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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个国际实习机会

为你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就业机会

连接全球最优秀雇主的独家网络平台
仅对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成员及其学生免费开放！

今天就激活带上商学院

自身品牌的实习门户！

全球人才网络

全球网络

高等教育

全球责任领导力  

倡议

安妮 ·克兰宁博士是芬兰奥卢商学院马尔蒂 ·阿蒂萨

利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责任领导力讲师，同时她也

是一位三个男孩的母亲。在业余时间，她热衷于骑自

行车。最近安妮访问了全球责任领导力倡议南非合作

伙伴斯泰伦博斯大学，在那里她为女性企业家与领导

力专家开设相关课程。

成为致力于推动全球责任领导力与实践的学习机构、 

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中的一分子。

在线申请：www.grli.org，或联系：info@grli.org

影响力倡议 战略合作伙伴

世界管理 

教育



1

阅读《全球聚焦》杂志， 

我们提供更多方法：

您可以通过纸质、在线、移动终端阅读

《全球聚焦》杂志，除英文版外我们还

提供西班牙语和中文两种版本。

您可以登录网页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在线阅读以往各期杂志内容。

或者通过 iTunes阅读 iPad版。

本期焦点 | 《全球聚焦》

您说

我们热忱欢迎读者对《全球聚焦》杂志

提出宝贵意见，并就未来希望探讨的话

题提供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意见和想法

发送给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麦修·伍

德 (Matthew Wood)：

matthew.wood@efmd.org

欢
迎阅读本期《全球聚焦》杂志。

我们的封面故事聚焦教育领域中（包括商业与管理教育）一个数

量庞大但通常受到忽视的群体 — 成千上万所被排除在由极少数精英（诸

如杜克、斯坦福、牛津、剑桥、麻省理工等名校）组成的名校俱乐部之外

的大学和其他机构，探讨这些健全扎实的大学目前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大学为社会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

但是该文作者马克·法雷尔 (Mark Farrell)与约翰·戴维斯 (John A Davis)

担心它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认为“那些不能驾驭技术力量、不能削减

高额成本、不能认识到学生的需求可以通过多种创新模式获得满足的非名

校，终将销声匿迹，被历史无情淘汰。”

“与此相反，那些勇敢地迎接这一挑战，将学生置于学习中心，不断尝

试教育创新的机构，即便仍将面临成本压力与技术变化，将获得新生，实

现不断突破。”

与上述观点相类似，张颖（详见第 48页）认为，商学院尤其是那些未

能跻身精英俱乐部的商学院，应该建立协作、协调与合作“生态系统”，而

不是沉迷于恶性的、自我毁灭式的竞争中。

戴安娜·比弗兰德 (Dianne Bevelander)与迈克尔·佩奇 (Michael Page) 

对管理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对学术机构中存在的性别问题置如罔闻而感到

不解（详见第 18页），未来的路又在何方；尤杜·斯蒂芬斯 (Udo Steffens)

与迈克尔·格鲁特 (Michael Grote)建议，商学院学生应该多接触基于严谨

科学思维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影响力”研究（详见第 22页）；

杰弗雷·利普曼 (Geoffrey Lipman)探讨的话题是可持续旅游与旅游业（详

见第 28页）。

最后，在本期杂志第 52页，开罗美国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创始院

长谢里夫·卡梅尔 (Sheriff Kamel)解读为什么创业型企业对像埃及这样的

新兴经济如此重要。他写到：

“埃及每年需要创造 8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埃及的经济发展与增长之路

只能通过发展大量灵活的、富有竞争力的创业型企业而实现。潜在创业者

群体越是庞大，创业型企业的数量也会越多。这是一个规模化的问题，关

键在于源源不断产生各种创新与创业点子。”

我们衷心希望本期杂志能带给您启迪和收获，也一如既往地期待着您的

宝贵意见。

《全球聚焦》
第 10卷 2016年第 03期

本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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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是适应永久不安的时候了。

过去 100多年来大学习以为常的、

多半也是可预测的节拍因为技术变

革与成本压力这两个不规则的麻烦

制造者而被切分音所取代

为什么大学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如果想要生存，它们应该做些什么？  
马克·法雷尔 (Mark Farrell)与 约翰·戴维斯 (John A Davis)认为， 
无法跻身精英俱乐部的大学要么拥抱颠覆，要么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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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颠覆 | 作者：马克·法雷尔 (Mark Farrell)与约翰·戴维斯 (John A Davis)

然而对于乐观者而言，任何变化都代表着新的机

遇，新的未来。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哪半杯水代表你的观点，而

在于你打算如何在这一令人不安的新世界实现持

续发展。

今天全世界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我们称之为

“非精英”的大学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我们许

多人对极少数能跻身精英俱乐部的大学如数家

珍、耳熟能详，从杜克、斯坦福、牛津、剑桥、

麻省理工、常青藤联盟，到多伦多大学。这些大

学的声誉达到了非凡的高度，在许多方面获得了

卓越的国际声誉。这些声誉给个人带来极大的荣

誉，是彰显地位的最佳商品。 

美国的一份调查显示，受访者将普林斯顿大

学列为美国前十位的法学院。要知道，普林斯顿

大学在 1846年开始建立法学院，第一届学生只

有寥寥的 7人，而在 1855年就停办了，这确实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历史很短暂，但是在

许多受访者的心目中“普林斯顿法学院”是美国

排名前十的机构。

非精英大学在当地市场或许很出名，有良好

的口碑，但是在全球市场它们仍然需要为自己的

知名度提升而苦苦挣扎。全世界大约有 17000多

所大学，对最优秀人才（包括学生、师资、员工、

合作伙伴）的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

同时，技术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内容提供平台以及

成本模式（免费）。因此，对于非精英大学而言，

如果想要生存，更不用说发展，就必须重新定义

它们是谁、它们做什么、如何做。它们必须面对

资金与资源更加充裕的精英俱乐部成员以及技术

变革带来的免费内容的双重竞争。

事实上，技术变革与成本压力意味着大学除

了提供内容外还需要做更多。它们必须清晰地利

用自己经营环境的优势，实现差异化定位，与目

标利益相关者形成更好的互动。

上
一个赛季还在降级边缘挣扎的莱切斯特城，

在夺冠赔率仅为 5000:1的情况下创造了奇

迹，捧起了 2015-2016赛季英超冠军奖杯。在英

超过去 20年历史中仅有 4支俱乐部问鼎英超冠

军宝座，它们分别是阿森纳、切尔西、曼城与曼联。

要知道，这四家俱乐部每一位球员的身价都超

过莱切斯特城所有球员的身价总和。

英超 2015-2016赛季可以说是冷门迭爆，彻

底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尽管与那些顶级俱乐部相

比囊中羞涩，但是莱斯特城利用技术与统计发现

了那些被其他俱乐部忽视的球员，与当前大行其

道的“控制足球”思想相反，它采用闪电反击战术，

虽然进球总数并不多，但是在很多场比赛中都能

以 1:0比分最终赢下比赛。莱斯特城通过技术运

用、降低成本以及采取智取对手的战术，对于我

们每一个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

案例课。

但是你一定会问，我们到底能从 22个人抢一

个球这样的无聊游戏中学到什么？是不是正是这

样的思维导致我们自满的心理？或许你只需要问

问英超那四家顶级俱乐部，自满将它们引向何方 

— 舒适之后只能是深深的失落。

总之，现在该是适应永久不安的时候了。过

去 100多年来大学习以为常的、多半也是可预测

的节拍因为技术变革与成本压力这两个不规则的

麻烦制造者而被切分音所取代。

其实对以上这两种颠覆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它

们与商业世界已经并肩共处了相当长的时间，它

们挑战现状，打击好心人，迫使不够灵活的竞争

者失去生存的空间或者彻底改头换面以求生存。

在许多行业我们都曾看到过这样的颠覆循环，

从老式汽车的发明到纸质报业的彻底瓦解。这些

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许多毫无准备的组

织很快发现自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于悲观

者而言，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危险、痛苦与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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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在一所精英大学的教授休息室阅读

本文，那么你对技术变革与成本压力带来的挑战

也许并不会太在意。毕竟你所在的机构已经经历

过几十年即使不是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精英大学

在营销产品时处在独特的地位，无弹性需求。学

费每年涨，通常快于通胀速度。在过去几十年，

美国大学的学费上涨幅度远远高于通胀水平，但

是需求依然强劲。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斯坦福大学

在 2013年秋季招生录取比率为全美最低，仅为

5.7%，排名前十的大学录取比率都在 9%以下，

而位居前 25的大学录取比率为 15%以下，其中

包括 8所常青藤大学中的 7所。

当然，绝大多数大学都不在精英俱乐部之列，

甚至在本地市场之外几乎很难得到认可。进入全

球主要排名机构视线的大学仅有 500所，但是我

们相信大量的非精英大学同样面临竞争剧烈的市

场，同样需要竞争那些优秀的生源。 

或许并不是所有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但

是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将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它们需要制订独特的价值主张，不仅与利益相关

者（学生、教授、企业雇主、行业协会、政府）

产生共鸣、共振，而且明确其独特定位到底是什

么，为什么这样的定位与市场是相关的。

即便有了明确的价值主张，并非所有的院系都

能得到保护，有些院系无论教授如何努力维持其

财务，但是依然会面临着关门或合并的命运。对

于那些准备最不充分的机构，合并或转让或许是

它们的唯一选择。

克莱顿·克里斯滕森 (Clayton Christensen)

有关创新与增长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见

解，能帮助我们了解哪些组织因为没有创新而失

败，哪些组织抓住了机遇。

2002年，克里斯滕森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种

观点，认为颠覆式创新将对美国的教育构成巨大

的威胁。在过去十年有 500多家教育机构被迫关

门，与此同时有 2000多家企业大学与在线 /远

程学习机构应运而生，飞速发展。颠覆式创新是

这些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5.7%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
斯坦福大学在 2013年秋季
招生录取比率为全美最低，
仅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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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森认为，颠覆式创新可以解释为什么

企业培训对传统商业教育构成了颠覆性威胁。为

什么？简单来说，公司培训提供了更加简捷、更

加简单的定制化产品，能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而价格与一流 MBA课程高额的学费相比显得性

价比更高。

此外，克里斯滕森列举凤凰城大学 (University 

of Phoenix)为例，该校招生规模已达 20万之多，

是教育行业的又一个颠覆者，它瞄准的是非传统

教育消费者，为生活忙碌的成年学习者量身定制

在线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技术进步已经开始影响全世界的企业与许多

行业，因此我们对高等教育也受到影响不应该感

到惊讶。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企业都在采用技术对

后台作业与供应链活动进行精简以进一步削减成

本，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成本压力，而这些技术

将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

除了运营外，新技术正在影响高等教育领域最

神圣的传统：知识传播。慕课（大规模公开在线

课程）使任何拥有电脑、平板或移动装置的个人

能随时随地以价格更低、甚至免费获取课程知识，

因此最受欢迎的慕课可以瞬间吸引成千上万的 

学生。

Coursera是慕课的领先者（另两个是 edX与

Udacity），其注册学生高达 1000多万人。媒体

对慕课最早的炒作出现在 2012年，这也反映了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历了一轮互联网公

司的快速发展。许多报告悲观地指出，传统实体

大学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看

到的，传统的零售商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它们与

它们必须清晰地利用自己经营环境的优势，

实现差异化定位，与目标利益相关者形成

更好的互动

在线零售都获得了蓬勃发展。

同样的道理，慕课并没有替代大学。相反，它

们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甚至激励教授以更加

创新的方法提供内容。

另一个例子是自适应学习平台。通过向学生

提供各种适应其学习需求的新媒体以及相关的教

学工具，包括电子书、音频辅导材料、动画案例、

游戏与模拟等等，自适应学习技术正在成为现有

课堂教学最重要的补充。软件帮助学生确定自己

的知识缺陷，然后帮助他们找到进一步学习的内

容。在教授指定的干预点可以设计定期评估。系

统获取的数据可以确保教学进度根据每一个学生

独特的学习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

然而，尽管新技术在加强与补充高等教育授

课形式与学生学习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潜力，但是

绝大多数大学的传统结构将阻碍其成功调整的能

力，因而竭力避免被颠覆。

例如，学术升迁、终身教授以及薪酬调整都

是根据研究产出与质量决定的。尽管教学是教授

应该履行的重要责任，但是它在终身教授决策过

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这里的挑战非常

明显：大学对教授尝试创新教学方法没有提供足

够的激励，因为所有的奖罚都与研究产出直接相

关。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教学将分散自己的研究精

力。过于强调研究产出无疑将对教授形成反激励，

使他们只想完成最低限度的教学任务。

尽管绝大多数大学都十分强调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实际的研究产出与质量在学术人员中的分布

并不均匀。根据一项调研，一位学术人员在 5年

时间内的平均研究产出是 3篇学术论文。另一项

拥抱颠覆 | 作者：马克·法雷尔 (Mark Farrell)与约翰·戴维斯 (John A Davis)

7/8
⋯排名前十的大学录取比率
都在 9%以下，而位居前 25
的大学录取比率为 15%以下 
— 其中包括 8所常青藤大
学中的 7所



8

《全球聚焦》第 10卷第 03期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绝

大多数大学领导者都是这一系统的产物，他们的

所有经验与知识都是从这一系统获得的。很少人

能勇敢地成为颠覆者或者能突破组织边界。我们

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辩解说“模仿性价比高，而创

新代价昂贵”。

但是我们怀疑，真正的成本或许来自错误的信

念。非精英大学想要通过维持现状或进行微小的

渐变获得发展，这是否真能奏效？就像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大学的经营模式依然成

本昂贵，那些实体建筑与设施需要不断的维护（在

美国，还需要对体育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开

发的各种硕士课程需要高额投入，设计的奖励 /

激励模式严重偏向研究产出而不是优秀教学，结

果是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对澳大利亚 18家经济系的调查发现，普通经济

学家每两年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不足一篇，25%

的人在 5年时间内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还有一项对研究产出的调查，对象是来自欧

