己优先考虑事项的机会。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是在 12 月一个阴冷的雨天开始的。我

们在瑞士 IMD 商学院用过早餐后来到了美丽的日内瓦湖

畔。这种感觉就像是参加一个集会。第一课 — 商学院

院长需要为自己的商学院学会交际，因此这里无疑是开始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交流的理想之地。

瑞士 IMD 商学院两位教授 — 保尔 • 斯特莱贝尔 (Paul 
Strebel) 和特雷西 • 基斯 (Tracey Keys) — 在其撰写的

《掌握高层经理培训》(Mastering Executive Education) 一
书中传递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如何利用高层经理的情感以

及真实经验至关重要。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的第一项活动是三人一组，每个人分

别介绍各自商学院的相似性与不同点。有些商学院院长显

得非常谨慎，不愿意敞开心扉合作。第二课 — 首先要

建立信任。

幸运的是，当时的 IMD 商学院院长彼得 • 洛兰奇 (Peter 
Lorange) 和他的同事欣然接受了我们的国际商学院院长课

程。他们主动分享了许多经验，包括研究、教授招聘与薪

酬设计、非长期教授模式、教授团队激励等。第三课 — 
一个在位多年、即将离任的商学院院长更加开放，更愿意

分享。

在规划第二个模块时，我们问自己世界上哪个地区或城市

商学院集中程度最高。波士顿似乎是一个最合乎逻辑的选

择。我们马不停蹄，接连拜访了百森、宾利、波士顿大学、

哈佛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社、麻省理工斯隆商

学院以及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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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些商学院都各具

特色，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员工流动

也非常频繁。在哈佛时我们巧遇了戴

维 • 盖文 (David Garvin)，午餐时间他

刚游泳回来。我们向他请教了世界一

流商学院 MBA 教学使用案例的情况。

以案例教学闻名于世的哈佛在 2008 年

迎来了 100 周年庆。

穿过查尔斯河我们来到了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新上任的商学院院长一

方面非常认可案例教学的价值，另一方面他认为

MBA 远远不是几百个案例就能解决的，学生咨

询项目也是一种选择。

在麻省马拉松式的参观后，我们拜访了里斯本商

学院，了解了这个处在欧洲大陆边缘的商学院

MBA 和管理教育的发展。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的校友联系就开始运转起来

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drobras) 负责培训的

总经理参加了第一期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他邀

请我们访问里约热内卢。在这里我们与巴西的商

学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还欣赏了热情奔放

的桑巴舞，品尝了巴西风味的朗姆酒。

随后我们来到了西班牙马德里的 IE 商学院。IE
大学校长兼 IE 商学院院长的圣地亚哥 • 伊涅圭

斯 • 德 • 欧佐诺 (Santiago Iñiguez de Onzoño)
与我们分享了他们作为一家私立商学院购买

Segovia 一所大学的独特案例。给我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 IE 商学院年轻的公司顾问委员会、学

生入学模块（其中包括团队运动），以及学费高

达 6 位数的 EMBA 课程等。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在西班牙举办过两次，证明

巴塞罗那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一流的私立商学

院。一所是 IESE，院长为约蒂 • 科奈尔斯 (Jordi 
Canals)，他曾撰写过许多有关商学院经营的专

著。另一所是 ESADE，院长是艾尔冯 • 索盖

(Alfons Sauguet)，他现在是我们国际商学院院

长课程的校友。

自从那时起，我们访问了欧洲中部和波罗的海地

区，在斯洛文尼亚 IEDC 商学院院长戴尼卡 • 普

克 (Danica Purg) 和立陶宛 ISM 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那列尤斯 • 帕西萨 (Nerijus Pacesa)
的安排下，我们对短期培训开展了发人深思的

讨论。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还把我们带到了英国剑桥

大学 Judge 商学院和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我

们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共享美

妙的晚餐，当晚的演讲嘉宾是霍华德 • 托马斯

(Howard Thomas)，他即将前往第三个大陆就任

商学院院长。

伦敦之后我们来到了中国北京，适逢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北京校园启用仪式，迎接我们的是时任教

务长的郭理默 (Rolf Cremer)。在这里我们比较

了长江商学院模式与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差异。

2011 年，我们再一次将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搬到

了北美，来到了费城，拜访了沃顿、Haub 商学

院以及德雷塞尔大学 LeBow 商学院。

从左上图片依次为：

戴尼卡 • 普克 (Danica Purg)

彼得 • 洛兰奇 (Peter Lorange)

麦吉尔大学商学院 (McGill)

圣地亚哥 • 伊涅圭斯 (Santiago Iniguez)

