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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教育： 

国际学习 '4.0'

对于商学院而言，国际化是最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安娜·布隆巴克

(Anna Blomback)、伊冯·卡莱尔 (Yvonne Carlisle)、安德鲁·高迪斯
(Andrew Gaudes)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对此提出疑问，
它们正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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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教育：国际学习 '4.0' | 作者：安娜·布隆巴克 (Anna Blomback)、伊冯·卡莱尔 (Yvonne Carlisle)、安德鲁·高迪斯 (Andrew Gaudes)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

此外，像国际合作项目 — 包括与知名商学院

与跨国企业的合作 — 这一类的指标也被视为衡

量管理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准。

然而，经常缺失的是对国际化在学习中的真

实含义的深刻理解；换言之，在课堂教学与学习

结果的管理中覆盖不同地域不应该是国际化的全

部，我们需要突破这一思维。很多时候，这一切

都是制度退耦 (institutional decoupling)带来的

结果。

课堂中的跨文化组合不会自动转变成为学习

意义上的组合；学习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其国际

管理职业生涯能否取得成功不仅与学校提供的学

习体验相关，更与个人的性格和特质高度相关。

学生是否掌握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下进行有效管理

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试金石。

然而，问题是商学院能否成功转变自己的教学

方式，确保对学生这一特定能力的‘学习’产生

真正的影响？

我们的建议是彻底改变当前的做法，借鉴著名

的结构 — 行为 — 绩效模型建立新的框架。

这一模型的核心是‘行为’，即学习活动的设

计（行动）；‘行为’需要‘结构’支持，这意味着

学习资源的供应与多元化（投入）；最后还需要某

种形式的‘绩效’（产出）衡量。

学习保证是连接这些核心要素的粘合剂，确保

系统强化，支持课程目标与组织战略之间的相互

关联性。

国
际化对于商学院而言是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它们需要为自己的学位课程招收国际学生，

在全球招聘教授团队，与海外非学术圈的利益相

关者进行互动，以及建立海外校园等等。

本文拟探讨商学院是否基于合适的理由开展

这些活动，其方式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国际学习这

些最重要的话题。国际化对管理教育与学生学习

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首先讨论的是为什么目前的

实践并未充分发挥国际化的真正潜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国际学习的组织形式，

先从最传统的形式开始，然后探讨如何将当前的

积极性转化为推动未来创新与发展的加速器。我

们的一个假设是，国际学习将受益于“工业 4.0”

这样的转型。

国际化是一个将国际视野融入管理教育的目

的与合法性的过程。具体而言，国际学习旨在培

养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帮助他们获得观察、分析与利用文化差异，实现

明确商业目标的技能。 

通过突破个人的文化舒适区，学生将转变成为

国际公民。如果能这样，他们就将因为拥有了帮

助组织在国际舞台获得成功的能力而成为最受欢

迎的毕业生。

长期以来，国际学习一直采用结构术语进行描

述与管理，例如班级的地域多元性（根据学生与

教授的国籍）、国际课程设置与案例学习，以及

学生流动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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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习内容、方法与评估三个要素必须

相互协调。课程设计必须确保教学方法与实际内

容、文化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特定目

标的学习活动的支持，例如沉浸式文化学习（游

学、小组活动、导师指导与实习）。

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课外的、不属于课程管理

范围之内的活动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外语

培训、海外社会与商业环境探索，以及国外艺术、

音乐与民俗等）。

参与学位课程教学与管理工作的教授、员工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接受沉浸式智力体验这样

的学习，它能提供与学生相同的学习路径。很

多时候，这些利益相关者需要面对复杂的环境， 

在这些环境中基于原始代理的管理被认为是最先

进的。

组织惰性和有限激励（财务或其他）阻碍了商

学院更加聚焦我们建议的方向。然而，这一切或

许会改变。“工业 4.0”原则对商学院带来了巨大

压力，正在推动后者积极转变管理教育，承担“探

索者”的角色 — 通过拥抱新的先进技术、更加

聚焦学生技能与能力的培养 — 进行自我颠覆，

而不是继续成为被动的反应者，等待被颠覆。 

当我们开始转向“国际学习 4.0商学院”时，

物理空间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将日趋边缘化。就

以西班牙 IE商学院的虚拟教室“Wom Room”为

例，它能提供与面对面授课相比拟的学习体验。

虚拟学习空间与学生最熟悉的现代通讯技术

相结合，能帮助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学生顺利完成

课题作业（本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利用

谷歌 Docs在线应用软件，几个作者同时在同一

文本上进行操作）。

由于技术带来的空间距离的缩小将提高商学

院与职场的文化多元性，这就使得如何有效应对

文化差异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这里不仅仅指学

生的能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参与教学的教授。通

过培训掌握新技术、熟悉新教学环境，这是成功

的关键。

在 4.0世界，商学院需要将全球市场带进“教

室”，鼓励学生探讨在海外开展经营将面临的巨

大挑战与复杂性。

当前流行的“翻转课堂”以及实境案例将成为

这一新发展的助推器。误打误撞成为国际学习核

心的结构多元性正在成为实现 4.0全部潜力的必

要条件。

现在商学院需要认真思考其国际关系政策、结

构多元性和网络与预期的学习结果是否存在战略

匹配的问题。

全球排名领先的商学院通常位于大型商业中

心的附近，这意味着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学生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获得相同的商业知识以及未来

雇主的关注。毫无疑问，虚拟学习空间将有助于

克服地理位置造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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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虚拟移动性将使学生得以参与不同形式