洲 18个国家 600家学术机构的 22271位经济学

家。结果发现：1)在 1971-2000年间人均发表 

2.7篇文章（期刊质量并没有计入这一统计数字）；

2)更加有趣的是，近三分之二 (60%)的样本没有

发表过任何论文。如果根据职业生涯长度来区分，

我们发现最领先的 1%的经济学家每年平均发表

2篇论文，而从整个样本来看，普通经济学家每

5年发表一篇论文。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不难看到即使根据所谓的

研究产出来设计晋升与终身教授模式，大学也未

必能总是做到投资最大化。

在对教授的薪酬进行研究后我们不禁想问，在

回报如此不均衡的情况下，学术机构采用当前的

模式、继续对研究进行投资还能持续多久？美国

全职教授的薪酬水平差异很大 — 最高为非营利

博士课程机构的 99000美元，其次分别是私立

非营利机构的 85400美元、公立机构的 73900

美元，以及私立营利机构的 45700美元。

有一份研究显示，投资回报率预期正在变得越

来越复杂，因为教授希望以研究为中心的导向与

大学希望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向构成了一对矛盾，

这对工资薪酬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简单来说，追求高产出研究与追求优秀教学是

相矛盾的。研究显示，强调优秀教学的教授往往

得到的薪酬更低，这进一步加剧了许多大学目前

面临的困境，它们需要与那些资金更加充裕、声

誉更加卓越的机构竞争未来，它们面临着巨大的

生存问题，更不要说繁荣发展了。

或许听起来有些刺耳，许多大学缺乏大胆思

维。它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确定新的方向，没有想

方设法进行教育模式创新（需要是发明之母），

而是继续模仿一流大学的传统标准，即便甲板已

经发生严重倾斜。

99000 
美元
美国全职教授的薪酬水平差
异很大 — 最高为非营利博
士课程机构的 99000美元，
其次分别是私立非营利机构
的 85400美元、公立机构的
73900美元，以及私立营利
机构的 457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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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投资回报率而言，选择在哪里学习、学习

什么、如何学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英国

《泰晤士报》报道，“学生似乎更容易被那些具有

强大的学术声誉或高质量的职业课程、与企业建

立良好关系的大学所吸引”。

就像出租车行业被优步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英

超联赛被莱斯特城彻底颠覆，非精英大学如果不

能驾驭技术力量，不能降低高额的成本，不能认

识到学生的需求可以通过多种创新教学模式得到

满足，那么它们就将面临灭绝的厄运。

那些勇敢地拥抱颠覆、将学生置于学习中心、

大胆追求创新的大学，即便仍需面对持续的成本

压力与技术进步，将获得繁荣发展。如果你不相

信我们，你可以问一问莱切斯特城的球迷吧。

本文首次发表在《对话》杂志 2015年 6月 / 8月

刊上。

文中许多观点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转变高等教

育》(The Market Oriented University: Transforming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该书作者为法雷尔与戴维斯，由 Elgar出版发行。

http://www.e-elgar.com/shop/the-market-
oriented-university

有关作者

马克·法雷尔教授是澳大利亚墨尔本 RMIT大学商业与法律学院院长。

约翰·戴维斯是杜克企业教育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主任。

就像出租车行业被优步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英超联赛被 
莱斯特城彻底颠覆，非精英大学如果不能驾驭技术力量，

不能降低高额的成本，不能认识到学生的需求可以通过多

种创新教学模式得到满足，那么它们就将面临灭绝的厄运

我们相信大学需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些挑战。绝

大多数学生无法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机会，

相反他们会选择那些能提供独特教育、为他们毕

业后生活进行充分准备的课程。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在世界任何角

落获得高等教育，而且成本更低，因此我们有理

由认为，大学领导者必须拒绝模仿，鼓励大胆思

维，释放巨大的智力资本，压抑创造力的静态教

育模式已经过时。

美国棒球运动员约吉·贝拉 (Yogi Berra)有过

这样一句名言“未来不可能是过去的重复”。高

等教育机构当前面临着巨大的风暴：政府资助削

减、非传统供应商开始进入市场使竞争进一步加

剧、企业需要更高质量的毕业生、学生越来越像

消费者，要求自己的财务和时间投入获得更高的

回报。

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言，我们认为它们将拥有

完全不同的未来，这取决于各自的声誉、品牌形

象与声望等因素。将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这就

是实际提供官网上宣传的“能改变人生的学习体

验”的能力，更不用说培养学生在一个以技术为

驱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中进行竞争所必备

的知识与技能。我们怀疑许多大学到头来终将被

教育世界中的优步所击败，或者被更加优秀的竞

争对手所替代。

拥抱颠覆 | 作者：马克·法雷尔 (Mark Farrell)与约翰·戴维斯 (John A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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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字 
学习战略
商业教育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颠覆（同时也是机遇）反应迟钝。  
托尼·希恩 (Tony Sheehan) 就商业教育的应对之策提出建议

人们对数字学习有不同的偏好，学习技术需

要解决课程形式、用户互动以及技术实用性等问

题。学习设计者需要对这些问题保持一定的敏感

性，这样才能带来真正深刻的、有影响力的学习，

带来持续的变化。将新技术与新手段融入业已得

到验证的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 — 而且也不应该

这样。

打造真正有效的数字学习，我们需要循序渐

进，需要退一步思考，回答三个问题：

过
去十年几乎在每一个产业我们都见证了“数

字颠覆”。诸如优步、脸书、谷歌、Airbnb

以及 Netflix这样的公司已经在其各自的产业掀

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商业教育也无法幸免、

独善其外。

 • 慕课 (MOOCs)与翻转课堂 (SPOCs)已经大

行其道，它们采用全新的课程形式为数千万学

习者提供服务

 • 诸如 Lynda.com这样的新进入者已经建立

了全新的产品界面，提供全新风格的内容，而

像 Coursera这样的慕课提供商开始将自己的

目标瞄准公司培训

 • 商学院已经推出数字中枢，采用面授与在线、

视频与动画以及讨论板与社交网络相融合的

教学手段。

然而，如果我们对数字学习带来的影响进行调

查，我们会发现失望大于愉悦。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许多数字学习供应商需要面对社会不切

实际的期望，而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在很大程度

上又是因为供应商对某些概念的推波助澜以及对

数字学习的功能夸大其词的承诺所造成的，其结

果是它们无法专注于好的学习设计。其次，它们

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当前的体制与文化，影响

了变革与接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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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字学习战略 | 作者：托尼·希恩 (Tony Sheehan)

学习设计者需要对这些问题保持一

定的敏感性，这样才能带来真正深

刻的、有影响力的学习，带来持续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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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什么？

花一些时间了解期望结果、如何测量、成功是

什么样的这三个问题是必需的。这样的分析能帮

助我们评估潜在的工具与方法，确保数字学习能

在实践中取得这些结果。

 • 如果一个人仍在学习某一门学科的基础知

识，那么最初的知识吸收是最重要的。这一认

识告诉我们，在正规学习前或许可以利用短资

产介绍基本概念，并链接相应的教材、音频与

视频资料了解细节。

 • 另一方面，如果是企业高管需要帮助、提高

自己的决策能力，那么学习就应该突破传统

“课程”的边界。在这一情形下，对企业高管

进行后课程干预就显得尤为必要 — 可以通

过一分钟视频、小贴士以及即时洞察来巩固 

学习。 

在任何情形下，了解期望结果是关键。只有这

样才能决定什么样的学习工具是最合适的。

目标听众对数字学习的偏好是什么？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数字学习偏好，对此我们

有时候需要尊重，有时候需要挑战。例如，某些

企业领导者更愿意面对面的接触而不是在线讨论；

而喜欢数字学习的人，他们更愿意简单的表格与

总结而不是深度内容。

在对学习者偏好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外，有时对

此提出挑战也很重要。对于那些一心追求短平快

的人或许应该鼓励他们向深度发展。有意义的学

习有时经常发生在不熟悉的场景中；这需要反映

在设计中。

存在哪些限制？

有哪些组织与技术限制阻碍了我们的理想？

在实施、采用任何新工具前我们需要对预算、法

规（例如数据保护）、责任、能力以及人才进行

认真思考。

系统偏好设置与文化已经存在，不可能一夜之

间取消；大多数环境无法像创业企业一样灵活。

这些限制是现实，理解这些限制并学会与此相处

是成功的关键。

只有当我们理解以上三点，我们才有可能思考

采取哪一种学习干预（例如在线课程）更加合适。

在此阶段，从 3C（内容、社区与场景）角度考

虑问题是有益的：

内容

内容依然是王。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有许

多内容都已实现在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创建

什么内容？谁组织？创建新内容现在很容易 — 

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就有了制作工作室。但是创建

真正有意义的内容需要时间，而且只有与已有的

高质量的内容相连接才有用。

内容必须帮助我们实现学习目标、与行动呼吁

联系在一起才有价值。内容应该引发什么样的行

动？思考？探讨？参与在线讨论？内容需要成为

整体学习体验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孤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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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提高内容影响的关键技巧是使用社区。现在有

各种互动的方式，从评论个人博客到小组在线讨

论。尽管存在不同偏好，但是网络跟帖讨论是极

其有效的。这些包括：

• 潜水者 — 光看但不参与

 • 发声者 — 积极参与并且占据控制地位

 • 消极者 — 不参与互动（通常绝大多数人都

属于这一类）

慕课中的讨论非常有效，规模效应能确保多重

视角。但是，如果小组规模过小，观点的多元性

就有问题，讨论也不再富有成效。

直播课堂提供知识传播与在线聊天功能，现在

可以通过许多技术实现，从简单的 Skype与谷歌

Hangout到高质量的视频会议和远程监控。

此外，仔细思考目标、现有体系和资源以及学

习者偏好，这些能帮助我们找到运用社区的最合

适方法。

场景

在一个日趋复杂的时代，学习场景化至关重

要。在商学院这一场景下，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并

没有死亡 — 但是需要与时俱进。

一些较老的案例依然是经典，一些较新的案例

非常优秀。与此同时，与场景联系在一起 — 与

相关的新闻故事相链接，或者对时下某一个话题

进行辩论 — 可以使案例保持鲜活，使学习保持

相关性。学习场景化并根据个体需求进行调整并

不需要十分复杂，也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但却是

不可或缺的。

在围绕着数字学习的种种声音中，有一点

可以确定，那就是它在商业教育中的真正

潜力尚未被挖掘 — 它能帮助我们接触到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通过个性化设计为学

习者的生活与工作带来积极影响

在任何情形下，了解期望结果是关键。

只有这样才能决定什么样的学习工具

是最合适的
有关作者

托尼·希恩是英国伦敦商学院负责数字学习的副院长。

设计数字学习战略 | 作者：托尼·希恩 (Tony Sheehan)

在围绕着数字学习的种种声音中，有一点可

以确定，那就是它在商业教育中的真正潜力尚未

被挖掘 — 它能帮助我们接触到世界任何一个角

落，通过个性化设计为学习者的生活与工作带来

积极影响。它能提供全新形式的资质，带来与高

层经理培训完全不同的影响，但是其前提是必须

真正发挥技术的优势，设计出独特的、更有成效

的学习解决方案。 

数字商业教育需要更加关注教学方法而不是

新颖性，设计出符合当代迅猛发展的技术与多元

的劳动力市场的内容，这需要时间。数字学习的

商业模式尚未清晰，但是在一个几乎所有数字内

容都是免费提供的世界，我们依然有许多机会去

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就内容而言，消费者将更加重视最新创造而不

是网络上已经存在的。

就社区而言，消费者将更加重视高度连接而不

希望相互疏远。

就场景而言，他们将更加重视高度专业化而不

是通用性。

展望未来，数字学习将继续扮演颠覆者角色。

作为教育从业者，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塑造

这一颠覆，为我们的教育机构与未来的学习者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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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31岁的阿达男 (Adnan)带着妻子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了奥地利，充满着希

望与感激。阿达男在叙利亚取得银行与金融专业

硕士学位，他在被迫背井离乡前曾在当地一家公

司担任高级财务官。

遭受相同命运的还有 22岁的罗巴 (Rouba)，

她和自己的家人也因为战乱被迫离开叙利亚。她

的专业是经济学。在叙利亚她曾经拥有正常的生

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而被迫逃离叙利亚，或许

她已经从大学毕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阿达男和罗巴是 50万叙利亚难民冒险穿越地

中海前往欧洲的一个缩影。2015年，有 8.8万名

叙利亚难民申请在奥地利避难。他们的遭遇十分

相似，但命运各不相同。与其他 6位难民一起，

阿达男和罗巴获得了在奥地利经济大学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实习的

机会。除了像避难所、食物和医疗这些最基本的

需求外，难民还需要获得未来发展前景的机会。

这对于年轻人而言尤为重要，背井离乡使他们

丧失了就学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 如果得不到

支持，他们将成为迷失的一代。作为一所倡导社

会责任理念的大学，维也纳经济大学认为自己有

义务为难民提供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成功融入奥

地利社会。此外，维也纳经济大学对难民拥有的

知识、技能与智力深信不疑，如果能帮助他们成

功融入当地社会，必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出现叙利亚难民问题前，维也纳经济大学已

经是奥地利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最早推出举措

为贫困家庭的儿童与青少年提供帮助。2010年，

它携手非政府组织维也纳明爱 (Caritas Vienna)

以及 REWE集团启动了学生志愿者项目。每年，

有 150个学生参与这一志愿者项目，为 220人

提供服务，其中包括难民营的儿童、举目无亲的

未成年难民以及接受心理咨询与教育服务的难民

家庭。

维也纳经济大学相信，通过相互认识所有参

与者都能从中受益，有助于个人与职业发展。从

2010年到今天，已有 750名学生参与了该项志

愿者活动。

维也纳经济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意识与社会担当。为了履行这一角色，

它需要在艰难时期传递正能量，需要展示团结一

致、同心同德。从 2015年夏开始，寻求避难的

人数急剧增加。在学生志愿者项目外维也纳经济

大学又开设了德语课程。这些课程针对没有任何

德语基础的难民。与此同时，外语系的教授还主

埃德尔特劳德·汉拿比 -艾格 (Edeltraud Hanappi-Egger) 描述维也纳经
济大学如何携手其他奥地利大学为难民推出各种活动与举措

欢迎您
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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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难民 | 作者：埃德尔特劳德·汉拿比 -艾格 (Edeltraud Hanappi-Egger)

维也纳经济大学对难民拥有的知识、

技能与智力深信不疑，如果能帮助

他们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必将带来

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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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经济大学的教授高度投入，他们为难民

开设德语与信息技术课程，指导实习生，积极参

与志愿者活动。

另一个项目被称之为“帮助的力量”(POWER 2 

HELP)，这是安德烈·马丁努茨 (Andre Martinuzzi)