劳伦特 • 巴特世 (Laurent Batsch)

哈佛商学院郭理默 (Rolf Cr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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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即将从荷兰鹿特

丹管理学院离任的叶

诚华 (George Yip) 院
长也给我们带来很多

收获。他坦诚地与我

们分享了他对鹿特丹

管理学院的改革经验。在荷兰，我们还拜访了另

一所欧洲领先商学院 — Ramon O’Callaghan。
有趣的是，这所商学院以私人公司形式组建，由

两家大学持有股份。

2012 年，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来到了法国巴黎

凯旋门，参观了 IÉSEG 管理学院。在巴黎第九

大学，校长劳伦特 • 巴特世 (Laurent Batsch) 向
我们介绍了 PSL 研究大学的构成情况。同样精

彩的还有 Desautels 管理学院院长彼得 • 托德

(Peter Todd) 和 HEC 蒙得利尔商学院课程主任麦

克 • 帕特雷 (Michel Patry) 的演讲。他们分享了

如何和当地政府与学生进行谈判、如何培养高绩

效研究的文化等经验。2012 年的最后一个模块，

BI 挪威商学院成为课程的东道主，在这两天时

间里我们探讨了商学院院长的战略重点，如何有

效管理时间，以及教学中的技术应用、创业与创

新等话题。

在我们的校友拜里斯 • 坦 (Baris Tan) 帮助下，

2013 年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将第一次移师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的 Koc 大学，课程的前一天为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院长与总干事会议。这

样安排方便新上任的商学院院长相互进行交流。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第六期将参观新加坡的三所

商学院和德国的两所商学院。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弗吉尼 • 海勒蒂 - 罗萨

(Virginie Heredia-Rosa) 和我具体负责国际商学

院院长课程，无论是课程学员还是主办单位，我

们接触的是一群极具天赋的领导者。接待我们参

激发思想火花    作者：Julie Davies

观的商学院所展示的热情与开放使我们深受感

动，而讨论的质量之高也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们从商学院有关文献以及历史进程中

抽取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也给学员设计了许

多小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我们为商学

院院长在亚马逊 (Amazon) 编制了列表，将商学

院院长的采访视频推送到 YouTube(http://www.
youtube.com/user/TheABSUK/feed)。

我们尽可能减少幻灯片和课堂时间。参加国际商

学院院长课程的学员希望讨论如何更好地履行

商学院院长角色，讨论他们目前面临的一些问

题，包括如何吸引研究活跃型教授，如何建立与

关键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清晰品牌。他们不希望自

己的商学院仅仅成为“现金牛”或者过于迷信所

谓的 A 类杂志，将之奉为圭臬。

霍华德 • 托马斯与埃里克 • 科尼埃尔 (Eric Cornuel)
在其发表的文章“转型中的商学院？影响力、

合理性、能力与重新定义”（《管理发展杂志》，

31(4)：第 329-335 页）中指出，商学院院长应该

在一个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下重新探

讨商学院的学术合理性以及管理教育的各种思

想。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社交媒体、成本效率，

这一切正在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身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国际商学院院长

课程基于商业环境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创新发

展。我们与新一代的商学院院长同心协力，充

满信心。正如巴西 EBAPE 商学院的弗拉维奥 •

卡法罗 • 德 • 法斯康赛罗斯 (Flávio Carvalho de 
Vasconcelos) 所说，“我们的宗旨是交流思想，

探讨全球商学院面临的复杂挑战。”

有关作者

朱莉 • 戴维斯是英国商学院联合会副首席执行官。

她的邮箱是：jdavies@the-abs.org.uk

参加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的学

员希望讨论如何更好地履行商

学院院长角色、如何吸引研究

活跃型教授，以及如何建立与

关键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清晰品

牌。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商学院

仅仅成为“现金牛”或者过于

迷信所谓的 A 类杂志，将之奉

为圭臬

$$$
IE 商学院新推出的
EMBA 课程学费已
经突破 6 位数（2013
年为 10.2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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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 
阿什里奇商学院推出全新 MBA课程

马丁 • 洛克特 (Martin Lockett) 回顾阿什里奇

商学院如何重新设计 MBA 课程

我们邀请所有教授提出各自建议，希望在新

设计的 MBA 课程开设什么模块。这些模块

必须相互协调，相互支撑，为整个课程带来

独特的学习结果。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被

排除在外，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重新设

计的 MBA 课程必须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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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市场获得 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
体系）和 EPAS（课程认证体系）认证的商
学院有 150 多家。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个
各种类型的 MBA 课程，它们面临的最大的