的对话，帮助他们培养全球视野，轻松驾驭成熟

市场。与此同时，它还将帮助学生培养反思能力，

理解社会是如何受到商业决策影响的。

工业 4.0转型对于商学院在全球环境下的运营

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就国际学习而言，商学院需

要确保所有学生都将获得国际体验。

新兴技术带来的学习虚拟化将有助于我们打

破经济、智力与情感的障碍，这也是阻碍学生获

得沉浸式体验的主要因素。

对于参与管理教育的每一个人而言，这必将是

一种令人激动的体验。

本文受益于我们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网络

行政学院 2017迈阿密课程学员的讨论，对此我

们深表感谢。

在 4.0世界，商学院需要将全球市场带进
“教室”，鼓励学生探讨在海外开展经营将

面临的绝大挑战与复杂性。

与此同时，企业也将更多地利用虚拟学习空

间来支持自己在全球的人才招聘（对于大学而言，

它提供了同样的方便）。然而，虚拟学习空间带

来的好处并不会以帕累托方式进行扩散。随着相

关管理教育的竞争强度不断增加，管理学位提供

的价值对于有些人而言将大大缩小；与此同时，

获得教育（无论是在学术环境还是非学术环境下）

的机会将随处可见，不再受制于时间与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管理国际学习提出的

以活动为导向的体验式方法，也是对未来全球教

育的需求作出的最好反应。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 2018 世界经济论

坛上也谈到了这一挑战。在他看来，教育应该从

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合适的技能和能力，帮助学生

更好地适应新技术与全球化趋势。

管理教育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商学院不仅在课

程设计方面，而且在教授培训与组成方面需要全

新的思想。仅凭直觉无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

中的学习。同样，具有很强学术背景但缺乏实际

经验的专业教授并不一定是跨文化学习的最佳 

导师。

通过虚拟技术解决地理距离将帮助我们更好

地将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这些

最重要的话题融入学生的学习体验中。现在，学

生可以在物理距离和地域分布高度分散的项目管

理活动中学习如何进行管理决策。 

商业教育：国际学习 '4.0' | 作者：安娜·布隆巴克 (Anna Blomback)、伊冯·卡莱尔 (Yvonne Carlisle)、安德鲁·高迪斯 (Andrew Gaudes)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

有关作者

安娜·布隆巴克是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伊冯·卡莱尔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诺丁汉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

任、国际关系事务主任。

安德鲁·高迪斯是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古德曼商学院院长。

乌尔里奇·霍梅尔是瑞士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网络商学院发展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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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经营

凯·彼得斯 (Kai Peters)、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和
里克·史密斯 (Rick Smith)认为，尽管有许多文章从历史和批判
视角对商学院进行了讨论，然而从另一个重要视角，即从商学院

经营这一视角开展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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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商学院过去 100多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用

多个视角进行分析。但是很显然我们现在

需要另一个重要视角 — 商学院经营。

历史视角

美国商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哈佛商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拉克什·库

拉纳 (Rakesh Khurana)曾经分析了美国商学院

是如何从职业培训学校发展成为今天的现状。在

他看来，福特与卡内基基金在 1959年发布的两

份研究报告对美国商学院的重新定位产生了巨大

影响，推动了美国商学院从最初的职业培训发展

成为今日的学术巨兽。

以上这两项研究，也被称为基金会报告，对于

全世界每一个商学院院长和高级管理人员深刻理

解管理教育与商学院经营至关重要。

正如库拉纳在文章中指出，在 1900至 1935

年期间，美国大学，无论是新成立的项目还是已

有的机构，其 64%的经费是由各个基金会提供的，

因此基金会对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巨大的 

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

会认为，商学院应该走专业化道路，需要突破原

有的构架。重要的是，在冷战期间质量低劣的管

理教育被视为是对经济健康、民主和美国生活的

威胁。至 1960年，美国少数几个商学院接受的

捐赠额达到了 3500万美元。然而这样的大笔捐

赠是有附带条件的。

商学院需要专业化，教授需具备博士学位，发

表学术论文；学生需要学习定量方法和行为科学 

— 只有那些具备学术要求的申请者才能被录取。

商学院经营  | 作者：凯·彼得斯 (Kai Peters)、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和里克·史密斯 (Rick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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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明确表述，但是很容易理解，商学院

必须以反共产主义、亲市场为定位，必须明确拥

抱资本主义。可以说，20世纪 50年代不断流入

的捐赠为商学院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

真正奠定商学院今日之基础的是 1959年发表的福

特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该报告梳理了企业对商

学院的期望，建立了主流商学院模式的框架和范

式，无论好还，这一框架和范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确定的范式也构

成了商学院经营的第二个关键驱动因子。2005

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商学院院长安迪·波利

卡诺 (Andy Policano)在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

《BizEd》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

“很少有人会记得 1987年以前是什么样子 — 

我称之为暴风雨之年。在此之前，商学院院长实

际上可以关注如何提升课程的质量，对战略营销

的讨论也大多局限于市场营销课程。企业雇佣的

是公关公司，而不是商学院。大多数商学院拥有

足够的教学设施，但是几乎看不到教学大楼会铺

设大理石地面、豪华地毯或者设计高耸的中庭。

公立大学的学费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是完全可以

承担的，即便是最顶尖的 MBA课程对于 GMAT

分数不高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生也会敞开大门。”

正是排名这一‘风暴’改变了一切。简单来说，

1987年出现的排名标志着商学院像企业一样经

营这一时代的到来，而确定这一游戏规则的正是

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报告。30年后的今天，这

些游戏规则依然适用，只是随着颠覆时代的来临

正在发生演变。在由Emerald公司即将出版的《管

理教育中的颠覆》一书中，我们探讨了这些挑战。

商业视角

在考虑商学院的管理及其相关活动与课程时，

有一个简单的价值链（参见图表 1）可以作为我们

讨论的组织原则。

并非每一所商学院都提供全系列的课程，因此

也并非所有价值链都具有相关性。取决于每一个

机构所处的独特环境，我们需要对整体的价值链

进行重新设置，以反映各自的运营体系以及每一

个层次的课程与活动的流程。

在每一个层次，我们从本科教育开始，然而按

年龄影响轴，分析组成价值链的不同要素、相关

的驱动因子，以及商学院在该层次所需的技能与

能力。用销售与市场营销的术语，本科教育是一

个 B2C的业务，而消费者 — 家长对市场路径

的认知主要受就业服务中心影响，例如像英国的

大学招生服务中心 (UCAS)。

沿着年龄轴，B2C模式对于没有任何工作经

验的研究生依然适用，但是集中式招生体系不再

存在。对于研究生、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以及公开课程的学员，商学院需要的是 B2B消费