针对志愿者工作推出的一个项目。安德烈是维也

纳经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非营利组织

与社会创业中心主任。该项目向志愿者传授如何

在确保自身健康的前提下开展行有效的工作。

奥地利公立大学在 2015年秋推出了一个名为

“MORE”的项目，其目标是为那些正在考虑学

位课程或者寻求提高德语水平的难民提供帮助与 

支持。

奥地利全国共有 21所大学参与了这一项目，

提供的一系列课程中有一些是为难民量身定制

动提供自己的时间，增开会话课程，通过小组集

中训练提供有效的学习体验。

当前维也纳经济大学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活

动内容，对难民提供更多的帮助。最新推出的一

个项目是为获准在奥地利避难，尤其是为那些在

被迫背井离乡前已经开始或已经完成经济学、商

业或社会科学教育的难民提供实习机会。迄今

为止，所有的实习机会都提供给了那些积极进

取的申请人：7男 1女分别来自叙利亚、伊拉克、 

冈比亚与阿富汗四个国家。

实习生被分配在维也纳经济大学不同的学术

单位承担各种项目。帮助这些初来乍到的难民，

提供他们展示自己潜力的机会，维也纳经济大学

将这一切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提供各

种实习机会，其首要目标是帮助难民继续以前的

教育，更快地适应当地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

这些实习机会也能帮助难民更好地融入奥地利社

会，为他们提供更加美好的未来前景。
为难民提供机会，使他们保持活跃，这将有

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此外，这些课程

也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奥地利大学体系以

及在这里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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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一些则是常规的学位课程。难民可以作为

非学历课程学生参加学习。

在维也纳经济大学有 50个学生进入了 2015-

16学年 MORE课程的学习，而在整个奥地利则

有 1160名学生先后参加了该课程学习。大部分

学生为具备一定学历背景的年轻人，主要是来自

叙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难民。

为难民提供机会，使他们保持活跃，这将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此外，这些课程也将帮

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奥地利大学体系以及在这里的

学习体验。

MORE课程为难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帮助

他们决定是否应该为未来继续自己的学业。学生

可以体验多种学科与艺术学习，可以学习语言课

程。参与MORE课程学习的学生既可以报名现有

的课程与研讨会，也可以参加为他们身量定制的

课程。授课语言为德语或英语。

在 2015-16学年，维也纳经济大学大约有 80

个学位课程向这些学生开放，有 3个课程是为他

们特别开设的。

MORE 课程还寻求与奥地利学生会合作，寻

找大学生志愿者，对这些特殊学生的日常生活提

供帮助。这也是设立这一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因为其目的不仅是提供课程，而且也要帮助

这一特殊群体更好地融入学生团体中。此外，维

也纳经济大学还为MORE学生设置了入学介绍环

节，免费提供语言资料中心、图书馆与计算机实

验室，以及校园所有学生设施。在MORE项目的

框架下，还建立了一个针对流离失所的科学家与

艺术家的平台，其目标是与感兴趣的大众分享他

们的知识与经验。

作为一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学，我们关心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因为战乱而被

迫背井离乡的人。我们鼓励教授、学生与员工积

极帮助难民学生参与我们的学术生活，这不仅因

为没有人可以被剥夺接受教育与追求智力发展的

权利，而且也因为这些难民以及他们的才华能对

我们的卓越学术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愿意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积极投身于

学术界正在开展的“欢迎您 — 难民”运动。

有关作者

埃德尔特劳德·汉拿比 -艾格是维也纳经济大学校长、奥地利大学联合
会副主席，同时她也是研究性别与多元性领域的教授。 
https://short.wu.ac.at/bzwu 

8.8万
2015年，约 50万叙利亚
难民冒险穿越地中海前往欧
洲，其中约 8.8万人申请在
奥地利避难

750
从 2010年到今天，已有 
750名学生参与了该项志愿
者活动

欢迎您难民 | 作者：埃德尔特劳德·汉拿比 -艾格 (Edeltraud Hanappi-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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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士 —  
是商学院的教育 
机会吗？
性别平等是商学院（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 
戴安娜·比弗兰德 (Dianne Bevelander) 与 迈克尔·佩奇 (Michael Page) 
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重视而感到疑惑不解，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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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是商业、公民还是政治领袖都已认识到

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出于社会公

平正义，而且也是在各个领域扩大人才库与思想

多元性的需要。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与国际商学院联

合会 (AACSB)在制订各自的战略时都积极鼓励商

学院正视内部存在的性别挑战，通过改变课程活

动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进展

极其缓慢。英国《金融时报》2016全球商学院

排名显示，前 100位商学院的院长中仅有 12人

为女性，而女性在董事会、教授、学生中的比

例依然低于理想目标，分别占 23.5%、26.2%与

34.2%。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迟迟得不到

改善？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打破目前的阻力实

现突破性进展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最容易作出的反应是商学院

受到内部与外部因素制约，影响了其改变师资队

伍的结构以及招收更多女性学生、吸引更多女性

董事的能力。

然而，即使这一说法部分成立，它忽略了商学

院领导层在潜意识中存在的偏见，正是这些偏见

影响了商学院采用的结构与流程。从神经学以及

认知与社会心理学过去十年获得的证据表明，无

意识偏见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决策。即使当这些偏

见与我们有意识的信仰（公平与客观）相冲突时，

仍将影响我们的决策。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偏见是生存所必需的，也并

非是坏事。然而，如果我们想成功改变，我们必

须认识到无意识信仰 — 自我认知之外的态度与

偏见 — 可以解释我们的许多行为。

商学院的决策者必须起到带头作用，探索创新

方法解决当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他们需要

有意识地、坚决地改变在绝大多数商学院依然以

男性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其研究与课程，商学院

在影响商业实践以及明日商业领袖与意见领袖的

世界观方面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有机会

也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

2013欧盟委员会性别报告进一步凸显了解决

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该项报告指出，在绝大多

数领域性别平等并未取得均衡发展。根据其推

测，我们至少需要“30年才能实现欧盟委员会

提出的女性就业率达到 75%的目标，需要 70年

才能使同工同酬成为现实，需要 20年才能实现

在国民议会中同等席位的目标（每个性别至少占

40%），需要 20年才能实现在欧洲最大公司董事

会中的性别平衡，需要 40年才能确保家务由夫

妻双方共同分担。”

性别偏见与妇女发展障碍之所以出现，是因

为我们的性别社会建构决定了女性的角色。因此，

这不仅是男性的问题，或者是男性造成的不公平。

相反，实现性别平等需要女性与男性进行合作，

需要前瞻性地克服那些影响我们持续行为的无意

识因素。 

性别：女士 — 是商学院的教育机会吗？ | 作者：戴安娜·比弗兰德 (Dianne Bevelander)与迈克尔·佩奇 (Michael Page)

性别偏见与妇女发展障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

的性别社会建构决定了女性的角色。因此，这不仅

是男性的问题，或者是男性造成的不公平。相反，

实现性别平等需要女性与男性进行合作，需要前瞻

性地克服那些影响我们持续行为的无意识因素

12
英国《金融时报》2016全球
商学院排名显示，前 100位
商学院的院长中仅有 12人为
女性

70
2013欧盟委员会性别报告推
测，我们至少需要“30年才
能实现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女
性就业率达到 75%的目标，
需要 70年才能使同工同酬
成为现实，需要 20年才能
实现在国民议会中同等席位
的目标（每个性别至少占
40%），需要 20年才能实现
在欧洲最大公司董事会中的
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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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女性与男性的偏见包括：

 • 表现出决断力的女性领导者虽然被认为是能

干的，但并不招人喜欢。人们更愿意看到她们

成为热情、善于沟通、温和的领导者。

 •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面对两个拥有完全

相同职业与教育资质的男女应聘者时，他们都

倾向于选择男性。

 • 企业雇主会歧视母亲而不是父亲；与尚未成

为母亲的女性相比，她们通常被认为在能力上

存在差距。

塑造管理态度与管理实践的商学院必须充分

意识到这些无处不在的偏见所造成的影响。商学

院院长、系科主任与课程主任需要承认，目前他

们在招聘、研究、教材、商业课程以及树立楷模

等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性别平等。

存在无意识的性别歧视，这表明我们不对性别

特别关注并不等于真正的性别平等。尽管大多数

案例与性别无关，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很难成

为这些案例的主角。这一点连哈佛商学院院长尼

廷·罗利亚 (Nitin Nohria)也不得不承认。因此，

他宣布至 2019年女性为主角的哈佛案例将增 

加一倍，占总数的 20%。而当时，这样的案例仅

占 8%。

同样重要的是，教材也需要体现更多女性担任

领导者角色，这是一个事实而并非为了“体现性

别平等”。商学院领导者需要通过更加合理的资

源分配与其他激励措施来推动这些材料的开发。

最近的研究表明，集体招聘能缓解这一问题。

无论是有意识偏见还是无意识偏见，当集体招聘

时女性比例过低会显得比基于个案的招聘更加明

显。显而易见，解释某一次招聘的结果为什么是

男性比解释为什么招聘的 10人中仅有两位为女

性更加容易。

商学院领导者需要解决楷模的问题。楷模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不幸的是，在商业

教育领域女性楷模十分稀缺

我们相信，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教授职级晋

升。根据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2014-15薪酬调查报

告，在所有教授职级的晋升中女性教授占 31%，

而在正教授职级晋升中这一比例仅为 20%。这两

个比例在过去 5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分别为 2%

与2.6%。或许更加令人失望的还不是这两个数字，

而是男性与女性教授之间的薪酬差异。

在课程层面，有意识与无意识偏见也十分明

显。出现在领导力课程中的主角依然是那些魅力

型领导者，他们就像将军一样，一声令下就能召

集部队。尽管与精神、公仆、真诚甚至女性领导

力相关的话题与理论已经出现，但是这一形象仍

在持续。有多少领导力课程对女性领导力给与

足够的关注？以什么方式？我们如何谈论雪莉·

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还有玛丽·巴拉

(Mary Barra)、昌达·科赫哈 (Chanda Kochhar)、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卢英

德 (Indra Nooyi)、居勒·萨班哲 (Guler Sabanci)

以及苏珊·沃西基 (Susan Wojcicki)？

令人悲哀的是，课程中描述的领导者很少能

反映我们的阶级组成，而对那些处于领导位置的

女性的描述也经常是贬义的。大众媒体对女性政

治与公司领导者的评论经常与她们所处的位置无

关 — 而是聚焦她们的穿着、她们说话的语气以

及她们的私人生活。对男性领导者很少会是这样。

商学院可以而且也应该改变这样的模式。

最近我们问一个校友，谈到女性主角，什么样

的组织行为案例会立刻浮现在脑海。她的回答是：

产假。

我们的领导力课程以及其他课程设置需要反

映未来更加多元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女性、不同

肤色以及不同性取向的人。

这是管理教育工作者必须作出的改变。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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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位资深教授，他问我们为什么伊拉斯姆斯

女性与组织中心的绝大多数主讲教授都是女性，

这样是否是积极的。

这些问题奇怪吗？尤其当你想到我们事实上

一直在回避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男性在

商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是一

个好现象吗？

很明显，如果这些想法与问题得到更多的传

播，我们就能找到一条出路。

高层管理者与教授应该考虑投入更多的精力，

确保成功的女性成为演讲嘉宾、学生导师与楷模。

这样的楷模对于我们的学生、年轻教授与员工是

必要的。作为培养明日领袖的机构，商学院的行

为与形式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成为我们希望创造的未来。找到借

口总是容易的，而付诸于行动总是困难的。但是

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加强公正的意

识，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需要付出特别的努

力，消除那些无意识的偏见。

31%
根据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2014-15薪酬调查报告，在
所有教授职级的晋升中女性
教授占 31%，而在正教授职
级晋升中这一比例仅为 20%

2.6%
这两个比例在过去 5年几乎
没有任何增长，分别为 2%
与 2.6%。或许更加令人失望
的还不是这两个数字，而是
男性与女性教授之间的薪酬
差异

有关作者

戴安娜·比弗兰德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管理教育学教
授、伊拉斯姆斯女性与组织中心执行主任。

迈克尔·佩奇是美国波士顿宾利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前教务长与学
术事务副校长。本文基于戴安娜·比弗兰德教授在 2016年 2月 5日第
八届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们的案例继续以男性领导者为特色，如果我们的

课程设计继续以男性观众为主角，我们的领导者

与教授继续对无意识的偏见选择视而不见，那么

我们期待的改变将遥遥无期。

我们在《管理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信任

女士：性别、关系网络与信任 — 对管理与教育

的启示”(Ms Trust: Gender, Networks and Trust 

–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 Education)指

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 MBA在参与需要更

大信任的活动中比男性表现更加突出。如果我们

的课程最终希望将组织转变成性别更加平衡的机

构，那么这一行为模式应该得到重视。

我们应该进一步培养女性学生在压力与风险

的环境下进行合作、激励与授权的能力。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考虑开设女性特设课程。 

在鹿特丹管理学院，有一门名为“乞力马扎罗

山”领导力选修课，其设计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进

行的 — 这一女性特设课程作为整个教育与研究

的一部分 ，旨在建立课程与社会的性别平等。

最后，商学院领导者需要解决楷模的问题。楷

模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人们如何看待自己

的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不幸的是，在商业教育

领域女性楷模十分稀缺。使我们意识到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http://www.oecd.org/gender/home/closingthegendergapactnow.htm 
http://rankings.ft.com/businessschoolrankings/global-mba-ranking-2016 
http://ec.europa.eu/justice/gender-equality/files/swd_2014_142_en.pdf 
http://www.efmd.org/blog/view/1026-closing-the-gender-gap-in-
european-business-schools 
弗拉哈迪，C (2015)。“集体招聘与多元性”，《高等教育杂志》， 
2015年 5月 1日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5/05/01/
new-report-says-cluster-hiring-can-lead-increased-faculty-diversity.  
2016年 5月 1日上传。
http://enewsline.aacsb.edu/business-school-faculty-focusing-on-
gender-reported-for-full-time-faculty.asp 
C D L与佩奇，MJ (2011)。“信任女士：性别、关系网络与信任 — 对
管理与教育的启示”，《管理学会学习与教育杂志》，10(4)：623-642页

性别：女士 — 是商学院的教育机会吗？ | 作者：戴安娜·比弗兰德 (Dianne Bevelander)与迈克尔·佩奇 (Michael Page)

最近的研究表明，集体招聘能缓解招聘时

的无意识偏见。例如，解释某一次孤立的

招聘结果为什么是男性比解释为什么招聘

的 10人中仅有两位为女性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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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必须产生 
影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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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必须产生影响力吗？ | 作者：尤杜·斯蒂芬斯 (Udo Steffens)与迈克尔·格鲁特 (Michael Grote)