挑战是差异化。 

对于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而言，正是 2009 年的一次内

部质量评估引起了大家对差异化问题的极度关注。当

时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阿什里奇商学

院长期以来一直注重 MBA 课程的创新，也得到了市场

的认同，但是它能适应未来吗？于是在进行认真的战

略评估后，阿什里奇商学院决定于 2012 年 9 月推出全

新全日制和非全日制MBA课程。本文将回顾这一历程，

探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利益相关者与设计原则

重新设计课程从邀请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开始。

从内部而言，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包括 MBA 教授、对

MBA 感兴趣的其他人以及一些对 MBA 学位持怀疑态

度者。此外，我们还邀请了部分校友和企业界代表，

通过共同参与式讨论，我们制订了 MBA 课程重新设计

的一些原则。

平衡“知”、“行”与“省”(knowing, doing, being) 而
不是仅仅传授理论知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参

见《MBA 再思考》，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10 年）。这

意味着我们将依托目前课程的优势以及阿什里奇商学

院 50 多年来在高层经理培训方面积累的经验 — 在
发扬光大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前行。 

我们也将其他一些商学院作为对照标杆。我们在 2005
年的 MBA 设计时至今日不再具有独特性。至少到了

2010 年其他商学院也公开进行类似的宣传，强调课程

的相关性与领导力。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目标非常明确：

我们需要与众不同，需要差异化，而且必须立即行动。

我们此前展开的一项品牌研究进一步凸显了差异化的

必要性，这也成为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整个设计

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细节。例如，通过标杆对照我们

发现蓝色是许多商学院 MBA 宣传册的主色，于是我们

决定放弃蓝色，改换紫色和橙色。

在反思过程中我们确定了哪些成功因素可以继续移植

到新设计的 MBA 课程中。例如，我们的管理硕士网

络课程有一个在线“学习区”(learning zone) 得到了

EQUIS 与 QAA 同行评审小组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学

生的一致好评。于是，在线学习区与面授学习相结合

成为另一个核心原则。

最后，我们需要倾听学生反馈。一方面，学生希望我

们保持 MBA 目前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也对许多方面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对手书考试以及主观评估提

出了质疑。他们希望更大的人际交流网络，而不是局

限于同一年级的同学。他们希望在入学时间方面有更

大的灵活性，甚至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在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课程之间自由转换。

落到实处

至 2011 年，我们制订了明确的愿景，也得到了广泛的

支持。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

许多教授愿意参与其中，但是没有时间参与到设计的

各个环节。因此，我们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核心设

计团队，负责整体设计；另一个是教授和其他工作组，

参与具体问题的讨论。共有 40 多名教职员工参与。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邀请所有教授提出各自建议，希

望在新设计的 MBA 课程开设什么模块。这些模块必须

相互协调，相互支撑，为整个课程带来独特的学习结果。

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重

新设计的 MBA 课程必须与众不同。有些模块有许多教

授申请，我们必须进行取舍。有些模块只有一个人申请，

核心设计团队进行认真审核。还有一个模块没有任何

人提出申请，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教授来填补这一空白。

核心设计团队将愿景细化为更加具体的设计原则，这

些原则贯穿整个课程，涉及许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

表现在整体课程设计与创新学习方法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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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课程设计

将几乎所有的设计原则融入 MBA 课程，这是我

们的主要任务。最终的结果大大超过许多人的预

期，与我们的愿景非常接近。新课程设计包括以

下重要原则：

网络与多元性：为了扩大人际网络，增加每一个

班级的地理多元性，全日制 MBA 学生（大多数

来自欧洲以外地区）尽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与非

全日制（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和 EMBA 学员进

行交流。

灵活性：学习模块设计成 6 个月为一个完整的学

期，学生可以选择半年或一年制学习方式。12 个

模块相互独立，学生可以灵活选择。

地点考虑：MBA 课程在许多地点授课，先安排

在阿什里奇优美的学习环境，然后是商业中心伦

敦，最有还有为期一周的国际商务体验。

小组与个人：学习活动与评估注重个人与小组

相结合，这反映了组织的现实生活，并非所有成

功可以进行个人衡量，你也无法可以自由选择自

己的同事。

学科与综合：除 8 门核心课程外，我们还设计了

4 个综合模块，涉及可持续发展、领导变革、全

球管理以及创造价值等四个重要话题。作为综合

模块，它们结合了不同学科，包含了许多真实的

案例。

综合管理视角：总是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学习。我

们的选择是削减职能领域的知识，因此人力资源

管理的细节让位于每个管理者都必须掌握的人

员管理与变革管理等内容。

个性化：选修课不以教授偏好开设，我们的方式

是提供每个人选择特定课题（在 EMBA 课程中

学员通常选择自己组织的课题）以及小组项目的

机会，这些课题占最终评估的三分之一的分值。

大师课堂：每两月举办一次，为 MBA 学生提供

与校外学者和公司高层就当今热点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的机会。许多主题由学生自己确定。