市场营销，而对于高层经理培训，我们需要的是

B2B关系营销。 

与营销一样，不同年龄段的学费收入也迥然不

同。对于所有 B2C和 B2B课程，每天的收入是

计算学费 X教室利用率 /授课天数最直接的方法。

对于定制化高层经理课程以及其他类似的B2B

活动，这一计算方式有时也同样适用。

然而，很多时候每天的收费通常是按合同固

定的，它并不取决于学员人数。每个课程之间的

收入差异是巨大的。例如，定制化组织发展咨询，

13000
全球商学院数量预计已经超

过 13000所

正是排名这一‘风暴’改变了一切。简单来

说，1987年出现的排名标志着商学院像企
业一样经营这一时代的到来，而确定这一

游戏规则的正是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报告。

30年后的今天，这些游戏规则依然适用，
只是随着颠覆时代的来临正在发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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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定制化组织发展咨询，每个

教授每天仅产生 2000欧收入

20万
美国的 EMBA课程每个教授
每天能产生 20万欧收入。本
科与硕士课程之间，每天的

收入从 2000欧到 30000欧
不等

每个教授每天 (per faculty day)仅产生 2000欧

收入，而美国的 EMBA课程每个教授每天能产生

20万欧收入。本科与硕士课程之间，每天的收

入经常从 2000欧到 30000欧不等。

我们并非建议大家完全基于每天的收入来经

营商学院，然而了解每天的收入的确能帮助我们

进行明智的决策。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没有多少

商学院按照这样的思路计算。

除了每个活动的收入水平，同样重要的是，我

们必须关注教育产业中出现的颠覆与替代品，它

们将改变商学院的竞争环境。

几乎在价值链的每一个阶段商学院都会面临

“自制或采购”决策。我们可以看到两类截然不同

的商学院。一类商学院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内部管

理和实施，另一类商学院几乎就是一个采购外部

服务的协调机制。然而，几乎在价值链的每一个

阶段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互补性服务提供商的出

现，它们将帮助商学院提供所需的服务。

图表 1

   
  价
值
创
造

   
   

   
   

   
   

   
   

 支
持
活
动

基础设施

行政 /教授服务

管理教授

研究

管理研究

Academic Support / Staff Management

无工作经验硕士课程

EMBA

高层经理培训 

本科教育

MBA 校友关系

商学院经营  | 作者：凯·彼得斯 (Kai Peters)、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和里克·史密斯 (Rick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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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商学院还可以利用其他教育机构的学

位授予权开展业务合作。目前，大约有 70万名

学生在英国之外地区攻读英国学位。这一数字远

远超过在英国本土各大院校攻读学位的人数。

以上这样的服务既不便宜，也未降低附加条

件。过去十年，我们看到许多商学院轻易拱手相

让，让外部供应商涉足利润如此丰厚的服务，制

订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商学院的定价。

尽管代理商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趋向

于形式多样化和本土化，但是学生公寓或者在线

关系不仅规模大而且是长期的。商学院发现越来

越多的大型跨国机构，通过其综合法务部与成熟

的谈判技巧，坐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谈判桌的这一边是十分善良的商学

院，它们更像是业余选手。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商学院必须用更商业、更

专业的方式进行管理，无论是久负盛名的商学院

还是新进入教育市场或者仅仅参与价值链某一环

节的竞争者都是如此。

70万
目前，大约有 70万名学生
在英国之外地区攻读英国学

位。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在英

国本土各大院校攻读学位的

人数

图表 2中描述的本科课程价值链反映了教育

流程中涉及的不同阶段。“招募”学生本身已经成

为一个产业。从全球来看，接近 40%的国际学

生都是通过代理商完成的，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

例高达 55%，美国也有 11%的学生。

尽管许多代理商都是规模较小的机构，但是近

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机构，他们不仅招募

学生，而且也给学生提供基础学位课程以及学前

英语培训。尽管大多数商学院从特殊技能与灵活

性考虑都是通过聘请兼职教授和合伙人来补充这

一核心教学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商学院完全可以

只聘请兼职教授来参与教学。去年一年，我们关

注到有许多专业代理机构为伦敦地区的一些大学

分校提供各种教学能力。

为学生提供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提供贴牌

在线教育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商学院可以与大

量的潜在合作伙伴以课程换收入分配形式进行合

作，这些机构正在建立单一课程或系列课程，其

中包括慕课 (MOOCs)。 

图表 2

基础设施

行政 /教授服务

管理教授

研究

管理研究

学术支持 /员工管理

无工作经验硕士课程

EMBA

高层经理培训

本科教育

MBA

教学 研究生
为学生 
提供食宿

为学生提供 
空间与技术

招募学生本科教育 学生就业

   
价
值
创
造

   
   

   
   

   
   

 支
持
活
动

校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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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凯·彼得斯是英国考文垂大学商业与法律副校长。

理查德·史密斯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实践）、

副院长。

霍华德·托马斯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战略管理与管理教育杰

出教授。

如果本文或者我们出版的专著想要实现一个

目标，那就是鼓励商学院认真思考其结构与财务

安排带来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节选自《重新思考商学院的商业模式：文献评论

与变革议程》(Rethinking the Business Model of 

Business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Change 

Agenda)，Emerald 出版社 2018 年 1 月出版。 

作者：凯·彼得斯、理查德·史密斯和霍华德·

托马斯。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商学院必须用更商业、

更专业的方式进行管理，无论是久负盛名

的商学院还是新进入教育市场或者仅仅参

与价值链某一环节的竞争者都是如此

商学院经营  | 作者：凯·彼得斯 (Kai Peters)、霍华德·托马斯 (Howard Thomas)和里克·史密斯 (Rick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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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汤姆森 (Peter Thomson)指出，造成我们巨大工作压力的原因
不是技术而是领导者，正是由于领导者忽视了组织文化建设，任由组