未来管理者与专家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帮

助他们分析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将要遇到的

各种现实情况。科学思维将帮助学生对未

知的未来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

商 学院院长最近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商学院不仅需要对自身的影响进行衡量，而

且对其开展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同样需要进行评

估。现在的流行语是：“影响力是关键”。

今天人们经常说研究 — 尤其是商学院教授

的研究 — 除了相关性与 /或影响力，还需要严

谨性。我们可以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

表 1（背面）所描述的程式化影响力流程，通过

多种渠道传播研究，影响各个利益相关者。

不一定， 尤杜·斯蒂芬斯 (Udo Steffens)
与 迈克尔·格鲁特 (Michael Grote)
说。 对于研究者与学生而言，更重要
的是研究与教学必须基于严谨的科学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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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产出

想法

工作论文 

 

文章 

 

 

 

案例 

 

咨询 

 

独立公司

知识

传播媒介

•  在内部午餐会进行交流与讨论

• 在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交流

•  在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

• 《经济学人》进行报道

• 在《经济计量学》（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发表

• 获得大量的引用

• 其他媒体进行转载

• 应用于法兰克福学院教学中，开发成案例 

• 在其他商学院的教学中使用

• 在高层经理培训中使用

• 在公司内训课程中使用

• 教授成为追捧的专家 

 

•  教授与博士研究生成立独立的咨询公司

•  成为新的行业标准

影响范围

• 法兰克福学院的教授

• 其他商学院的教授

• 教授与研究人员

• 《经济学人》读者 /感兴趣的公众

• 阅读《经济计量学》杂志的教授

•  成为影响其他人开展研究的经典；出现在许多

博士课程的教学大纲中

• 感兴趣的公众

• 法兰克福学院的学生

• 其他商学院的学生

• 国际高层经理

• 特定公司高层经理

•  通过咨询，苹果、通用电气和塔塔集团收入增

加了 20%；客户满意度与员工幸福指数显著 

上升

• 新客户推荐这一研究型公司

• 极大地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整个社会受益

表 1描绘了一个显然存在虚构、甚至略带讽

刺的故事，反映了我们对学术研究某些不切实际

的期望。尽管对于这一方法，我们很难提出反对

意见，尤其当严谨性与相关性能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时，但是如果当我们必须在资助严谨的科学研

究与资助有影响力的研究项目之间必须做出取舍

时，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需要清晰的研究战

略。法兰克福学院的研究战略强调严谨性甚于相

关性。

在思考严谨的研究其特征时我们经常会忽视

几种观点。事实上，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或《经

济学人》的排名，全球领先的商学院几乎都是那

些在严谨的研究方面表现突出的商学院，其衡量

标准是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数量（例

如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发布的学术期刊名

单）。我们相信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这里有许

多原因：

表 1： 
学术研究的不同影响力阶段 – 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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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接触严谨的研究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

本身都将为学生提供远见与技能，帮助他们胜

任未来任务。未来管理者与专家可以利用科学

方法，帮助他们分析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将要遇

到的各种现实情况。科学思维将帮助学生对未

知的未来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

基于这一考虑，从事严谨研究的人对于任

何一个学生而言都是最有价值的老师。接触严

谨研究的学生 — 理想的情况是自己也能参

与其中 — 将养成谦卑与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在进行貌似快速与简单的决策时这一点尤其

重要。为什么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咨询公司喜

欢招聘数学家与科学家，这是有道理的。

 • 其次，研究结果在成为印刷的课本前将首先

进入教室。我们从课本中传授的大多数知识

都来源于 20多年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

成果。学科发展很快。为了传授最前沿的知识，

教授必须掌握最新的理论。

4000
2016年对德甲 4000余场足
球比赛的调查显示，裁判持
续地作出有利于著名球队的
判罚。这一发现在热爱足球
的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引
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

 • 最后，高层次的研究是课堂教学最好的质量

保证体系之一。毫无疑问，推动最前沿知识创

造的研究者在自己的领域一定属于专家层次。

此外，为了发表顶尖研究，研究者需要克服许

多困难与障碍，需要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保持高

度的热情。我们无法想象有谁可以比这样的专

家更能激发学生对某一学科的兴趣，能帮助他

们深刻理解某一特定领域。

与此同时，聪明的人总希望受教于智者。为了

满足最成熟的学生与学员的需求，商学院必须吸

引最聪明的教授 — 换言之，吸引各个学科领域

的专家。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法兰克福学院对没有引起

任何波澜的学术论文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所谓的

高影响力研究。它甚至对研究应该产生多大影响

并没有明确界定，它不追求那些产生最大浪花的

研究。

有些严谨的研究自然会成为大众媒体的标题

新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涉及的主题有

关健康或体育。

例如，一项由法兰克福学院艾伯哈特·费斯

(Eberhard Feess)教授在 2016年发起的对德甲

4000余场足球比赛的调查显示，裁判持续地作

出有利于著名球队的判罚。这一发现在热爱足

球的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

注。该项研究对足球规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最终导致德国决定将录像回放技术引入足球 

比赛。

作为法兰克福学院的管理层，我们对这样的研

究以及有关报道感到十分欣慰，这是一种免费的

广告。这样的研究能在媒体上发表，说明商学院

并非是令人乏味的工作场所，除了传播会计或市

场营销技巧外它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

换言之，它表明商学院可以参与一系列有趣

的话题讨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们是否

学术研究必须产生影响力吗？ | 作者：尤杜·斯蒂芬斯 (Udo Steffens)与迈克尔·格鲁特 (Michael G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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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尤杜·斯蒂芬斯于 1992年加盟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自 1996
年起一直担任该学院首席执行官与院长职务。

迈克尔·格鲁特是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学术事务副院长、公司
财务学教授。

可以认为这样的研究比那些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

影响的其他严谨的研究更能使我们的学生为未来

问题找到聪明的答案呢？最直接简单的回答是 

“不能”。

另一方面，想一下应用类研究，例如法兰克

福学院（气候与可持续能源金融与布隆伯格新能

源金融中心）每年发布的《全球再生能源投资 

报告》。

每年该报告在全球各类媒体上被引用的次数

超过成千上万。此外，许多实体例如投行、大型

投资基金以及再生能源领域的企业都以这一报告

的发现作为自己决策的重要依据。很显然，这对

法兰克福学院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问学

生他们能从中（除了采用其中的数据、了解报告

中提到的趋势外）学到什么时，很遗憾他们的答

案是没有什么。

毫无疑问，商学院学生需要大量接触现实世界 

— 但不一定是应用类或影响力研究的形式。

接触甚至接受严谨的学术研究训练可以使学

生即刻受益。研究者积极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他

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以及当前的

热点问题。科学方法是征服未来挑战、提高管理

决策水平最有效的工具，我们无需关注它是否对

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影响”。对于教授而言，只

需再发表一篇《计量经济学》论文就行。

毫无疑问，商学院学生需要大量接触

现实世界 — 但不一定是应用类或影
响力研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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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解决方案
在线颁发认证文凭

文凭及其他

营销活动

安全性

数据分析

社交网络

相同成就，
但是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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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旅游”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

斯·施瓦布发明的一个词，用来描述人类

的流动将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与

严重的后果

让“太阳”
照耀旅游业
杰弗雷·利普曼 (Geoffrey Lipman)探讨影响力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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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太阳”照耀旅游业 | 作者：杰弗雷·利普曼 (Geoffrey Lipman)

观
光旅游业作为社会经济领域最活跃、最重

要的活动之一，其教育与培训需要彻底改

革，需要全新方法。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话题。

我们讨论的背景是去年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

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即通过制订长期路线图

与数百个具体指标，实现 2050全球温度升幅控

制以及 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此同时，

我们还将探讨为什么未来 30年涉及数万亿美元

投入的绿色增长转型其复杂性、规模与范围是我

们至今为止从未遇到过的巨大挑战。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观光旅游业 — 交

通、酒店、服务与基础设施 — 为什么必须做

出相应改变，必须在它对 GDP、就业以及贸易

的巨大贡献与制订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之间取得 

平衡。

在文章结尾处我们还将分享“斯特朗全球网络” 

(Strong Universal Networks, SUN)正在从事的工

作，将我们对教育与培训的思考传递给当地社区

层面。

但是，已知的一项重大挑战 — 气候变化 — 

关乎人类生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的子孙将面临冻死或烤死的威胁。这也意味

着我们在保持这一压力的同时还必须面对 17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69个具体目标与 304个

指标）中提到的其他重大挑战，例如贫困、饥饿

与恐怖主义等。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

我们不能很好应对全球变暖问题，那么一切都将

变得无足轻重。

伴随后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温室气体与燃料排

放使全球气候变暖、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地球

冰冠融化、天气形态发生剧变、洪水泛滥、火灾

频发、干旱严重、农业与水资源干涸，最终温室

气体达到无法逆转的临界点。

巴黎气候协议的底线是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

加强合作，逐步落实碳排放目标、降低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共同开创一个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智慧生活方式的新时代。具体目标是，至

2050年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 2摄氏度 — 更

有可能是 1.5摄氏度 — 防止气候条件进一步恶

化，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转型机会。

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我们在国际、地区以及国

家层面开展步调更加一致的行动，重新聚焦影响

力评估与管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出发

点、社会经济特征、愿景以及变革节奏。

“影响力旅游”(Impact Travel)是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发明

的一个词，用来描述人类的流动将同时带来巨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与严重的后果。世界经济论坛预

言，以超级连接、24小时移动通讯、智慧城市、 

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以及人机交互为特征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

这同样适用于某个产业 — 观光旅游业 — 

它需要成为“一种从善的力量”，在遏制全球气

温上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将“生态

旅游”作为发展战略之首。

在过去 20年中，大多数国家都认同 G20 与

联合国是推动积极变革的主要力量 — 尤其在贫

穷、新兴与冰岛国家。与此同时，通过教育、市

场推广、管制、标准制订、认证等手段，通过政府、

行业、学术界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已经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这一切还远远不够。针对来自碳（交通 — 

尤其是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航空业 — 与建筑）、

资源利用（水、食物与垃圾）以及“城市拥挤”

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评估、管

理与控制。随着产业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将不

断升级。

三个结构性转变将带来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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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SUN中心将成为学习交流场所，

依托社区学校、商学院、大学与职业教育

体系，提供综合培训与技能发展

协调“绿色”与“增长”关系，使政策方程的 

两边更加平衡 

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无缝对接经济会计与环

境会计，同时将这两者的综合结果融入公司与政

府核心战略中。在过去 25年，我们一直在积极

推动增长带来的真正利益。而现在我们必须用同

样的方式应对增长带来的其他后果。如果将气候

比作时钟，每天它的滴答声都在变得越来越响。

在社区层面制订平衡的政策

部门分割意味着有效的政策取决于大量的政

治与产业决策者 — 旅游、交通、环境、金融、

土地使用、基础设施、移民、安全等等。太多的

政策迷失于部门的各自为政，停滞于官僚主义或

者各地的游说中。此外。80% 的产业供应链是中

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与全球大公司的利益与影

响力大相径庭，你又如何能使它们步调一致、采

取相同立场？

重新设计旅游教育与培训 

许多商学院并未开设旅游管理课程。在世界各

地，旅游与餐饮或者信息技术一样通常作为大学

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其定位相对狭窄。因此，在

传统的课本与教育体系外，我们需要增加网络、

在家学习、移动办公、慕课、在线讨论等方式。

我们需要找到创新方法推动影响力旅游，因为全

球的教育结构正面临着大规模的财政紧缩与新技

术的颠覆。

SUN项目是莫里斯·斯特朗 (Maurice Strong)

留给我们的遗产。他是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创始人

之一，也是 1992里约地球峰会的秘书长。SUN

项目依托于比利时一家非营利组织“绿色增长

与旅游研究院”(Green Growth and Travalism 

Institute)，在全球开展活动。其核心目标是帮助

各个国家通过影响力旅游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支

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提供基于太阳能的预制

构件，用集装箱运往世界各地，无需任何重型设

备在一周内完成安装，并最终将这些 SUN中心

形成相互连接的网络。通过互联网实现即时连接，

在接受过严格学术培训的人员支持下，SUN中心

将提供“红外线感应”空间，用于分析全球与当

80%
旅游、交通、环境、金融、
土地使用、基础设施、移民、
安全等等 — 80% 的产业供
应链是中小型企业



31

我们还将整合我们的合作伙伴依格奈斯·舒博

思 (Ignace Schops)先生有关“重新连接”的开

创性工作。他是戈德曼环境奖的获得者、比利时

国家公园主任。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将在比

利时国家公园设立全球第一个 SUN中心。我们

相信，对于大城市与农村的融合以及体面生活方

式的平衡，基于自然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与此

同时，我们也将从世界经济论坛中寻找合适的资

源与材料。

SUN计划于 2017年建立 3个中心，其全球总

部将设在比利时国家公园，并与哈塞尔特大学以

及它下属的气候科学研究所与位于爱尔兰的技术

中心进行合作，利用国际可持续旅游年在全球推

广我们的理念。

至 2018年，SUN网络将在全球设立 6个地区

中心，至 2020年即巴黎协议开始正式生效时，

我们的中心将遍布每一个国家。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在全球建立支持网络，从最基层推动变革，协

调速度、规模与步调，帮助旅游业向绿色增长转

变。

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下一代完全能

适应这一转变，他们为此也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 

— 但是打下夯实基础的必须是我们这一代人。

SUN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地数据、分享战略与最佳实践、开展内部与数字

学习、加强能力建设、支持创业孵化以及提高技

能培训等等。

每一个中心将与基于云端的网络平台相连接，

鼓励当地社会的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全球各地的

影响力旅游支持服务中。我们已经在路线图、愿

景、认证以及建模、影响力投资与推广等领域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更多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SUN中心将拥有多种技能：