职业发展：在“个人影响力”(personal 
impact) 模块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职业发

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模块，帮助学

生学会自我管理，包括个人与团队管理。还有一

个“就业能力”(mployability) 选修模块，着眼

于后 MBA 的职业发展。

大师课堂每两月举办一次，为学者

与企业高管搭建共同探讨热点话题

的高端平台。这一形式正越来越受

到学生的青睐 

与众不同。我们确实如此。

阿什里奇商学院严谨。切题。真实。阿什里奇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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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习方法

我们为 MBA 制订了明确的学习战略。这一战略

基于阿什里奇商学院在高层经理培训以及管理

硕士网络课程方面长期累积的经验：

–  “知识转移”在进入课堂学习前通过在线学习

实现

– 面对面的课堂学习实现 100% 互动

– 评估方法反映现实世界

– 所有学习资源实现网络化

这意味着教学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再是课前预读

这样的简单安排。在新设计的 MBA 课程中，学

生将通过学习区的一系列资源（包括教授在线介

绍课程等）进行课前准备。

面对面的时间用于掌握这一知识，理解并分析主

要概念。应用是关键，一开始先在“相对安全

的”内部环境进行尝试，然后扩大至企业的咨询

项目。此外，我们彻底改变了个人作业加考试这

样一种“千遍一律”的评估方式。如今我们更加

注重多种形式，根据不同模块特性将个人评估与

小组相结合。

如图显示，这一方法可以概括为 ‘4As’：吸收

(absorb)、分析 (analyse)、应用 (apply) 与适应

(adapt)。

就学习资源而言，我们的原则是“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任何方向”(anytime, anyplace, 
anywhere)。这原本是马爹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的广告语，现在被很多人争相仿效。在

YouTube 上浏览这些旧广告，你会发现当年

看似幻想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在出差

或者在海边，每天 24 个小时都能实现学习。我

们的阅读单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印刷的图书和文

章，取而代之的是电子图书、电子数据库以及学

习区各种资源。尽管一些教授和图书管理员提出

疑问，“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方向”这一

口号我们实现了。

学习区的内容

– 在线教授材料

–   课程日程安排

–  阅读单，点击链接电子图书、杂志数据库

和相关网站

– 其他课程学习材料

– 讨论组

– 学习技巧 — 一般性技巧和 MBA 特定技巧

– 课程手册和文献

– 相关主题的最新新闻与文章

–  ‘虚拟阿什里奇’ — 虚拟资料图书馆

挑战与教训

设计全新的 MBA 课程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尽管大多数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

至今悬而未决，例如，如何将虚拟资源开发纳入

教授绩效管理系统等。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是

否应该将更多的模块移到伦敦。

我们的经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意义？我想至少

有 7 个教训可以学习：

1.  不能自满 — 及时审核战略，不要坐失良机

2. 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制订愿景

3. 不要过于依赖老的团队，而应该吸收新的

 人员与新的思想

4. 将学生体验作为设计的核心

5. 允许教授根据清晰的设计原则进行不断创新

6.  组建核心团队确保课程一致性

7. 通过虚拟内容实现协同增效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能满足下一代 MBA
学生需求的全新的 MBA 课程终于诞生了。 

有关作者

马丁 • 洛克特是英国阿什里奇商学院负责学术发展的

院长。

吸收 学习区的主要概念

分析  与‘课堂’一起

应用 实际组织中

适应  反思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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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
领导者传授
可持续发展知识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 (ESMT) 将可持续发展与

责任领导力视为 21 世纪管理教育的核心内容。

未来领导者需要具有全球思维能力与创业精

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尊重他人

我们如何才能让管理者成为全球责任领导者以满足可

持续发展需求？ CB • 巴塔查亚 (CB Bhattacharya) 为

我们描述了德国一家商学院在这一方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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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商学院不仅培养优秀的管理