织发展极不健康的工作模式

该是数字 
排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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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

时代。数字化为企业创造价值带来空前的

机会。它能帮助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与新服务并

实现商业化，优化系统和流程，实现工作流程自

动化，建立数字商业模式等。

在工作世界，数字化为组织与员工打开了许多

新的可能，例如全球员工的沟通与协作。数字化

改进了组织的招聘、人员管理流程和工作灵活性，

使组织可以更好地适应员工的个人情况，更好地

管理员工绩效。

我们淹没在海量的数据中

数字化在为我们带来无可争辩的巨大方便的

同时，也给组织和个人带来一系列问题。

在个人层面，数字化使我们面临着信息过量、

无法聚焦核心活动的挑战。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消

费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全世界每分钟发

生 250万次谷歌搜索，280万次 YouTube视频

点击，2100万条 WhatsApp短信以及 70万次

Facebook登录。

员工彻底淹没在各种信息中，工作时间越来

越长。技术不仅没有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

间，反而迫使我们“始终处于工作状态”，压力水

平不断上升。受此启发，我们开始研究数字过载

的真实原因，并在我们的著作《征服数字过载》

(Conquering Digital Overload)提出了解决方案。

250万
250万次谷歌搜索⋯

280万
280万次 YouTube视频 
点击⋯

1
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消费达到

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全

世界每分钟⋯

2100万
2100万条WhatsApp短信⋯

70万
以及 70万次 Facebook登录

该是数字排毒的时候了？ | 作者：彼得·汤姆森 (Peter Th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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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什么都没有学习到？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工作时间过长对于

我们的身心健康以及组织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一

个世纪以来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更令我们担

心的是，有一些人甚至认为通过在家办公延长工

作时间是有好处的。但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指出，“在家处理工作将损害我们的健康，直接

导致心血管疾病”。

也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将随

着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工作舞台、让位于

“千禧一代”而得到彻底的解决。美国心理学协会

在 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千禧一代”是

所有人群中遇到压力最大的一代。压力和沮丧问

题不会很快自动消失。

不要责怪技术

这些压力来自何方？我们是否应该责怪技术，

告诉人们关掉手中的智能工具？有些组织曾经尝

试过，但收效甚微，这样做只能掩盖问题的表象。

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组织，在于企业高管必须认

真面对。

正是我们建立的组织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开启了压力工作模式。超时加班工作被视

为“奉献精神”和“忠心”的表现。“勤奋工作的”

员工会得到嘉奖。

为什么我们都面临如此大的压力？

压力一直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21世纪卫生

流行病”，对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将带来巨大

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最近的一份研究中，有超过 50%的人

认为压力对自己的工作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根据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的调

查，超过 38%的人每周至少一次感到压力过大，

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每天回家时经常感到精疲力

竭。工作压力的不断上升也被证明与心脏病、高

血压、肥胖、吸毒、焦虑、抑郁以及其他一些心

理疾病高度相关。

数字技术被认为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提高

我们的工作效率。然而，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员工的参与度与10年前相比并没有任何提高。

苹果 iPhone手机面世后美国的生产效率在下降。

我们现在手中的新工具与新技术并没有使我们工

作更有效率。

德勤的一份报告指出，65%的企业高管将“员

工不堪工作重压”列为“紧急”或“重要”的趋势，

然而 44%的人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应之策。

这样的奇谈怪事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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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建立了一种奖励加班加点的文化。

无论在什么时间，及时回复邮件被认为是良好的

工作行为。周末或者假期期间保持工作联系有助

于职级晋升。

重新思考工作应该如何完成

要纠正这样的文化，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工作

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的而设计的。他们应该与自

己的员工共同确定目标，根据结果进行考核。组

织奖励的应该是产出与结果，而不是投入。

这就是所谓的高绩效文化。用最短的时间达

成工作目标才是最有效率的员工，因此组织应该

奖励那些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是加班加点的人。最

好的员工是那些早下班、注重生活平衡的人。而

那些必须依靠加班加点才能完成工作目标的人是

不合格的员工。

我们在书中提到的一个案例是比利时社会保

障部，它建立了一种创新的工作模式。每个员工

对工作的时间、方式与地点拥有完全的自主性。

社会保障部分配给每个员工的工作包仅仅规定了

需要处理的案例数量、质量目标（最大差错率）

以及客户满意度目标。

社会保障部并不关心工作时长，这意味着员

工可以自行决定工作的快慢节奏。三年试验的结

果显示，相对于过去固定的工作时间，95%的

员工更愿意接受这一相对弹性的工作模式。更为

重要的是，客户满意度提高了 60%，产出提高

了 30%。这再次证明了弹性工作制更有利于提高 

效率。

重新设计已经过时的工作实践

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工作，使工作不会对我们的

健康造成伤害。这不应该是人力资源部一个部门

的问题，而应该是领导力战略的一部分。如果一

个组织的文化重视员工的福祉，它必须得到最高

层的政策支持。

提供健身会员卡补贴，在员工餐厅提供健康食

品，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领导者自身没有以

身作则，即便提供相关培训也没有多大帮助。为

工作压力超负荷的员工提供心理疏导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症状，消除原因。

我们在书的结尾罗列了那些基于岗位建立的、

完全过时的组织架构，这样的组织架构图显示了

一个组织的汇报线与层级。但是真正优秀的组织

应该基于工作而不是岗位、基于人而不是职位、

基于合作而不是汇报。领导者必须懂得，跨部门

合作是如何产生结果的，非正式团队与员工网络

又是怎样何形成与发展的。

我们建立了一种奖励加班加点的文化。要

纠正这一点，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工作是为

了实现某一个目的而设计的。他们应该与

自己的员工共同确定目标，根据结果进行

考核。组织奖励的应该是产出与结果，而

不是投入

95%
在比利时社会保障部，员工

对工作的时间、方式与地点

拥有完全的自主性。三年试

验的结果显示，相对于过去

固定的工作时间，95%的员
工更愿意接受这一相对弹性

的工作模式

60%
更为重要的是，客户满意度

提高了 60%

该是数字排毒的时候了？ | 作者：彼得·汤姆森 (Peter Th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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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容易聚焦有形的因素而忽视无形的因