 • 成为影响力旅游部门、治理与环境 /非政府

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最主要的接触点

 • 以太阳能板与太阳能电池为标志，成为可再

生能源独特标准的倡导者

• 成为文化与艺术焦点

 • 成为灾难管理系统中的反应节点

重要的是，SUN中心将成为学习交流场所，

依托社区学校、商学院、大学与职业教育体系，

提供综合培训与技能发展。我们将内置的学术联

系作为核心，聚焦绿色增长与影响力旅游，通过

新媒体与移动设备进行传播。

SUN并不寻求复制当前的旅游或教育战略，

相反希望将它们与气候变化控制系统连接在一

起，从而成为社区层面最具号召力的平台。

我们开发了各种支持材料，可以作为单独的

数字学习模块应用于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我

本人是多本绿色增长与“绿色旅游”著作的合

著者，也与比利时林堡的哈塞尔特大学 (Hasselt 

University)以及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合作开设夏令营，因此今天

我们已经拥有了扎实的基础，我们已经建立了学

术合作伙伴网络。

1992 
SUN项目是莫里斯·斯特朗
留给我们的遗产。他是可持
续发展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 1992里约地球峰会的
秘书长

6
至 2018年，SUN网络将在
全球设立 6个地区中心，至
2020年将遍布每一个国家

有关作者

杰弗雷·利普曼是 SUN项目负责人，他也是最初版本的制定者，正是
在他的努力下绿色旅游从概念成为现实。目前他还担任旅游合作伙伴国
际委员会主席、绿色旅游与绿色增长基金会理事长。此前，他曾担任世
界旅游委员会主席以及联合国旅游业组织总干事助理。
www.thesunprogram.com

让“太阳”照耀旅游业 | 作者：杰弗雷·利普曼 (Geoffrey Lipman)



32

《全球聚焦》第 10卷第 03期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打破神话
三个神话正在动摇高层经理培训的发展。 温弗里德·罗伊格鲁克
(Winfried Ruigrok)与乔治·古特曼 (Georg Guttmann) 解读
为什么许多公司正在痛苦挣扎，努力使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真正

发挥作用

我们的报告对来自 13个欧洲国家、涉及众多行业

的 350名企业高管、人力资源专家以及学习与发展

专家的评估进行了总结。该报告揭开了当前高层经

理学习与发展中广为流传的神话，也分享了这一领

域行业冠军的最佳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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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神话 | 作者：温弗里德·罗伊格鲁克 (Winfried Ruigrok)与乔治·古特曼 (Georg Guttmann)

帮
助管理者做好承担管理责任的准备，这非

常重要但并不容易。超过 90%的企业都认

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对其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但是仅有 20%的公司对自己的现状表示满意。

为什么只有少数公司能充分利用高层经理学习与

发展项目？如何才能成为这一领域的冠军？

2016圣加伦高层经理培训报告对以上这些问

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我们的报告基于这一领

域领先企业的深刻见解，对来自 13个欧洲国家、

涉及众多行业的 350名企业高管、人力资源专家

以及学习与发展专家的评估进行了总结。该报告

揭开了当前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中广为流传的神

话，也分享了这一领域冠军企业的最佳实践案例。

神话 1： 

人才短缺使公司无法在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方面

有突出的表现

人才短缺一直被认为是造成许多组织缺陷的

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培养管理者承担管理责任时

这一问题似乎更加突出。然而人才短缺对企业到

底是多大的挑战？根据圣加伦报告，远非我们经

常听到的那样严重。仅有 38%的受访公司认为企

业发展受制于人才短缺。对于高层经理学习与发

展专家以及公司高管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才管理挑战？ 2/3的公司表

示，新一代管理者的期望值正在发生变化，它们

必须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例如，今天的管理者

对有机会进入传统课堂学习、被动吸收知识会感

到很兴奋。但是明日的领导者不同，他们希望获

得的机会是参与式学习之旅，其形式灵活，内容

丰富。

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期望值变化？在设计

与实施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课程方面，我们有许

多新机会。一些创新的教学方法，如行动或体验

式学习与新技术运用大大拓宽了各种产品组合的

可能性。不幸的是，这一切带来的财务影响可能

是巨大的。新方法与新形式意味着巨额投资，意

味着对企业学习架构进行重大调整。几乎 80%

的企业提到资源限制是推动其高层经理学习与发

展计划的最大障碍。

学习与发展主任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只能积极

游说自己的组织，获得必要的财务支持满足今天

年轻一代管理者的新预期。在此过程中，他们应

该向公司最高管理层解释，要成为高层经理学习

与发展领域的冠军，就需要更先进的解决方案。

我们访谈的对象中有一位是公司的董事，他告

诉我们：“企业不应该再把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

看成是成本，而应该将它看成是对未来最需要优

先考虑的投资”。

67%
短期商业目标削弱了长期 
活动

65%
新一代管理者不断变化的 
期望值

77%
有限的资源

图 1： 
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的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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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2： 

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仅仅是人力资源部又一项 

行政任务

谁应该负责推动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项目？

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可能直截了当。高层经理学习

与发展责任既包括纯粹的行政任务（例如学习与

发展项目的实施或供应商的评估），也包括一些

重要战略决策（例如预算主管部门是谁或启动战

略学习与发展项目的权力）。今天的现实是，大

多数人力资源以及学习与发展部门都被认为是高

层经理学习与发展项目的事务性协助者。

学习与发展主任发现，在自己掌握的手段与权

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要应对高层经理学习与发

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十分困难的。许多受访者对

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现状所描绘的不容乐观的画

面也反映了许多公司在层级与汇报结构方面的严

重失调。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已经任命了首席学

习官的公司 (17%)通常也只授予这一最高级别的

学习官一些事务性的责任。

幸运的是，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企业

可以在两个方面加强首席官这一层面的投入（他

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是战略管理挑战的

程度），提高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的效率。

首先，首席官层面高投入的组织更可能将高层

经理学习与发展放在自己议事日程中。其次，在

这些组织中最高管理层更可能参与到高层经理学

习与发展的设计与实施中。关于第二点，设置一

图 2： 
成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冠军的几率

首席官层面高投入

首席官层面中投入

首席官层面低投入

第一步

争取首席官层面 

的投入

第二步

引入传统学习

第三步

引入基于互联网技术 

的学习

高层经理学习 
与发展新手

高层经理学习 
与发展挑战者

高层经理学习 
与发展冠军

图 3： 
提高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效率的步骤

名首席学习官并赋予其管理责任是有帮助的。高

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

席官层面的投入。我们发现这是预测能否成为高

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冠军最可靠的指标。没有获得

首席官层面的投入，企业成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

展冠军的概率仅有可怜的 8%，而当首席官层面

出现高投入时，其概率则高达 67%。此外，首席

官层面高投入的公司也培养了对高层经理学习与

发展项目管理至关重要的其他能力，例如运用预

测性与分析性工具支持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决策

的能力。

8%

2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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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3：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学习是高层经理学习与 

发展的银色子弹

最近几年学习与发展专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是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学习。一些人将它视为银色子

弹，而另一些人则否定其潜在价值。我们的调查

发现，仅有为数不多的公司采用基于互联网技术

的学习形式，而大多数依然热衷于它们最熟悉的

方法，强调传统的、面对面的学习形式。例如，

超过 3/4的公司经常采用单一的课堂教学，有

2/3的公司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在线学习（例如

独立在线课程、移动学习、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

等）。公司的决策者应该重新思考吗？不幸的是，

对于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学习其真实潜力至今很少

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大多数报告明显带有相关作

者与机构各自的目的，要么主张坚持当前的解决

方法，要么巧妙地暗示投资新基础设施的紧迫性。

我们发现，提高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的有效性

需要遵循清晰的轨迹。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

要不同的学习形式（参见图 3）。对于相对早期的

企业（在获得首席官层面投入、制订高层经理学

习与发展战略、开发传统的面对面学习形式前），

简单增加在线学习形式并不能创造奇迹。尽管在

线学习具有广阔的前景（能提供更快、更灵活、

更有针对性的学习与发展活动），但是这些公司

还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收益。

我们的研究发现，受访者中对某一特定技术经

验越少，对其有效性也越是怀疑。然而，对于那

些已经做好功课的企业，克服这样的犹豫将获得

巨大的回报。

只有少数优秀企业，它们在大胆进入在线学习

前就已经获得最高管理层的战略支持与投入，才

能获得巨大的收益。遵循这一轨迹的公司，其高

层经理学习与发展的有效性是最高的，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将它们贴上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冠军的

标签。

运用战略方法处理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

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是对一小部分企业高管

的一种非常规投资，但是过去的回报并不能确保

未来的成功。因此，这一战略职能需要最高决策

者的关注。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或许可以比作研

发，后者的回报同样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这样的投资是未来成功

必不可少的。

最高管理层与董事会应该直接参与高层经理

学习与发展项目。成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冠军

意味着成为学习型组织，意味着最高管理层的高

度参与与有效的学习架构，意味着对各种形式的

学习工具的深刻理解。 

展望未来，终身学习将势在必行。在当今不

确定性、竞争性与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商业环境中，

无法意识到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重要性的企业将

面临巨大的困难。

学习与发展主任应该做好准备，他们需要面

对未来更高的期望值。在此我们奉劝企业不要轻

信那些神话，而应该基于可靠的证据积极推进高

层经理学习与发展。

下载 2016圣加伦高层经理培训报告： 

www.es.unisg.ch/seer

90%
超过 90%的企业都认为高层
经理学习与发展对其长期成
功至关重要，但是仅有 20%
的公司对自己的现状表示 
满意

8%
首席官层面的投入是预测能
否成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
冠军最可靠的指标。没有获
得首席官层面的投入，企业
成为高层经理学习与发展冠
军的概率仅有可怜的 8%，
而当首席官层面出现高投入
时，其概率则高达 67%

有关作者

温弗里德·罗伊格鲁克是瑞士圣加伦大学工商管理、技术与法律学院院
长、国际管理学教授。winfried.ruigrok@unisg.ch / www.es.unisg.ch

乔治·古特曼是瑞士圣加伦大学研究助理，工商管理、技术与法律学院
院长行政助理。georg.guttmann@unisg.ch / www.es.unisg.ch

打破神话 | 作者：温弗里德·罗伊格鲁克 (Winfried Ruigrok)与乔治·古特曼 (Georg Gut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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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公司 
如何应对 
百岁寿命？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司各特 (Andrew Scott)解
读为什么人均寿命将达到百岁的未来一代人将改变我们的

工作与生活方式。 罗伯特·莫里斯 (Rob Morris)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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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全球期望寿命有望从 1700年 
的 30岁提高到 2050年的
87岁

50%
2007年出生的婴儿中至少有
50%的人预计将超过百岁寿
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
迅速增加将彻底改变工作的
性质

你的公司如何应对百岁寿命？ | 作者：罗伯特·莫里斯 (Rob Morris)

医
学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条件的

改善以及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使发达国家

的人均寿命不断得到提高。但是，根据伦敦商学

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司各特的研究，一方面年

轻人的期望寿命预计将大大超过其父辈与前人，

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延长工作时间，

以支持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

在他出版的著作《百岁寿命：长寿时代的工作

与生活》(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中司各特教授指出，教 

育、工作与退休这样传统的三级生活正在被新的

结构所取代。未来的生活将分为更多人生阶段，

我们将看到人们会选择在更大的年龄开始自己的

职业生涯，选择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选择中断

自己的工作履行家庭责任。

该书的合著者是琳达·格莱顿 (Lynda Gratton)，

她是伦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在他们看来，今

天的年轻一代在开辟属于自己的事业前通常会花

好几年时间进入企业工作。人们或许不会选择在

20多岁或 30多岁进行创业，而是将自己的创业

计划一直推迟到人到中年时。

在今年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最佳实践分享

会上，司各特教授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这一活动旨在为人力资源专家提供分享最前沿知

识的平台。

管理成熟工人

全球的企业都面临着地缘人口方面的“定时

炸弹”，组织需要学习如何接纳与管理日趋老龄

化的劳动力，以避免对自己经营的影响。根据司

各特教授的研究，2007年出生的婴儿中至少有

50%的人预计将超过百岁寿命。此外，人均寿命

的延长 —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迅速增加 — 

将彻底改变工作的性质。

“全球期望寿命有望从 1700年的 30岁提高到

2050年的 86或 87岁，这是由于医疗条件的改

善以及对诸如脂肪或酒精等副作用的深入了解所

带来的” ，他说。“教育、工作与退休这样传统的

三级生活已经不再适用于期望寿命更长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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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到了 40或 50岁时，他们还会考虑改变

职业或者去创业，这是因为他们比自己的父辈工

作时间将更长。”

与上一代人不同，未来数十年出生的人在享

受更长的退休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

间，这将改变所有年龄段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 

职业。

司各特说，“年龄在 18-30岁，我称之为独立

生产者的那群人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正

在重新调整自己的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而休假

与周末的改变也意味着企业雇主必须作出相应 

调整。”

“这些人想要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能更

好地平衡工作与娱乐，能不断尝试，不愿为大公

司工作。他们选择轻资产，所以没有车或房子。

他们喜欢泡在咖啡店。他们选择在更晚的年龄成

家立业。”

资产管理

未来年轻一代管理有形与无形资产的方式也

将发生改变。人们需要诸如储蓄、不动产与养老

金这样的有形资产支撑其更长的退休生活。与此

同时，活到百岁寿命的人也需要发展自己的无形

资产，这些无形资产可以分为三类：效率、活力

与转变。

效率涉及一个人的技能、知识与人际网络，活

力代表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态、朋友与亲

人。转变指老龄化员工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谈到转变，司各特教授说：“你在 21岁时学

习的东西不会到你 80多岁时仍然有用 — 你必

须重塑自己，否则你在早期职业生涯获得的知识

将彻底落伍过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认知能力将退化，

所以老龄化员工需要不断锻炼自己的大脑 — 如

同通过训练锻炼肌肉一样 — 需要不断的学习与

发展。在他们年龄变得越来越老时，他们需要与

时俱进，需要有能力适应新岗位。”

人力资源部门的挑战是吸引与留住对职业缺

乏专注的年轻人，同时为更加年长的员工制订

新的工作政策。“组织需要一个模式，将年轻人

旺盛的精力与年长者的工作智慧更好地融合在一

起”，司各特说。“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学习年长同事的专业知识。”

“如果公司既有 60多岁的年长员工，也有年

轻人，你会选择留谁？随着人们工作年限的延长，

公司需要制订相应的政策来处理这一类问题，需

要重新考虑双方的合同。你必须做出决定，到底

让谁走人。人力资源部门或许必须基于绩效而不

是年龄决定薪酬。”

司各特教授补充说，企业必须学习如何重新

激励老员工，调整其当前角色或者赋予其新角色，

使不同年龄段的员工能有效地开展合作。

5+
有一家丹麦公司没有设置任
何强制性退休年龄。相反，
公司鼓励年长的员工与人力
资源部门进行沟通，告诉他
们未来 5-15年想承担什么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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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 21岁时学习的东西不会到你