者更要培养责任领导者的呼声

在不断高涨。公众呼吁学术界

和企业高管转变思维，探索更

平衡、更稳健的新路。我们需要管理者制

订的战略不仅考虑利润率，更要考虑地球

和人类的福祉。

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是这

一重要转变的先锋者。我们已经将可持续

发展和责任领导力的原则融进我们生活的

每个方面，包括教学、研究、思想领袖和

生活方式中。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确定了三个教学与研究

领域作为实现差异化战略的重要工具，即：

– 欧洲竞争力

– 技术管理

– 可持续发展与责任领导力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将可持续发展与责任

领导力视为 21 世纪管理教育的核心内容。

未来领导者需要具有全球思维能力与创业

精神、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尊重他人。

这一理念体现在许多方面，如 E.ON 公司责

任教席（目前由作者本人担任该教席的教

授）、可持续发展方向 MBA 课程、MBA 和

EMBA 可持续发展必修课程，以及为学界

和企业提供共同探讨改进可持续发展实践

战略的圆桌论坛等。

在 Aspen 研究所 2011 Beyond Grey Pinstripes
排行榜中，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名列全球

第 29 位，欧洲第 4 位。在衡量我们自身对

环境与社会的影响方面，可以说欧洲管理与

技术学院刚刚起步，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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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MBA 提供一系列核心课程，包括商业伦

理与商业社会，直接或间接讨论可持续发展与企

业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方向课程，不仅开设了核心课程“可持续发展经

营”，还提供了一系列选修课，包括“消除贫困”、

“公司环境战略”、“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全

球增长引擎”等课程以及新兴经济研讨会。

根据我们针对学生的非正式调查，欧洲管理与

技术学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是吸引潜在

学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从他们的学术发展还

是／或者职业发展来看都是如此。

“可持续发展商业”课程由本文作者在第二学期

学生选择选修课前授课。该课程围绕可持续发展

主题，运用职能知识探讨社会、环境与经济主要

问题。

学生知道，如果实施得当，可持续发展项目将为

我们的地球和人类带来积极的变化，改进财务福

利（利润）。

如图 1 显示，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利益

相关者（包括企业、消费者、社会创业家以及政

府监管机构等）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课程的第

一部分聚焦企业社会责任，第二部分探讨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角色。

具体而言，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

1)   了解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关注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2)   从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员工、供

应商、非政府组织以及监管机构等）角度评

估对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反应

3)  掌握可持续发展项目产生积极的商业与社会

回报的条件

4)  评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性。

在整个课程期间，我们鼓励学生从利益相关者

视角探讨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以

未来企业领导者身份学习如何利用商业力量

创造社会与环境价值。（参见 Bhattacharya 与

Korschun，2011 年，《利用企业社会责任：

实现商业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利益相关者路

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ISBN 978-1-107-

40152-5。）

重要的是，学生可以挑战当前市场的主流思维模

式，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教学法上，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强调

批判性思维与体验式学习。这通过许多方式得到

体现。

首先，我们通过精心挑选的文章、讲座和案例学

习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与原则，在此基础上

制订、实施和评估可持续发展项目 — 从采购

到处理的整个价值链。

其次，通过一系列真实的小组咨询项目、微型研

讨会、演讲、商业模拟和角色扮演游戏，学生分

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绩效，第一手发现可

持续发展项目实现商业与社会回报的机制。通过

这样的体验式学习（包括在小组项目中扮演社会

变革催化剂角色），学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内

在的妥协性、模糊性以及决策的困难性。

根据我们针

对学生的调

查，我们学

院对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

重视是吸引

潜在学生的

重要因素之

一，无论从

他们的学术

发展还是／

或者职业发

展来看都是

如此

图 1：

可持续发展：
人类／地球／利润

政府

社会民众股东

媒体

科学家 消费者 企业 非政府组织

企业
社会责任

责任消费主义

社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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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三例说明我们在课程中采用的不同学习

方法：

1)  在课程开始阶段，我们使用 “FishBanks” 商

务模拟 (Meadows, D L, 2004, FishBanks 有限

公司。互动学习实验室，杜伦，美国）。学生

分成小组扮演不同的渔业公司，在游戏过程

中每个小组争取实现最大资产。最终的资产

等于银行存款加渔船的残值。这一游戏旨在

说明“公共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现象（Hardin, G, 1968, “公共悲剧”，《科学》

杂志第 162 期：1243-1248 页）。而后我们又将

这一现象与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联系在

一起。

2)  第二个例子是埃克森美孚案例（参见案例“埃

克森美孚与乍得／喀麦隆输油管道 (A)，达顿

商学院出版社，案例编号 UVA-E-0262，作

者为 Werhande, P, J Mead, R, Freeman 和 A 

Wicks, 2003 年）。该案例叙述埃克森美孚面

临继续还是取消在乍得／喀麦隆铺设输油管

道的计划这一艰难的选择。学生需要扮演不

同角色，如埃克森美孚管理层、埃克森美孚

股东、乍得／喀麦隆当地居民或政府、世界

银行、环保团体以及西方石油消费者。在课

堂探讨是否应该考虑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铺设

输油管道，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进行分析，

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复杂性有了更好的

了解。

3)  第三个例子是学生在课程期间完成的真实项

目。通过真实项目，学生不仅学习“知行合

一”，而且看清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些项目

包括非盈利组织项目（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My Finance Coach）和盈利组织项目（安