素。许多人因为擅长财务、预算与命令而获得机

会，晋升到公司高层位置。

然而，现实世界是由系统和人共同管理的。人

有七情六欲，有情感、有个人需求、有自己的态度。

在太多的时候，个人的需求被迫作出妥协，让位

于公司需求。

文化必须进行管理

不能因为文化比那些财务数字更加难以衡量，

领导者就有借口不重视文化。事实上，正是由于

有关作者

彼得·汤姆森是未来工作论坛主任，同时也是研究工作未来以及它对领

导力影响的权威专家。他是畅销图书《未来工作》的合著者，《征服数字

超载》的主要编辑。彼得·汤姆森还是这一领域最受欢迎的演讲嘉宾与

咨询顾问，目前担任英国亨利商学院访问教授。

文化更加难以界定，它更应该成为领导者最重要

的议事日程。建立一种有助于员工创造成绩的环

境，必须成为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标志。经营企业

而不关心文化建设，注定不会获得成功。能有平

庸表现已是万幸。

迄今为止，技术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加悠闲的

生活。我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工

作时间也更长。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越了我们的适

应能力。我们的研究《征服数字超载》证实了技

术的负面影响。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客户的互

动使我们确信有一种新的路径可以帮助领导者解

决这一问题。

随着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开始接管工作世界，或

许事情终将得到解决。然而，这一过程将成为在

领导者的激励和主导下的平稳发展，还是因为领

导者不闻不问而最终在市场压力与员工不满的双

重压力下演变成一场革命？

我们希望是前者，但是如果领导者没有意识到

文化的重要性，我们担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后者。

*《征服数字超载：建立参与式工作文化的领导

力战略》，彼得·汤姆森、迈克·约翰逊、迈克

尔·德夫林等人编辑，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17

年 12月 15日。
www.futureworkforum.com/?dt_
portfolio=conquering-the-digital-overload

然而，现实世界是由系统和人共同管理的。

人有七情六欲，有情感、有个人需求、有自

己的态度。在太多的时候，个人的需求被迫

作出妥协，让位于公司需求



17



18

《全球聚焦》2018 特刊
www.globalfocusmagazine.com

建立 
‘发展思维’

“我
的同事从迈阿密带回来许多新的想法和

新的项目，我们整个学校受益匪浅。我

们现在正在积极推进他在行政学院学习期间提出

的项目。”

保罗·博卡德里 (Paolo Boccardelli)，意大利

LUISS商学院院长，美洲站学员资助人

目前已有 36位经过严格筛选、平均拥有 20年

以上管理经验的学员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行政学院

的校友。作为这一全新课程的第一批学员，他们中

绝大多数人或许在一开始并没有对课程抱有很大的

期待，然而课程结束时他们一个个满载而归，在回

到各自岗位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

极大提升。他们最初或许是因为“不靠权威的领导

力”(Leadership without Authority)这一主题而被

吸引，然而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实正好相反。

在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网络的行政学院 (Executive Academy)
即将迎来第三期学员、开启亚洲站首航之际，约尔迪·迪亚茨 
(Jordi Diaz)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回顾课程运营
一年来取得的得与失

行政学院是帮助学员从固定思维转向发展思维的扶手，

在三个关键领域实现突破：自我领导、领导他人，以及

领导学位课程管理

36
目前已有 36位经过严格筛
选、平均拥有 20年以上管
理经验的学员可以自豪地称

自己为行政学院的校友

“在行政学院设计的每一个学习模块中，我们都

有许多的脑力激荡，当这样的脑力激荡与身心相

结合时，真正的化学反应开始产生了。”

梅特·安松森 (Mette Anthonson)，瑞典哥德堡

大学，欧洲站学员

借用卡罗尔·德威克 (carol Dweck)提出的“发

展思维”，我们相信人才可以通过勤奋工作、良

好的战略以及他人的建议进行培养。行政学院是

帮助学员从固定思维转向发展思维的扶手，在三

个关键领域实现突破：领导自己、领导他人，以

及领导学位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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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院 (Executive Academy)：建立‘发展思维’ | 作者：约尔迪·迪亚茨 (Jordi Diaz)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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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在最初的准备阶段与随后为

期一周的研讨之间我们安排

了 360 度评估，此后学员
将进入第一个面对面的学习 
模块

“高水平的老师、强调应用学习、团队协作、基

于各自单位的个人项目，所有这一切使我毫不犹

疑推荐这一课程。”

卡洛斯·迪亚茨 (Carlos Diaz)，智利天主教大学

商学院院长、美洲站学员资助人

行政学院的价值主张充分体现在对整个学习

之旅的创新设计中。学员在经过充分的准备阶段

后，开始进入为期一周的紧张的研讨学习，通过

创新课程设计实现个人与职业成长。

在最初的准备阶段与随后为期一周的研讨之

间我们安排了 360度评估，此后学员将进入第一

个面对面的学习模块。“自我领导”，这一课程的

核心是发现自我，帮助学员成为商学院更优秀的

领导者，因此这也是整个学习体验中最受欢迎的

部分。

“行政学院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每一节课都保持

相同的质量。在探讨大学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前，

课程内容涵盖了从个人领导力到组织领导力的教

学。每一节课都有我可以带回去、应用在自己组

织的内容。”

艾伦·高斯 (Allen Goss)，加拿大瑞尔森大学、

美洲站学员

当学员进入“领导他人”学习阶段后，他们就

开始探讨不同领导风格的优劣，然后与自己的长

处（与短处）联系起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与

自己需要处理的特定挑战相联系，探讨如何在复

杂的环境中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课程内容还包括创新领导力中心 (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领导者人际网络诊断工具与