80多岁时仍然有用 — 你必须重
塑自己，否则你在早期职业生涯获

得的知识将彻底落伍过时
重造的艺术

在参加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伦敦商学院举

办的活动后，人力资源专家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

面临的问题。他们需要改变职场文化，适应不同

代际员工的需求，需要为成熟的员工提供培训，

帮助他们承担新的角色。例如，如果针对民航飞

行员的强制性退休年龄依然是 65岁，那么航空

公司就需要考虑如何对这些飞行员进行新的培

训，将他们安置在什么新的岗位。 

然而，有一位与会者 — 他曾经是一家从事

并购业务公司的合伙人 —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

问题：如果一个人从事的某一份职业可以每年挣

100万英镑，那他为什么要考虑重新接受培训去

接受新的角色？假设他有了足够的积蓄并且投资

成功，那他就有了足够的钱可以选择在 55岁或

60岁退休。

他在会上还提到了其他一些挑战。他说律师事

务所通常不善于管理与利用优秀的合伙人，发挥

他们在培养新人中的作用。一名并购律师需要培

训很多年才能成为诉讼律师。

一名来自瑞士信贷银行的代表对企业如何适

应老龄化工人似乎更加乐观。该银行每年都对年

长的员工进行能力审核，为他们提供承担不同工

作岗位的机会。

另一位与会嘉宾说，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中

心，40岁左右的护士有机会通过培训成为医生，

然后在这一新岗位再服务 25-30年时间。

一位来自丹麦公司的代表谈到，他所在的公

司没有设定强制性退休年龄。公司鼓励年长的员

工与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沟通，告诉他们未来 5-15

年想承担什么角色。此外，公司还聘请 65-70岁

的前雇员担任顾问，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与专业

技能。
有关作者

罗伯特·莫里斯是英国伦敦商学院高级编辑

不浪费时间

一些公司已经在利用各种途径吸引与留住各

个年龄段的员工，应对地缘人口这一定时炸弹。

全球律师事务所年利达 (Linklaters)伦敦公司的管

理团队定期举办“即兴演奏会”，邀请员工讨论

工作生活平衡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如何使他们

能够实现弹性工作。

在谷歌公司，参加每周举办的“感谢上帝，今

天是星期四”活动的员工，可以向管理层提出任

何有关工作的问题。该公司还为员工提供非正式

的学习与发展培训。

其他公司提供间隔年与年假、体验式学习与团

队建设鼓励员工留下来。司各特教授说，在未来

几十年，企业需要适应活到百岁寿命的员工完全

不同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三天的周末、更多的年

假与工作弹性。

对于那些尚未认真考虑如何平衡年长员工与

年轻一代不同需求的企业，我们需要警告它们：

时间不等人，或许留给它们的时间不多了。

更多信息，登录www.100yearlife.com

你的公司如何应对百岁寿命？ | 作者：罗伯特·莫里斯 (Rob Morris)

65
如果针对民航飞行员的强制
性退休年龄依然是 65岁，
那么航空公司就需要考虑如
何对这些飞行员进行新的培
训，将他们安置在什么新的
岗位

40~
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中心，
40岁左右的护士有机会通过
培训成为医生，然后在这一
新岗位再做 25-3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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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教育 
合作伙伴

丹尼尔·肖尔 (Daniel Scheu)与沙宾·库斯塞尔 (Sabine Kuschel) 
解读两所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商学院如何建立共赢的 EMBA合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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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管理教育合作伙伴 | 作者：丹尼尔·肖尔 (Daniel Scheu)与沙宾·库斯塞尔 (Sabine Kuschel)

从
今年开始，德国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社会

科学学院将携手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

丹管理学院，共同推出全新的、国际 EMBA在职

课程。这两所院校都获得了 EQUIS（欧洲质量改

进体系）认证。

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旨在为欧洲培养新

一代商业领袖，招生对象主要面向已经在领导岗

位具备一定经验的管理者。

两所商学院各自指派人员组建联合团队，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内推出了这一全新的高层经理培训

课程。授课地点为科隆大学校园新落成的管理教

育中心。

最初的想法是整合两所著名大学的专长与经

验，为企业高管开设一门合作课程。这一合作伙

伴关系将涉及两家学术机构，一家为排名靠前、

被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授予“优秀大学”称号

的知名大学，另一家为欧洲排名前十位的鹿特丹

管理学院，在 MBA教育领域拥有 40多年的经验。

开设合作课程这一愿景是科隆大学管理经济

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乌尔里奇·索内曼 (Ulrich 

Thonemann)教授与鹿特丹管理学院院长斯蒂夫·

范·德·维尔德 (Steef van de Velde)教授两人的

点子。

随后，开设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这一想

法在多个层面进行了讨论以及市场与竞争对手分

析。在完成所有手续后，双方于 2015年 3月正

式启动市场宣传活动，向公众介绍这一课程，吸

引潜在学生。

仍然需要回答的最困难的问题是，这一课程能

真正立足市场吗？负责课程市场推广的营销团队

包括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招生部主任马里

卡·庐阳迪克 -斯蒂恩坎普 (Maryke Luijendijk-

Steenkamp)、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

市场部主任丹尼尔·肖尔以及他们各自领导的团

队成员。

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旨在为欧洲培养

新一代商业领袖，招生对象主要面向已经

在领导岗位具备一定经验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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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市场营销计划、所有关键活动进行长达六个月

的密集讨论与紧张工作后，最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了。

2015年 9月，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在科隆大学

正式宣布面世

在科隆与鹿特丹两地随后的讨论中，由双方

共同组成的营销团队在对市场营销计划、所有

关键活动进行长达六个月的密集讨论与紧张工

作后，最重要的日子终于到来了。2015年 9月， 

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在科隆大学的启动仪式

上正式宣布面世。

整个市场推广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 新的

网站、宣传册以及一系列其他活动。出席启动仪

式的嘉宾包括鹿特丹与科隆的校友、潜在学生以

及媒体。

在德国，科隆大学的硕士课程一直被认为是

最优秀的项目。在欢迎致辞中，索内曼教授描绘

了双方合作课程的美好前景：“鹿特丹管理学院

是欧洲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在 MBA教育领域

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这一合作将使我们整合各自

的优势，在科隆提供世界一流的、国际管理课程。

这一合作课程将融合两所大学的全球公司网络与

校友网络资源，因而能为学员提供独特的机会。”

新课程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它为科隆

大学与鹿特丹管理学院以及未来学生与企业雇主

提供了多赢。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一合作课程是真

正的“联合生产”，而不是简单地利用鹿特丹管

理学院现有 EMBA课程进行复制或进行“特许 

经营”。

与简单复制相反，合作课程将由鹿特丹管理

学院与科隆大学的教授按等比例共同承担教学任

务，因此课程内容将融合两个世界最优秀的元素：

一方面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大学深厚的哲学、

社会学与经济学基础，另一方是像鹿特丹这样高

度国际化商学院提供的盎格鲁 -撒克逊分析模型

与话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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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丹尼尔·肖尔是德国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市场部主任。
dscheu@wiso.uni-koeln.de

沙宾·库斯塞尔是德国科隆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与招生经理。 
sabine.kuschel@uni-koeln.de

合作双方在启动仪式上正式签署的合作协议

为鹿特丹管理学院与科隆大学的共同未来划上了

一个完美的句号。在得到媒体与潜在学员的积极

反馈后，市场推广随即通过 MBA网站、社交媒

体活动、印刷宣传资料、MBA招生宣讲会以及

校园咨询会迅速展开。

最初的市场反应非常乐观，例如网站转换率

与宣传资料下载数量，以及参加我们 MBA招生

宣讲会的人数都十分喜人。这证明我们推出的合

作课程很受市场欢迎，这一点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因为这是两家得到 EQUIS认证的商学院根据本

地市场特征同时又融合国际实践而精心设计的课

程 – 直到今天这在德国依然是十分罕见的。

既立足于扎实的德国商业实践与学术研究，又

强调国际注重的分析工具与沟通技能，这无疑是

一种创新。迄今为止，最初设立的目标已经全部

完成。

随着新课程在 9月顺利推出，双方对结果非

常满意。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第一期招收了

21名优秀学生，其中 40%具有国际背景，平均

年龄为 33岁，平均拥有 8年工作经验。这也清

楚地表明，携手鹿特丹管理学院进军国际管理教

育市场，我们的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在推出这一独特课程的同时，我们也在多个层

面加强两个学院的商业合作。这为我们带来了友

谊 — 这在公司文化中对建立信任、开展合作项

目是必不可少的。

科隆 -鹿特丹 EMBA课程为在职管理培训课

程，注重与现实世界的紧密关联性。 学员应

具备至少四年工作经验以及一定的领导经验。 

除了管理与领导力基础知识外，个人领导

力发展模块是其中的一个亮点。这一模块旨

在确保所有学员都能实现他们在开始课程学

习时制订的目标。课程内容以专题讨论、案

例研究、商务模拟、小组与个人作业为形式，

使学员能从相互的交流中受益。

本课程学制为两年，每年 9月入学。通常每

两周上课一次，授课时间为周五晚上与周六

白天。课程中间安排两周时间全天学习以及

两个国际游学模块。

科隆大学商学院设在科隆大学管理经济与

社会科学学院内。管理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

拥有 10000多名在校学生以及相当数量的教

授，是欧洲地区该领域最大也是最知名的院

校。在推出 EMBA课程后，科隆大学商学院

未来将为个人与企业提供更多高层经理培训

课程以及短期研讨会。

 www.business-school.uni-koeln.de

鹿特丹管理学院是欧洲领先的研究型商学

院。它位于国际港口城市鹿特丹 – 欧洲商业、

物流与贸易中心，提供开拓性研究与世界一

流的管理教育。

鹿特丹管理学院以培养国际化与创新思维

的商业领袖为目标，提供一流的本科、硕士、

MBA、博士以及高层经理培训课程。鹿特丹

管理学院在中国成都设有办事处，课程申请

人、企业高管与校友可以通过这一渠道了解

相关课程信息与活动。

www.rsm.nl

建立管理教育合作伙伴 | 作者：丹尼尔·肖尔 (Daniel Scheu)与沙宾·库斯塞尔 (Sabine Kuschel)

12
两所商学院各自指派人员组
建联合团队，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推出了这一全新的高
层经理培训课程

10
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将涉及两
家学术机构，一家为排名靠
前、被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
部授予“优秀大学”称号的
知名大学，另一家为欧洲排
名前十位的鹿特丹管理学
院，在MBA教育领域拥有
40多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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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让你 
夜不能寐？’
对于许多企业领导者与公司首席执行官而言，人才管理

是否卓有成效这一问题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 
马丁·摩尔勒 (Martin Moehrle) 分析人才管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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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让你夜不能寐？’ | 作者：马丁·摩尔勒 (Martin Moehrle)

“人
才管理” 问题一直是许多企业领导者与

公司首席执行官“夜不能寐”的重要

原因。在世纪交汇之际，“什么事让你夜不能寐”

这一说法开始流行起来（有时候甚至演变成一种

炒作）。 

或许我们只需列举部分问题就能明白为什么

这一说法会流行开来，例如预期的人才短缺、人

口特征的变化、年轻一代完全不同的工作态度、

话语权从雇主到员工的转移、新的雇佣形式、职

业选择的自主性、劳动力市场的日趋透明、人与

机器的劳动分工，以及跨界合作的增加等等。

组织已经行动起来迎接这些挑战，围绕人才管

理的各种实践也应运而生。然而，许多公司仍在

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苦苦挣扎。这里有三个观察：

围绕人才管理的讨论有很多，但是对人才管理在

某一特定组织环境下的实际意义理解不深

一些组织对“人才”的理解比较狭窄，认为只

有那些对组织现在与未来绩效能带来重大贡献的

人才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寻找这样的人才，

加速其发展并留住他们成为组织最重要的任务。

其他一些组织对“人才”的理解更加宽泛与

包容，它不仅指组织内部的所有人，也泛指组织 

人才。

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主要取决于具

体的场景以及相应劳动力背后的经济学。所谓的

人才能否比普通人创造更高价值、带来更大贡献？

或者不犯错误是我们最大的期待？组织往往缺乏

这样的理性分析。

此外，人才究竟代表高绩效还是高潜力或者代

表两者，这一问题经常混淆不清。

组织已经行动起来迎接挑战，围绕人才管

理的各种实践也应运而生。然而，许多公

司仍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苦苦挣扎



46

《全球聚焦》第 10卷第 03期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组织之间对人才管理到底涉及哪些内容很少

能达成共识：吸引人才？管理人才管道？还是管

理整个员工队伍？

有些组织仅仅指（毕业生）招聘，有些组织

指人才的甄别与评估，通常与接班人计划联系在

一起；还有的组织指贯穿员工整个生命周期所有

的人力资源实践， 只要每一个人理解相同，这也 

无妨。

人才管理包括一整套商业实践，这些实践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都是独立开发与管理的，因此缺乏整

体观

如果我们接受最后一种观点，即人才管理由贯

穿员工整个生命周期所有的人力资源实践所组成

的，那么人才计划将涉及更加宽泛的内容，例如

制订雇主品牌与招聘战略，推进绩效文化，管理

低绩效问题，持续甄别与评估高潜力员工，建立

人才管道确保关键岗位接班人问题，加速人才库

发展，留住优秀员工，建立合理的员工队伍，提

高员工参与度等等。 

这一系列任务通过各种人力资源实践实现，这

取决于组织的架构设计、人力资源的管理职责与

团队。

不幸的是，当前的普遍做法是这些人力资源实

践都是实行独立管理，每一种实践都有自己的模

型、系统、数据库、客户界面以及依据不同实体

与地区的变化。然而，人才管理实践不是独立的，

而是相互影响的。因此，组织需要整合各种实践，

用系统观处理员工队伍建设。例如，因为招聘前

端的过度许诺而造成员工流失率高这样的情形就

可以避免。

整合可以使员工队伍的组成、能力与行为得

到更加全面的管理，从而实现战略与文化的统一，

推动可持续文化变革，避免任何战略举措虽然有

很强的沟通但因为没有实际实施机制而无疾而

终。与此同时，这也将使组织能更有效地提高管

理团队中的性别多元性。

最终，整合将使人力资源部门进行重新定位，

实现选拔流程的标准化，确保人力资源数据的一

致性与员工分析工具的先进性。有证据表明这些

都是获得公司最高管理层支持的先决条件。

许多人力资源举措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转型自

身，既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聚焦建立全组织合作

的文化。担心在人力资源领域失去自主性与控制，

缺乏共同的目标与规划流程，聚焦局部而不是整

体的传统，这一切都是进行整合的拦路虎。

谈到人才卓越的主要动因 — (1)整体人才框架与

(2)基于管理层高度投入与高度参与的人才思维 — 

人力资源部门在传统上更加注重 (1)而不是 (2)。

这使得建立的流程并不能真正以商业现实为基础

实现世界一流人才管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

造卓越的人才结果需要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有效的人才框架，其中涉及高度认同

的人才原则、所有人才与绩效流程的高度连接从

而形成相互支撑、统一的定义与语言、基于直觉

与自助的简单工具，以及基于透明的衡量工具。

第二个是渗透整个组织的人才思维，使一线管

理者推动员工流程，对人才结果承担全部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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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思维可以确保人才流程获得与其他任何商业流程