联、微软），主要关注战略问题。

例如，有一个项目是由一家媒体巨头 Axel Springer

赞助的，探讨如何处理来自非政府组织和激进分

子的激烈反应，他们抗议许多电子设备生产商使

用来自刚果和其他敏感地区的“争议矿物质”如

钽、钨、锡矿石和金。这些项目使学生有机会深

入接触公司相关人员（经常是负责企业社会责任

或可持续发展的经理）。通过二次调研以及原始

数据收集，最终他们需要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可持续发展商业”课程和可持续发展话题在欧

洲管理与技术学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是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其中包括：

1) 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

基于可持续发展话题具有跨学科的内在特性，我

们需要与非商业学科如政治学和哲学建立更加

密切的联系。

2)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课程的整个过程

如果能将主要概念与 MBA 课程中的财务、市场

学、生产经营等模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可持续

发展商业将传递更加强有力的信息。

3)  在各种知识讲座中增加“异花授粉”

在 MBA 学生与可持续发展商业圆桌论坛之间没

有建立系统的互动。可持续发展商业圆桌论坛是

一个重要的学习平台，来自学术界的最新学术观

点与来自企业界的最佳商业实践在这里不断碰

撞融合，从而产生最前沿的思想，帮助企业获得

“可持续发展”优势。目前有来自 17 家企业的管

理人员每年参加两次会议，从学习角度让学生参

与其中是有极大帮助的。

重要的是，

学生可以挑

战当前市场

的主流思维

模式，提出

自己的解决

方案。

有关作者

CB • 巴塔查亚教授是德国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负责国际

关系的院长，同时他也是 E.ON 企业社会责任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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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艾尔 • 约尔丹 (Didier Jourdan) 和纳西姆 •

贝尔拜利 (Nassim Belbaly) 认为，新成立的

地中海商学院联盟将加强地中海地区的管理教育

在
管理教育竞争激烈的欧洲

市场，尤其是在法国，一

些中小规模的商学院已经

没有退路，它们必须依靠创新战略维

持其生存与发展。

获得良好的财务、声誉、校友力量

以及欧洲和国际的认可（包括师资、

学生、短期培训等），这是目前商学

院的主流战略。但是对于中小规模

的商学院而言，它们似乎仅剩下三

种选择：

–  寻找合作伙伴，通过合并达到欧洲

主要商学院相同的规模，从而竞争

相同水平的财务资源

–  寻找替代战略实现差异化，在某一

特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  放弃在欧洲和国际层面进行扩张

的雄心，集中力量于本国目标，适

当增加一些欧洲和国际活动

然而，蒙彼利埃商学院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却选择了创新战

略，继续它在管理教育的积极探索。

这一战略的基础是成立地中海商学院

联盟，注重管理创新，尤其是能持续

帮助企业提高整体绩效的管理新实践

与新方法。

蒙彼利埃商学院将管理创新作为其定

位，融入教学流程、课程开发、智力

创造、员工组织以及遍布全国、地中

海与欧洲层面的公司关系。

这一战略首先基于蒙彼利埃这一地理

位置。蒙彼利埃位于地中海心脏。她

曾经是香料贸易港口、朝圣圣地以及

医学和法学的学习中心。作为长期的

繁华之都，她在地中海历史上曾经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战略上来说，

地中海地区的吸引力来自她拥有 30

个海边国家，占世界海运的 25%，

石油运输的 30%，而且保持稳定的

增长。

最近的变化与机遇，如“阿拉伯之春”、

金融危机和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增长，

是推动蒙彼利埃商学院加大在该地区

管理教育投入力度的主要因素。

与成立地中海商学院联盟同步进行

的举措还包括设立招生中心、开发

学生与教授交流项目、推出公司特

制培训课程、与商界建立更紧密地

联系、招聘专职人员处理地中海关

系等等。

地中海商学院联盟是针对地中海地区

国家管理教育机构而设立的网络和平

台，目的是推动该地区的管理教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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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断发展、提高。三所商学院已经