变革风格指标问卷调查，多家赞助单位的院长认

为这是课程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是跳出思维框架、与同样优秀的同学一起探

讨个人以及组织面临的未来挑战的绝佳机会。”

拉斐尔·奥利安妮 (Raffaele Oriani)，意大利

LUISS商学院、美洲站学员

第三模块是“管理成功课程”，这是面对面学习

的最后一个模块。通过启迪式学习鼓励学员更深

入地了解管理教育中的颠覆式创新、学生不断变

化的需求、为什么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更复杂的 

护照或体验、如何更好地管理利益相关者的预期

等等。

“行政学院为我提供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新思路，例

如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国际学生体验等等。”

亨德里克·洛泽 (Hendrik Lohse)，法国诺曼底

高等商学院、欧洲站学员

行政学院提供的学习体验绝非是轻松、毫无压

力的，事实刚好相反。通过学前 — 学中 — 学

后的学习过程，课程将确保为每一个学员以及赞

助单位带来立竿见影的直接影响。这不是一般的

学术会议，也不是学员可以被动倾听优秀机构和

优秀领导者传授最佳实践的地方。

“参加行政学院的课程学习后不久，我就被提拔

为学院的院长。从我履新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

学以致用，课程使我更好地了解了这一全新岗位

从技术与人文两个视角所需的各种技能。”

萨米尔·阿尤布 (Samir Ayoub)，法国昂热高等

商学院、欧洲站学员

行政学院要求每一个学员在住读模块开始前

就开始参与其中，整个学习期间需要全身心投入，

回到工作岗位后在老师指导下积极反思个人发展

计划，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题项目，为赞助机

构带来真正的价值。



21

“行政学院的学习并不是在你完成最后一个模块

与同学和老师一一道别后就结束了。指导老师会

帮助你制订雄心勃勃的项目课题，并在课程结束

后继续指导你如何实现个人发展。”

理查德·桑托 (Richard Szanto)，匈牙利考文纽

斯大学、欧洲站学员

进入行政学院学习就为你开启了与全球同行

建立网络、开展交流的大门。学员一开始的焦点

是课程本身，然而在随后的学习中他们将有各种

机会与同班同学以及其他校友建立持久的联系。

“对于我们学校而言，参加行政学院学习带来的

一个好处是建立网络 —  与全球这一领域不同背

景、不同信仰的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

玛塔·佩雷斯 (Marta Perez)，西班牙 IE商学院、

欧洲站学员

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课程中将有更多的校

友参与，包括参与指导委员会的共同决策，担任

课程教练、项目指导老师等。

“通过深入讨论如何将商业最佳实践应用于学术、

分享管理教育中的最佳管理实践，行政学院帮助

商学院提升管理水平与领导力。它为个人与职业

发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平台 —  培训、交流与分

享一流商学院的经验。”

迈特卡·塔卡夫斯基 (Metka Tekavcic)，斯洛文

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欧洲 /美洲

站学员赞助人

一次伟大的旅程有许多车站。下一个车站是 

亚洲，时间是今年的 4月。期待与大家在新加坡

相见。

行政学院要求每一个学员在住读模块开

始前就开始参与其中，整个学习期间需

要全身心投入，回到工作岗位后在老师

指导下积极反思个人发展计划，并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课题项目，为赞助机构带

来真正的价值

有关作者

约尔迪·迪亚茨是行政学院主任、西班牙巴塞罗那 EADA商学院副院长。

乌尔里奇·霍梅尔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全球网络商学院发展中心主

任、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中心主任。

行政学院 (Executive Academy)：建立‘发展思维’ | 作者：约尔迪·迪亚茨 (Jordi Diaz)和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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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创造更加美好的商业和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开展负责任研究的愿景目标 1

想象 2030年的未来⋯

 • 全球商学院将因为自己对社会福祉的贡献而

受到广泛尊重

 • 商业与管理研究将因为聚焦社会挑战而发挥

重要作用

 • 管理研究将贡献最宝贵的知识，支持人类实

现在地球上的最高目标，包括消除贫困；获得

干净的水与食物以及教育；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消费与利用；性别与社会更加平等；包容

性；日益繁荣；公正的财富分配；以及更负

责任与更具弹性的金融业

 • 管理研究将建立更加有效的系统，实现更好

的社会与经济绩效、更多的伟大创造、更高的

员工和客户幸福感、更好的自然环境以及更加

团结的社会

 • 商业领袖与政府官员将成为商学院的常客，寻

求商学院的建言献策，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提供

支持

 • 在 2017年启动重大转型后，商业与管理研

究将成为“负责任科学”的典范

是什么推动我们作这样的未来想象？难道这

不是今天的现实吗？很遗憾，在过去三十年管理

研究因为与实践的低相关性以及颇受质疑的研究

方法而饱受批评 — 发表的研究中有一半成果其

质量值得怀疑 2。

然而，幸运的是，科学具有自我纠正能力。当

前，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和团体具有强烈的愿望去

改变现状。我们将它称之为商业与管理研究的责

任“转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是商业与管理

负责任研究共同体 (Community for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这是

由来自 10个国家、23所大学会计、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等领域的 24位资深学者组

成的虚拟国际组织。他们得到了美国国际商学院

联合会、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阿斯彭研究所的

商业与社会项目以及联合国全球契约负责任管理

教育原则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负责任研究共同体成立于 2015年初，致力于

推动全球商业与管理的高质量研究。在发表的立

场文件中，他们对商业和管理研究如何帮助创造

更加美好的商业和更加美好的世界提出了建议。

想象一个世界，全球的商学院、管理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重大的商

业和社会问题，致力于创造更有意义、更加可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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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包括指导负责任研究的七项原则以