同样的重视，确保获得合理的时间分配，确保人才

不仅仅在某一个业务部门而是在整个组织进行流

通，确保最高管理层推动整个组织的利益。

缺乏这样的人才思维，即便是最复杂的人才框

架也无法创造能吸引、留住顶尖人才的氛围。我

们经常可以看到，人力资源部门有时希望通过制

订过于复杂的人才流程来弥补这样的缺失。然而，

这将使一线管理者更加疏远。 

事实上，组织真正需要的是便捷的应用以及流

程与结果的透明，两者都将推动管理责任。有一

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例如通过检查约定的行动

项目完成情况开展同事之间相互的人才评估。或

者展示“正念”领导者以及他们在各自企业取得

的成功案例。

结论

在过去 20年，人才管理实践已经趋向成熟。

然而，只有当组织弄清楚最基本的概念时它们才

能真正实现人才卓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组织至

今依然无法实现的原因。

最基本的概念包括：决定建立人才计划的原

则；界定谁是人才、如何进行人才管理；将各种

流程与实践连接起来形成统一有效的人才框架；

以及灌输统一的人才思维，使管理层认识到人才

是公司可持续绩效的唯一驱动力。对部分管理者、

甚至在人力资源内部进行简单的调查是寻找通向

卓越之路的重要起点。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对人才管理的许多假设与

理念进行重新思考。这些假设与理念大多是在工

业时代发展形成的。目前我们正在见证新的组织

形式的到来，许多个体不再以就业合同而是以具

体任务形式与组织发生联系，多种形式合同的并

存，使组织的人才战略必须包括目前被贴上“外

部人员”标签的人。内部与外部人才的界线将变

得更加模糊。因此，人才卓越需要在“透明、不

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进行重新定义。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对人才管理的许多假

设与理念进行重新思考。这些假设与理念

大多是在工业时代发展形成的

2
实现世界一流人才管理需要
两个前提：1）基于高度认同
的人才原则之上的有效人才
框架与 2）渗透整个组织的
人才思维

‘什么事让你夜不能寐？’ | 作者：马丁·摩尔勒 (Martin Moehrle)

有关作者

马丁·摩尔勒博士是法兰克福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也是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的副主任。他曾担任瑞银集团全球人才主管，以及德意
志银行首席学习官与全球人才发展主管。martin.moehrle@ef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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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商学院明明可以成为协作、协调与合作的典范，

却偏偏沉迷于恶性的、自我毁灭式的竞争呢？它们需要

转型， 张颖 (Zhang Ying)博士说

如何在 21世纪 
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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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几十年，教育为全世界培养了大量的

人力资本。就这一点而言，管理教育的表

现可圈可点，更多商学院的出现也带来了更多的

毕业生。然而，管理教育的发展轨道似乎并没有

通向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职能：丰富社会价

值，为地区与全球服务。

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市场与教育机构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各地区竞争的加剧使全球商

学院走向趋同：组织特质越来越少，价值差异化

越来越不明显。 

在面临全球化、标准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典

型的收入不平等这些重压下，商学院现在似乎更

加擅长于相互竞争，提供职业教育而不是帮助创

造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此外，就像教育存

在严重不公平一样，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资源

分配不平衡也使这一现象更加凸显。管理教育能

够生存与发展吗？

在“财富相关指标的信号效应”驱动下，螺

旋式下降开始出现。我们在设计与发展管理教育

时更多考虑股东利益而不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以

及社会服务。一所商学院的排名更多地说明了它

在培养学生找高薪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它在

培养学生为他人创造就业方面的能力。 

研究、论文、教授、教学甚至课程更多地聚

焦成功的案例而不是失败的案例。于是，商学院

被推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为了生存竞相

追逐标准化，而同时为了发展又试图实现一定程

度的差异化 — 但是所有这一切它们更多是以企

业而不是以教育机构的方式开展的。 

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以及各地区竞争的

加剧使全球商学院走向趋同：组织特质

越来越少，价值差异化越来越不明显

如何在 21世纪生存与发展 | 作者：张颖 (Zhang Yi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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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管理教育的一个严重悖论：一方

面不同的地区需要差异化的教育，而另一方面商

学院为了比较竞相提供标准化的教育产品。 

例如，大多数商学院采取的研究模式都强调研

究范畴的狭窄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因而对

实际运营企业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困境并不能带来

真正的启示。于是，如何开发更加多元、更具创

新的课程与形式，这一任务就落到商学院管理者

的身上。这就是“马太效应”，那些品牌好、排名

的高商学院就能获得更多的资金不断提升自己，

而其余的商学院则为了发展甚至生存而苦苦挣扎。 

我们很少看到商学院有意愿、有能力采取一体

化综合模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履行社

会与商业使命。这一能力在过去几十年在不断退

化。融合社会与经济使命的努力总是相互分离而

不是系统性的。管理教育逐渐失去了能力与意愿，

为“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样最重要的

问题提供全面的社会答案。 

在这样情况下，我建议管理教育应该采取生态

系统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尤其是诚信行为、

商业行为规范以及人类如何生存与发展更加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商学院可以向医学院（尽管它们

也在转型中）这样的同行学习如何设计混合式生

态系统模型，同时满足社会与经济需求。 

建立创业中心或创新实验室是值得肯定的第

一步，但是接下来就需要更加综合的考虑；例如

建立一个嵌入式“商业医院”诊断当地商业问题，

就像医学院经常为当地社区提供诊所使所有利益

相关者受益：学生通过在诊所实习获得经验，患

者得到更便捷的服务，而教授有机会开发新的医

学知识、在临床上实验、在课堂上讨论、最终在

医学杂志上发表。商业医院与课程设置相结合，

将帮助 MBA学生与授课教授拓展知识，同时对

当地经济作出贡献。 

一个良好的管理教育生态系统应该培养内部

利益相关者（教授、学生、校友、行政管理人员），

并与外部因素（政府、行业、社区、经济）相协

调，在管理周期性干扰的同时实现集体价值的最

大化。 

商学院可以向医学院

这样的同行学习如何

设计混合式生态系统

模型，同时满足社会

与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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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一系统可持续的反馈循环意味着管

理教育不仅应该通过创造与传播知识、技能与行

为规范引领经济，而且应该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

作，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形式共同为社会创造价值。

如果理想的管理教育是实现社会价值这一集

体愿景、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幸福，那么它就

必须对投入、流程与产出采取网络方法，即要求

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对教育理念与道德作

出贡献，共同设计教学大纲，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为学生提供培养知识与实际能力所需的互

动体验。

这就意味着管理教育不仅应该为学生提供科

学知识财产 — 通过转移外部知识，而且也应该

提供内部知识 — 通过教育心灵与思想建立正向

的“道德财产”与“情感财产”。

如果这一系统想要真正成为专业管理教育，那

么它必须从学术与实践两个层面汲取知识与经

验，并在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反哺学术与实践。其

管理者不仅需要制订战略，为全球经济提供管理

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为当地社会的经济

服务。而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将进一步丰富教授的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使他们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有关作者

张颖博士是荷兰伊拉斯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负责中国业务与关系的
副院长，哈佛商学院访问学者、哈佛法学院访问研究员。同时她也是创
业与创新、中国商业与中国经济等领域的教授。 
http://www.rsm.nl/people/ying-zhang/

如何在 21世纪生存与发展 | 作者：张颖 (Zhang Ying)博士

我相信，如果管理教育能以这样的方式开展，

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得到良好的服务、

能积极参与并获得公正的对待，那么它无论面对

什么样的障碍都能通过系统本身自动得到解决，

就像在一个健全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一样。唯有这

样，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自我毁灭式的恶性竞争才

能转变为协作、协调与合作。而这一切将使商学

院以及我们的社会共同受益。

本文基于张颖博士在 2016年 4月英国爱丁堡举

行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大会上的发言。这是根

据她对商学院发展的最新研究以及她在欧洲最大

的商学院之一担任副院长的经验，并深度接触中

国与美国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完成的。

当所有利益相关者联

系在一起，得到良好

的服务、能积极参与

并获得公正的对待，

那么它无论面对什么

样的障碍都能通过系

统本身自动得到解决，

就像在一个健全的自

然生态系统中一样

道德财产  

（心灵）

情感财产  

（思想）

知识财产 

（知识能力）

教育管理者

教授

社会企业 理念 /道德

商业企业 实践能力 理论知识

学生

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 教育产出

课程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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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需要高瞻远瞩，这对传播创业

文化无疑是有帮助的。对于像埃及这样的

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可以成为理想的转型

社会经济平台

创业
新兴经济体需要一个由政府推动、年轻人主导、私营企业支持并面

向未来的创业生态系统，谢里夫·卡梅尔 (Sheriff Kamel)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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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 作者：谢里夫·卡梅尔 (Sheriff Kamel)

创
业在过去十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

济体各个社会阶层的热潮，而信息与通讯

技术的发展也为全球酷爱技术与连接的年轻一代

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然而，创新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创新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应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

所有经济与社会挑战。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如此。

一方面，信息与通讯技术为我们创造了极其重要

的有利环境，另一方，它应该与法律、管制与支

持系统以及有效的生态系统相结合。

话虽如此，建立创业生态系统需要不同阶段

的各种经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包括私营部门、

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与个人，共同丰

富与支持创业文化。

创业文化应该以同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无缝的方式开展建设。它是一种思维模式，转

变社会以创业视角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

创业企业。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制造一些声

音，提供必要的动力、激情与能量。青年人、

实务者、学界、行业专家、商业领袖、导师、

投资人、创新者、教育机构以及培训机构在创

业空间内的各自作用永远不能忽视。但是这必

须是一种集体的努力，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参

与与积极地贡献。

何时推动创业永远没有最佳时机，但是一旦当

球开始滚动，就必须在整个社会进行传播，必须

对风险、问题与挑战持更加开放态度，对未知与

失败更加包容。成功只是创业旅程中的一个要素。

从一开始就需要高瞻远瞩，这对传播创业文化无

疑是有帮助的。对于像埃及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

言，这可以成为理想的转型社会经济平台。

自从 20世纪 80年代中以来，埃及正在逐步

经历一场技术转型，它影响了埃及经济的各个部

门。与此同时，技术转型与社会经济转型交织在

一起，这是埃及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关键。而

这一方程的最重要积木是人力资本与广泛的技术 

传播。

埃及的人口正在以每年 2.1%（即 240万）的

速度增长，互联网与移动手机的渗透率分别超过

52%与 114%。年龄在 25岁以下的人口占 60%，

反映这一拥有 9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

社会。

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技术传播速度都为埃及

社会的变革与改进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技术、创

新、年轻一代与创业的交集可以成为驱动平台。

这样的趋势出现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信息与通

讯技术的普及意味着可以不受时间与地理的限制

接触知识、人群、机会、思想以及整个世界，这

当然不应该局限于社会的某些层面。技术的普及

绝不是一种负债，它为建立全球竞争优势提供了

基础。

培养一大批富有激情、精通技术的创业者以及

能带来重大影响的变革推动者正是新兴经济体国

家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创建创业文化绝非是独角

戏，也不是某一个组织的运动场。这是奔向共同

目标的集体努力：创造就业、创立企业、提高经

济生产力。 

埃及有 710万公职人员，这对政府与公共管

理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然而，这一数字之外代表

着一个更大的人口基数已经为一个更加健康、更

具竞争力、通常以服务为导向的私有部门做好了

准备。每一个挑战也意味着相同的机遇，而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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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埃及建立了许多组织，它们纷纷

加入创业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开罗美国大学创业

实验室、埃及 Flat6实验室、埃及 Injaz、埃及美

国企业基金、开罗天使、埃及美国商会、埃及雄心、

崛起峰会、埃及崛起、Nahdet-El-Mahroussa、

技术创新与创业中心、金字塔 138以及 Ashoka

等等。还有更多的相关组织正在积极筹备中，它

们对建立一个有效合作的生态系统将作出重要的

贡献，对埃及社会将带来持续的、规模效应。

埃及并不是以石油资源蕴藏丰富而著称。但

是幸运的是，它拥有另一种宝贵的资源，这种资

源在许多方面可以被称为 21世界的“石油”— 

人力资本。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它不仅可

以通过建立创业文化、在全国各地推广而推动埃

及不断前进，而且也能迅速传播到那些与埃及人

口地理特征相似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

21世纪的年轻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渴望自己创业，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与

贡献、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愿意冒险进

入商业世界⋯

思维中真正需要的就是创业精神。挑战越是多元、

越是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创造的机会与突破也越

多。关键是采取创新方法，根据当地市场实行因

地施策。

在许多方面，中小企业是企业家为经济持续提

供创意、技能以及创新产品与服务的主战场。像

埃及这样拥有“青春机遇”的国家，中小企业已

经成为大城市与边远地区创造就业的重要平台。

今天，埃及的中小企业雇佣了绝大部分劳动力，

为 750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贡献了一半以上的

GDP；这些中小企业中有 10%以上是由女性领

导的，而新建的企业有 90%为家族企业。然而，

更多的中小企业并没有注册，它们活跃在灰色经

济地带，实际数字至少翻一番；这意味着中小企

业为埃及创造了 80%的就业岗位。

此外，为了推动包容性增长与就业，埃及中央

银行在 2015年开始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它

宣布，至 2020年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至

少占总额的 20%以上，达到 250亿美元。目前，

这一比例仅为 5%。

与这些决策配套的有数量不断增加的支持机

构、非政府组织与私有企业，它们共同推动建立

一个有效合作的创业生态系统。同时，这也是一

个多元的、技术驱动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系

统。10年前，当这样的行动开始形成时还十分

有限，这也证明了埃及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与大

量尚未开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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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埃及的中小企业创造了 75%
的就业岗位，贡献了 80%的
GDP

2.1%
埃及的人口正在以每年 2.1%
（即 240万）的速度增长；
年龄在 25岁以下的人口占
60%，反映这一拥有 9000
万人口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
社会