明确表达参加这一联盟的意向：蒙彼

利埃商学院（法国）、卡萨布兰卡工

商管理高等学院（摩洛哥）和巴里大

学（意大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希腊、土耳其以及埃及的一些商学院

正在谈判过程中。

成立地中海商学院联盟旨在推动该地

区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可持

续发展。

它将成为分享经验、共同推动管理教

育发展的专业平台。它支持各种形式

的管理创新，同时关注管理科学的实

用性。 

这一创新项目将注重培养明日地中海

领导者，以创新方法传播商业知识与

技能，并为地中海地区国家搭建与其

他国际经济中心建立联系的桥梁。

与此同时，该联盟还将提升地中海地

区国家管理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国

际影响力，确立管理教育在推动地中

海世界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成立地中海商学院联盟将

帮助地中海地区各国超越差异建立更

加牢固、持久的关系。

最后，它还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

中海地区，尤其是那些对未来发展至

关重要的文化、社会以及环境因素。

为了支持这一项目，参与联盟的商学

院每年将举行两次重要会议，各家商

学院轮流主办。年度会议将聚焦管理

教育领域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机制，

比较各自的相似性、差异性以及共性

问题。

因此，这些会议将推动地中海地区各

国的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尤其在研究、

教育（包括本科、硕士以及高层经理

培训）等方面开展跨国合作。

地中海商学院联盟将通过以下

方式提高课程效率：

–  开设本科和硕士联合课程。以法

语为授课语言的地中海管理创新

EMBA 课程将在 2012/2013 学年在

摩洛哥和其他国家相继推出，因此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自由选择

地中海不同地区上课。这一课程的

学员来自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背景。针对这些未来领导者，课程

将帮助他们丰富世界观，建立人际

网络，在商业世界获得成功。

–  分享教学方法，尤其是教育创新，

设计流程与活动改进教学质量。

–  建立联盟会员校友网络，成为地中

海地区国家大使。

–  与地中海地区商学院共同建立商

业孵化器网络。 

地中海商学院联盟还将通过以下

方式推动研究：

–  建立地中海地区管理创新联合研

究团队，就许多重要课题开展联合

研究项目。

–  将教授与商业合作伙伴交流作为

联合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基于不同

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组织联合教

育项目。

–  组织地中海地区管理创新研讨会

与论坛。

–  成立地中海地区管理创新联合

教席。

–  开设联盟“地中海地区管理创新”

博士课程。 

–  为研究地中海地区问题的国际学

者开设研究方法培训课程。

有关作者

迪迪艾尔 • 约尔丹博士和纳西姆 • 贝尔拜利

博士分别是法国蒙彼利埃商学院院长和学术

主任。

成立地中海商学院联盟旨在推动该

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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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非洲
会议

日期／地点

10 月 11-12 日／内罗毕，肯尼亚

主题

适合非洲的可持续商业教育

主办方

斯特拉斯莫尔商学院

(Strathmore Business School)
与内罗毕大学

2012 年 11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中东
及北非地区会议

日期／地点

11 月 4-6 日／贝鲁特，黎巴嫩

主题

中东及北非地区商学院：培养未

来商业领袖

主办方

贝鲁特美国大学商学院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Olayan School of Business)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公司顾问
会议

日期／地点

11 月 21 日／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风险管理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
推介会

日期／地点

11 月 29 日／莫斯科，俄罗斯

主题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认证、

监管：EQUIS、EPAS 和 DAF
主办方

莫斯科国立大学商学院

2012 年 11 月

201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会议

日期／地点

11 月 29-30 日／北京，中国

主题

中国与欧洲创新业务

主办方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2012 年 12 月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硕士
课程会议

日期／地点

12 月 3-5 日／利莫瑞克，爱尔兰

主题

硕士课程 — 名副其实吗？

主办方

利莫瑞克大学商学院 (Kemmy 
Business Schooll, University of 
Limerick)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公司顾问
会议

日期／地点

12 月 12 日／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设计与实施国际化战略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3 年 1 月

2013 国际商学院院长课程第一
模块

日期／地点

1 月 29-30 日／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主办方

Koç 大学商学院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商学院院长与总干事会议

日期／地点

1月31日 -2月 1日／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主题

Making Things Happen
主办方

Koç 大学商学院

2013 年 3 月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创业研讨会

日期／地点

3 月 4-5 日／马德里，西班牙

主题

帮助创业家实现增长

主办方

EOI 商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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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日／香港，中国

主办方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2013 年 5 月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高等
教育研究会议

日期／地点

5 月 23-24 日／巴黎，法国

主办方

巴黎第九大学

2013 年 6 月

2013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年度
会议

日期／地点

6 月 9-11 日／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办方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efmd.org ，或发邮

件至 info@efmd.org



 
 

 

 

 

  

 

 

 
 

 

 
 

 

企业社会责任
赞助单位：西班牙 IE 商学院

创业学
赞助单位：法国里昂商学院

家族企业
赞助单位：国际家族企业协会 ( 瑞士 )
和 国际家族企业研究院 ( 西班牙 )