及研究生态系统中不同团队采取的具体行动。这

一立场文件邀请公众积极参与讨论与辩论，探讨

如何建立负责任研究生态系统，使商业与管理研

究成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推动力量，最终实现

未来愿景目标。

经过为期六个月（2017年4-9月）的征求意见，

立场文件获得了 85位共同签署人的支持，他们

对其中的许多思想提出了改进意见。这 85人中

包括来自全球 21个国家、75个机构的资深学者，

以及 30多位商学院院长、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与

杰出商业领袖。

我们邀请大家访问商业与管理负责任研究网

站（www.rrbm.network）阅读这一立场文件 — 

包括 15页全文和 2页摘要 — 分享你的观点，

进行个人或机构背书，提供支持。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这一讨论。我们希望这样的

讨论不是有关我们是否应该，而是如何通过创造

可信、有用的知识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更

好的商业、管理与组织实践，使所有利益相关者

受益。

支持

85
经过为期六个月（2017年 4-9月）的征求意
见，立场文件获得了 85位共同签署人的支持，
他们对其中的许多思想提出了改进意见

全球

75
85人中包括来自全球 21个国家、75个机构
的资深学者

领袖

30
30多位商学院院长、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与杰
出商业领袖

这一立场文件邀请公众积极参与讨论与辩论，

探讨如何建立负责任研究生态系统，使商业与

管理研究成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推动力量，

最终实现未来愿景目标

脚注

1.  立场文件“商业与管理负责任研究愿景：努力创造有用与可信的
知识”的 28位作者名单可以登录网站 rrbm.network进行查阅。
本文基于这一立场文件。

2.  立场文件的参考文献（附件 A）同样可以登录网站 rrbm.network
进行查阅。该文献列出了探讨商业与管理研究的有效性与可信性

这一主题发表的部分文章或著作。

负责任研究  | 作者：徐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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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世界对于人才争夺战已经司空见怪。“人

才大战”是本世纪初咨询业巨头麦肯锡发

明的一个新名词，用来描述企业对优秀人才不断

升级的竞争。事实上，商学院对此也并不感到陌

生。商学院在建立与发展师资队伍的过程中，争

夺包括学术新秀与资深学者在内的顶尖人才，这

样的战争一直在持续上演。

然而，在这一主战场之外另一场战斗也开始打

响了 — 每年争夺商业与管理领域最优秀的博士

研究生。

虽然尚未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一竞争

市场对于商学院而言同样十分关键，顺利完成博

博士人才 
            争夺战

一个全新的战场 — 招收、管理和培养商业与管理领域最好
的博士研究生 — 隐约传来隆隆的炮火声，一场人才大战已
经打响，马克·斯密斯 (Mark Smith)说

士课程招生是商学院实现多个目标与自身使命的

重要路径。

2017年 5月，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法国格

勒诺布尔商学院共同举办了一场论坛，探讨商学

院在招收、管理与培养博士研究生方面面临的挑

战。出席的对象包括课程主任、研究生院主管以

及其他从事博士教育的专业人士。本文的主要观

点来自出席本次论坛的演讲嘉宾与与会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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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才争夺战  | 作者：马克·斯密斯 (Mark Smith)

博士研究生也是商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优秀的博士生在论文发表、数据收集、教学与研

究能力提升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

承担利益相关者的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还能帮

助商学院拓展新的关系网络。

优秀的博士生在论文发表、数据收集、

教学与研究能力提升等方面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承担利益相关者的

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还能帮助商学院

拓展新的关系网络

为什么竞争博士人才？

博士课程是资源密集型活动，它很难成为商学

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事实上，博士课程需要商学

院巨大的投入与承诺。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博士课程是商学院

在利益相关者和排名中建立与加强声誉的关键 

活动。

此外，在许多学者看来从事博士研究生培养工

作是非常值得的，因此博士课程也被视为招聘与

留住资深学者的重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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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博士人才

培养人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博士课程非常重

要的一项工作，这也是潜在学生进行评估衡量的

重要决策依据。课程的设置、与顶级研究人员的

合作机会以及开展个人研究项目的可能性，这些

因素有助于提高课程的吸引力。然而，人才培养

绝非等同于培养成为未来教授所必需的、范围较

窄的研究技能。

未来雇主寻找的是拥有各种技能的毕业生，包

括展示影响力与领导力的潜力。因此，博士课程

制订的培训计划不应该仅局限于研究方法。

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博士课程主任艾玛·

派瑞 (Emma Parry)也强调了这一点：

 “过去几年，在思考如何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时

克兰菲尔德采用更加长远的视角思考这一问题。

此外，我们还通过制定影响力与博士论文计划，

更加注重研究的长期影响。当学生离开学校时，

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博士学位，还有如何运

用自己的研究发现对实践产生影响的计划。”

吸引博士人才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科技时代，吸引优秀人才

并非易事。除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外，商学院还需

要直面其他大型组织的竞争，后者通常用更具吸

引力的研究生项目与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正在

不断萎缩的人才库。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负责博士项目的吉妮·莱

斯切克 (Janine Leschke)指出，学校声誉与课程

的吸引力是赢得竞争的重要武器。

“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我们利用自己在国内与

国际的网络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我们的研究机构

或者个人具有良好声誉时，就能招到最好的学生。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是，我们的课程用英语授课，

在相关学科提供了最好的博士课程。”

然而，商学院不仅需要突破地域限制，还需要

拓展网络迎接代际与技术差距带来的挑战。协调

的社交媒体战略能带来与潜在人才建立联系的机

会。但是这也需要教授的参与，他们有时显得并

不愿意。

商学院需要利用自己的教授开拓关系网络、

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例如适合媒体传播的研究成

果），现在的学生更加依赖于新媒体获取信息、

对商学院作出个人判断。

通过社交媒体，商学院可以建立与发展利益相

关者群体，这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来源，同时还

可以向潜在学生展示其学术环境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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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博士人才