90%
许多中小企业是由女性领导
的，在新建的这些企业中有
90%为家族企业

80万
埃及每年需要创造 80万个
就业岗位，但是它有 4000
多个村庄，其潜力巨大

这一游戏的名字就是创业企业与中小企业。如

果合适的法律、投资、管制、教育与其他支持机

制能及时落实到位，那么它们将带来重大的影响。

除非建立合适的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并加以

制度化，否则规模效应就不可能真正出现。

中小企业在未来数年将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

与新企业，这恰巧是埃及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迫切

所需的。然而，要实现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影响，

埃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应该推动建立创业文化而

不是仅仅推动创业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前者更有

成效，也会带来更大收获。 

21世纪的年轻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

自己创业，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与贡献。与他们

的前辈不同，他们首选的工作机会不是公务员。

即便他们不具备在全球竞争市场获得成功的全部

能力，他们依然愿意承担风险、愿意冒险进入商

业世界。

埃及每年需要创造 8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埃

及的经济发展与增长之路只能通过发展大量灵活

的、富有竞争力的创业企业而实现。潜在创业者

群体基数越大，创业企业的数量也会越多。这是

一个规模化的问题，关键在于源源不断产生各种

创新与创业点子。

有关作者

谢里夫·卡梅尔是 开罗美国大学管理学教授、信息管理副校长。同时
他也是开罗美国大学商学院创始院长。在他担任院长期间（2009-2014
年），他带领实施了商学院的重新定位，并启动了 EQUIS、AMBA与
ACCET的认证。2011年开罗美国大学商学院获得了 AACSB的续认证
与 ACCET认证。2014年，它还获得了 AMBA与 EQUIS认证。此外，
他还帮助建立了创业与创新中心，帮助埃及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成为创
业生态系统领先的教育合作伙伴。在大学层面，他帮助成立了创业实验
室，成为埃及最重要的大学孵化器，聚焦培养能对社会产生规模影响的
创业企业。

埃及有 4000多个村庄，其潜力巨大。面临富

有挑战性的条件，创新或许是弱势群体点燃激情、

决心与意志改善自身生活水准、影响社会的唯一

模式。

人只有在困境时才能想出最好的办法；当我

们面临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挑战时才会产生真正的

动力。真正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是人们作为变革

推动者在社会中的实际角色以及他们能带来的重

大影响。

建立创业文化与创业生态系统同时需要有天

分的个体以及一个包容热情的社会。因此，在向

全社会更广大的人群传播创业理念时，我们需要

寻找、辅导、孵化、支持那些拥有天分的个体，

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从理论到实践，当创业文化被社会普遍接受时

它能帮助埃及经济以更加包容、更具影响的方式

发展，成为创业企业、创业社会以及创业地区的

重要平台。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现在该是建立

一个由政府推动、年轻人主导、私营企业支持并

面向未来的创业生态系统的时候了。

创业 | 作者：谢里夫·卡梅尔 (Sheriff K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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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档： 
企业雇主怎么想

52%
⋯同样，在加拿大有 52%的
学生说他们使用过电子学档

54%
在美国，有 54%的学生在学
习中使用过电子学档，这是
一个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
将继续⋯

企
业雇主正在寻找最优秀、最聪明的毕业生，

在文化上能与自己的组织相适配。对于许

多企业而言，学生成绩好固然重要，但这不是关

键。它们在近距离观察潜在员工时更加看重的是

毕业生的通用 /就业技能。

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电子学档正在逐渐被视

为提升学生学习体验、提高商学院毕业生的就业

能力、职业发展与职业身份的重要工具。

在不断变化、日趋多元的全球商业世界，毕业

生需要拥有在 21世纪复杂环境下进行成功经营

的能力。因此，如何培养商学院学生具备这样的

能力是高等教育机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电子学档在培养深度参与、积极反思的终身学

习者以及培养与展示其就业能力方面具有巨大的

潜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使

用电子学档，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有 54%与 52%的学生

在学习中使用过电子学档，这是一个趋势，而且

这一趋势仍将继续。在澳大利亚，人们对电子学

习档案的兴趣也在不断上升。然而，尽管电子学

金·沃蒂 (Kim Watty)与吉德·麦凯 (Jade McKay)解读电子学档
(ePortfolios)的好处 — 对企业雇主与商学院毕业生 — 以及企业雇
主是如何想的

档在许多学科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商业教育拥

抱这一新生事物的速度明显落伍。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商业教育中使用电子学档

不仅能帮助学生为知识经济时代的职业发展做好

准备，而且也能帮助他们在 21世纪新的、复杂

的商业世界取得成功。

电子学档如何使学生受益

就业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要求商学院毕业生

必须能够鹤立鸡群。而电子学档能为毕业生提供

这样的机会。它是学生学习的记录，证明他们在

学习期间取得的成绩，在毕业生进入职场或选择

继续深造时能起到比学位更大的作用。

电子学档可以用作反思的工具，记录学生的长

处与曾经面临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能提供

“快照视图”，告诉雇主该学生是否具备就业技能。

这一功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多大学目前

面临的是新一代大学生，他们总是连着网，或

敲打键盘或利用智能手机与人进行实时沟通。

电子学档适合这一代精通技术的年轻人。在一



57

电子学档：企业雇主怎么想 | 作者：金·沃蒂 (Kim Watty)与吉德·麦凯 (Jade McKay)

个数字存在尤为重要的时代 — 尤其在职场（例

如 LinkedIn）- 电子学档为学生建立与推广自己

的品牌价值或职场数字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与渠道。

电子学档作为一种在线信息正在逐步成为企

业雇主聘用员工流程的一部分。电子学档为学生

建立自己的数字存在、展示其能力（包括沟通、

学习成绩、创造力以及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能力）

提供了一种途径。

例如，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商学院电子学档

被广泛应用于学位与专业两个层面，帮助学生收

集、管理、反思与分享他们在企业雇主最关心的

技能领域曾经的学习经历。

什么是电子学档？

根据定义，电子学档是“重要资料的电子记

录，提供与学生学习、能力以及就业技能相关的

证据”。

两位学者这样解释说：

“最近几年见证了市场对电子学档的兴趣正在

不断增加，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对学生在高等教

育学习期间提供强大的支持。电子学档的概念涉

及多个方面 — 这是一种技术、一种教学方法，

一个流程，也是一个产品。其目的从追踪某一课

程的学习发展到寻找工作或监控绩效不等”。

电子学档为学生提供了反思自己独特的学习

方法、证明自己拥有企业雇主最看重的就业技能

的机会。这些技能包括数字技术、自我管理、创

造力与创新力、沟通与解决问题能力等。

提供这些证据可以帮助企业雇主找到最优秀

的毕业生。电子学档的最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

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学习体验，为未来职业生

涯做更好的准备。然而，研究也显示电子学档能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促使学生反思学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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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生功课、成绩与反馈的集中存储，以及提供

学生在职业能力方面的证据等。

电子学档还将有助于一系列能力的培养，包括：

 • 积极学习技能

 • 目标设定（教育与职业）

 • 自主学习 /自主性

 • 协同学习

 • 跨学科能力

 • 人际沟通技能

 • 自我评估、自我评价与自我调节技能

 • 数字技术能力

 • 就业准备程度

 • 终身学习

 • 自我管理

 • 自我意识

企业雇主怎么想？

在我们全国性的调研中，我们对各类澳大利亚

企业进行了 14次访谈。受访者来自的组织类型

与规模各不相同，有大型组织、中型企业、个人

独立企业、四大会计事务所、零售公司、咨询公

司与市场营销公司。

我们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包括：

1.  电子学档在应聘流程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2.  电子学档是否有价值？为什么？对于应聘

者它们能告诉你什么？

3.  电子学档能否在职场发挥作用？为什么？

4.  你是否认为这一类资源在工作应聘中能发

挥作用？

5. 电子学档应该如何使用？

6.  从电子学档中你想看到哪些证据 /信息？

7.  电子学档透露了应聘者哪些信息是你在目

前的流程中看不到的？

8.  电子学档能否在职场发挥作用？为什么？

如何？

尽管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对电子学档了解不多，

但是一旦向它们解释清楚后，所有的企业都看到

了电子学档在招聘过程中的巨大潜力。这一潜

力就在于帮助企业对“应聘者获得更好的感性

认识”，“使毕业生的形象栩栩如生”，帮助企业

更好地了解毕业生的态度与经验以及能力与就业 

技能。

有一家企业评论说，“电子学档提供的许多信

息是你在个人简历中所看不到的”。另一家企业

告诉我们，“我们认为电子学档能帮助企业更好

地了解应聘者个人与他们的背景⋯ 因此，这是一

种更加个性化的方法，使应聘者仿佛活生生地出

现在我们面前，这很重要⋯ 当然这取决于电子学

档聚焦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如何组合。但是电子

学档本身就能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应聘者的信息”。

14
在我们全国性的调研中，我
们对各类澳大利亚企业进行
了 14次访谈。受访者来自的
组织类型与规模各不相同，
有大型组织、中型企业、个
人独立企业、四大会计事务
所、零售公司、咨询公司与
市场营销公司

电子学档的最主要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加

广泛、更加全面的学习体验，为未来职业

生涯做更好的准备。然而，研究也显示电

子学档有助于各种能力的发展，因而能提

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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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确认电子学档能提供以下关键好处：

 • 提供一系列证据

 •  为招聘流程提供帮助（不断缩小选择范围）

 • 迎合下一代需求

 • 使企业对应聘者“获得更好的感性认识”

 •  对应聘者深度了解

在技术时代，电子学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年

青一代普遍精通技术。有一位受访者说，“加入

我们企业的下一代应聘者，他们的文化⋯ 他们是

数字原住民，自幼就熟悉信息技术。难道我们不

应该提供这样的途径？”

企业将电子学档看成是拓展与提高传统招聘

流程的一种途径。

“我喜欢这样的想法，电子学档提供的一系列

证据能帮助你了解学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又

是如何作出结论与判断的⋯ 这有助于区分应聘

者⋯ 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这些个体”。

受访企业还指出，电子学档能透露传统的面试

流程无法获得的信息：

 •  个性化的学习证据而不仅仅是通用技能

 • 学习风格与偏好

 •  学生观察世界 /人生的视角

 • 沟通工具

我们接下来问企业的问题是，它们希望在毕业

生电子学档中看到哪些内容，包含哪些信息。它

们表示喜欢看到毕业生电子学档中包含与工作应

聘相关的证据与背景；应聘者如何提出批评；与

学习、进步、思考、判断相关的证据；以及更加

形象地提供这些信息。

然而，企业确实提到了电子学档在毕业生招

聘中的潜在问题。它们认为，电子学档比较耗时，

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像模板一样的东西，而且很多

信息无法查证。这些问题很重要，需要我们在推

广电子学档过程中认真处理。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可以链接：www.buseport.com.au  
或联系金·沃蒂教授：kim.watty@deakin.edu.au 

有关作者

金·沃蒂教授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吉德·麦凯博士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商业与法律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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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
活动

第 6届国际商学院 

上海会议

日期 /地点

10月 16日-18日 /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

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研讨会：市场趋势、 

质量与认证

日期 /地点

10月 24日-25日 / 

罗维尼，克罗地亚

主题

高等教育质量： 

全球框架下的学习

主办

里耶卡经济学院与 

萨格勒布经济与 

管理学院

活动

第一届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管理学博士招聘会

日期 /地点

10月 28日-30日 /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办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Solvay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年 11月
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全球网络美洲年会

日期 /地点

11月 2日-4日 /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主办

IAE商学院

会后将举行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 

宣讲会

活动

GBSN与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非洲会议

日期 /地点

11月 2日-4日 / 

阿克拉，加纳

主题

非洲的下一步是什么？

主办

加纳公共关系与管理学院

活动

职业发展服务研讨会

日期 /地点

11月 16日-18日 / 

茹伊昂若萨，法国

主办

法国巴黎 HEC商学院

活动

EQUIS与 EPAS认证 

研讨会

日期 /地点

11月 21日-23日 / 

香港，中国

主办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2016年 11月 （续）
活动

硕士课程研讨会

日期 /地点

11月 28日-30日 / 

奥斯陆，挪威

主题

变革时代的敏捷管理

主办

BI挪威商学院

2016年 12月
活动

2017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咨询研讨会

日期 /地点

12月 5日-6日 / 

布鲁塞尔，比利时

主题

校友关系

主办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7年 2月
活动

2017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商学院院长与 

总干事会议

日期 /地点

2月 2日-3日 / 

罗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

主题

不确定世界的领导

主办

罗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

2017年 3月
活动

2017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创业教育会议

日期 /地点

3月 8日-10日 / 

谢菲尔德，英国

主题

组织内部的创业精神

主办

谢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

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欧洲大学战略管理中心 )

冬季学校

日期 /地点

3月 19日-24日 / 

巴塞罗那，西班牙

主办

庞培法布拉大学

活动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MBA会议

日期 /地点

3月 26日-28日 / 

雅典，希腊

主办

阿尔巴商学院

2017年 4月
活动

2017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国际事务与 

对外关系、公共关系、

市场营销、传播及 

校友事务大会

日期 /地点

4月 6日-7日 / 

新加坡，新加坡

主题

商业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主办

新加坡管理大学 

李光前商学院

2017年 6月
活动

2017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年会

日期 /地点

6月 7日-9日 / 

柏林，德国

主办

ESMT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efmd.org  

或发送邮件至  

info@efmd.org

《全球聚焦》杂志
第 10卷 2016年第 03期

近期活动



 

www.highered.efmd.org

4
m

m
 SP

IN
E

现
在
正
式
推
出
啦

成千上万个国际实习机会

为你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就业机会

连接全球最优秀雇主的独家网络平台
仅对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商学院成员及其学生免费开放！

今天就激活带上商学院

自身品牌的实习门户！

全球人才网络

全球网络

高等教育

全球责任领导力  

倡议

安妮 ·克兰宁博士是芬兰奥卢商学院马尔蒂 ·阿蒂萨

利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责任领导力讲师，同时她也

是一位三个男孩的母亲。在业余时间，她热衷于骑自

行车。最近安妮访问了全球责任领导力倡议南非合作

伙伴斯泰伦博斯大学，在那里她为女性企业家与领导

力专家开设相关课程。

成为致力于推动全球责任领导力与实践的学习机构、 

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中的一分子。

在线申请：www.grli.org，或联系：info@grli.org

影响力倡议 战略合作伙伴

世界管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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