供应链管理
赞助单位：法国波尔多管理学院  —  ISLI 全球供应链管理

金融与银行
赞助单位：法国图卢兹商学院

新兴中国全球企业
赞助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公共部门创新
赞助单位：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斯普劳特商学院

责任领导力
赞助单位：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商学院

欧洲 — 地中海管理实践
赞助单位：法国马赛商学院

非洲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印度管理挑战与机遇
赞助单位：爱墨瑞得出版社

包容性商业模式
赞助机会

中东及北非地区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法国 HEC 商学院卡塔尔分校

拉美商业案例
赞助单位：哥伦比亚 Externado 大学

最佳案例奖
与欧洲案例分销中心 (ECCH) 合作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真诚感谢所有赞助单位对
2012 案例大赛的鼎力支持

201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案例大赛 

赞助机会
如需了解未来案例大赛赞助机会，请联系 
Ines Proença： ines.proenca@efmd.org

阅读案例
如需阅读获奖案例，请登录网站： 
www.efmd.org/case

BE THE SPONSOR

德 鲁 克 欧 洲 学 会 携 手 德 鲁 克 研 究 会 共 同 呈 献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

秩序与信念表达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追求社会自由与公平以及个人自由与

平等的权利 ...”

彼得 • 德鲁克
《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1 月

15-16 日
资本主义 2.0

演讲嘉宾包括：

达尼埃尔 • 谢赫特曼
(Dan Shechtman)，以色列 
2011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帕特里克 • 德科尼克
(Patrick Deconinck)，比利时
3M 公司西欧业务副总裁

保尔 • 波尔曼
(Paul Polman)，英国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

乌梅尔 • 海格
(Umair Hague)，英国
Havas 媒体实验室主任、
作家

罗杰 • 马丁
(Roger L. Martin)，加拿大
鹿特丹管理学院院长

琳达 • 格莱顿
(Lynda Gratton)，英国
伦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托马斯 • 赛托伯格
(Thomas Sattelberger)，德国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副总裁

约翰 • 奎尔奇
(John Quelch)，中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
兼教务长

彼得 • 索尔姆森
(Peter Solmssen)，德国
西门子管理委员会成员

艾德里 • 安伍德里奇
(Adrian Wooldridge)，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管理版编辑

如需报名或了解更多信息，登录：www.druckeer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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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德鲁克
论坛

德鲁克研究会
克莱蒙研究生大学

欧洲

 瑞士信贷银行 

管 理 者 新 视 角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本期内容

商学商学学院院院院院学院
企业很企业很企业企业很很很很很很很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很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想很想很想想很想想想很想想想很想想 想想想很很想想很想想想想想想想很想想很想 想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很

知道的知道的知道知道的的的的的的

四件事四件事四件事四件事事事

课程动向
阿什里阿什里奇商学奇商学院院

启动启启

MBABB 新课程新课

新变化新变化
培培训培训培训培训培

领领导者领导者领导者领导者领导者领导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新方法新方法新方法新方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新 法法法法新方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不不不不不不不确定不不 时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MB对 MB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A 的A 的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惑与困惑与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确定不确定不不不不不 定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性性

五周年
庆祝庆祝祝

国际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际商际商商商商商商商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院学院院院院院院院院学 院学学学 院院学学 长长长

课程五五五课程五五五五五五五课程五五五五五周周年周周周周周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周周年年年年年年年周周周周周周周年年年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年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年周周周周周周年周周周年周周周周周周周年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年周周年年周周

地中海俱乐部俱乐部俱乐部俱乐俱俱俱俱俱乐乐乐俱乐部俱俱
地中海地中海中海

商学院商学院学院院院

建立联建立联立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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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掌舵
商学院新航向
苏 • 考克斯履新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副总裁探讨其新角色 

全球聚焦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业杂志

您的申请人胜任今天以数据驱动的
课堂学习吗？

我们全新推出的考试将帮助您作出
正确的评估。
全新的 GMAT 考试，首次推出综合逻辑推理部分

顺利通过商学院紧张的学习生活，在未来职场上叱咤风云，需要申请人拥有信息

处理、信息排序、信息分析的能力，从而作出最正确的决策。

全新推出的综合逻辑推理部分将帮助您测试学生处理各种形态、各种来源信息的

能力，从而为学校甄选最优秀的候选人。

了解更多信息，登陆 gmac.com

© 2012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版权所有。GMAC 标识、GMAC®、GMASS®、GMAT®、Essential Prep®、GMATCH® 以及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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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考试委员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