对于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人才，转换一下视角就

能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找到新的机会，突破传统的

学术之路这一唯一路径。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商

学院应该能为博士毕业生在许多领域提供更多的

可能，并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 从而解决商

学院长期存在的相关性与影响力问题。

事实上，博士研究生可以成为商学院推动相关

性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各种关系网络和研究项

目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更多的互动。与此同时，

这也为博士毕业生未来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由

学术和产业共同资助的博士课程为我们提供了在

机构与个人两个层面进行互动的框架，这一模式

在工科与硬科学领域已经十分成熟，然而在商业

与管理领域尚不多见。

商学院可能还需要接受博士毕业生未必注定

走学术道路这样的观点。他们未来同样可以成为

商业领袖、企业家或政策专家。这就需要商学院

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技能、职业发展规划与关系 

网络。

善于借鉴其他学术领域经验的学者，无论在商

学院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商学院

的学者希望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但是对相

应的技能却并不重视 — 博士研究生需要这些技

能，需要重视其价值，也欢迎这些机会。

课程主任是培养博士人才的关键推动力。这不

仅包括设置灵活的开始时间与路径，也涉及如何

确保学生的学习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这样的政

策包括尊重与理解学生在性别、宗教与民族等方

面的多元性。学生的背景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

个趋势。

真正的行动发生在导师层面。就像人力资源经

理依靠直线经理贯彻组织政策一样，课程主任在

培养博士人才方面需要依靠导师的力量。

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博士课程主任瓦勒

莉·萨巴提埃尔 (Valerie Sabatier)与其他同事联

合开发了一个模拟游戏用以培训导师，并且还获

得了大奖。

“为了帮助导师我们开发了一个在线模拟游戏 - 

supervisor.com。利用我们在博士课程管理方面

积累的知识以及游戏化技术，我们开发了一个工

具，为导师在培养博士人才这条孤独的路上提供

全程帮助和导航。”

对导师的培训与发展为提高指导质量、帮助学

术人员更好地管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之旅提供了

工具。

培养人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博士课程非常

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也是潜在学生进行评

估衡量的重要决策依据。课程的设置、与

顶级研究人员的合作机会以及开展个人研

究项目的可能性，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课

程的吸引力

博士人才争夺战  | 作者：马克·斯密斯 (Mark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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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马克·斯密斯教授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院长。

创新与博士人才的未来

为了适应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博士课程

需要不断创新。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绝大多

数博士课程并非站在创新的最前沿 – 对任何创新

形式的博士学位的抵触依然存在。为了建立相关

性、保持学术标准，博士学位的发展需要学术界

内部和外部保持自信。

一方面，博士课程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担心创新是否将导

致学术标准的下降或者无法得到认可。要解决两

者之间的矛盾，认证机构、商学院以及课程主任

需要提供高度相关的课程，培养博士研究生所需

的能力，同时不能降低博士学位在教育层级中的

精英地位。

对于从事博士课程的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们

真正应该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毕业生学会了所

有技能中或许是最有价值的技能 — 他们学会了

如何思考。下一步的发展是，当毕业生离开校门

时，他们应该掌握了进入所有领域与各类组织所

需的技能，展示商业与管理博士课程对社会的潜

在价值与影响。

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拥有了从事任何事业

的通行证。商学院与博士课程的作用就在于开启

学生的智慧之眼，帮助他们获得各种潜在机遇，

培养相关的技能与能力，最终使自己培养的人才

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

对于从事博士课程的教育工作者而言，他们真正应该

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毕业生学会了所有技能中或许

是最有价值的技能 —  他们学会了如何思考。下一步
的发展是，当毕业生离开校门时，他们应该掌握了进

入所有领域与各类组织所需的技能，展示商业与管理

博士课程对社会的潜在价值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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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商业教育的 
人权框架

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其核心

经营战略。多萝特·鲍曼 -波利 (Dorothée Baumann-Pauly)
与迈克尔·波斯纳 (Michael Posner)认为，商业教育需要赶上
这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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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商业教育的人权框架  | 作者：多萝特·鲍曼 -波利 (Dorothée Baumann-Pauly)与迈克尔·波斯纳 (Michael Posner)

《世界人权宣言》指出，包括企业在内的“所

有社会组织”必须尊重与遵守这些权利。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于 2011年 6月通过的“联合国商

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对此进行了重申。

在过去的六年中，这一指导原则已经成为许多企

业最基本的参考点。

然而，在这一新兴领域，商业教育无论是教学

还是研究，迄今为止一直都处于落后境地。其结

果是，未来的商业领袖对于今后职业生涯中必须

面对的人权问题没有任何准备。

商学院应该如何培养未来管理者应对这些人

权挑战？商学院如何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帮助企业决策者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建立商业教育的人权框架可以帮助未来管理者

更好地驾驭社会趋势，制订基于原则的、连贯的战

略。通过制订并信守特定行业的人权标准、指标和

责任机制，企业可以赢得公众更大的信任，建立更

加稳定的商业环境，推动业务不断繁荣发展。

在
去年的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德国柏林年会

上，大会联席主席、意大利 LUISS商学院

院长保罗·博卡德里（Paolo Boccardelli）列出了

影响未来管理教育的十大全球趋势。

全球化、移民、收入不平等与多元性、气候变

化、数字革命与数字化学习、未来就业与工作、

预测的不确定性、负责任领导力、创造力以及

创新与创业

尽管博卡德里教授列出的清单中没有明确将

人权包括其中，但是其中的许多趋势涉及人权 

内容。

与其他大多数话题不同，人权是所有企业必

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基

础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一个日益取得的共识是，任何

践踏人权的企业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在确保尊

重人权方面，尤其是在政府无法保护或者不愿保

护其公民的商业环境下，企业应该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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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商业相关

今天每一个行业的企业都会面临着各种人权

问题，这些问题与其核心经营战略紧紧联系在一

起。对于企业而言，这些问题也是全球经济环境

下最紧迫、最复杂的问题。

全球制造或全球农业中的劳工实践、采矿作业

中的安全问题、非歧视与同工同酬原则，或者个人

隐私与网络虚假信息问题等等，很难找到标准答

案。我们必须根据每一个特定行业的特定环境进行 

处理。

想一下科技巨头脸书、推特和谷歌面临的挑

战。这些公司正面临着来自政府、媒体以及民间

组织的巨大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

以阻止极端主义内容、仇恨言论以及国家资助的

宣传在互联网上的传播。

在这些辩论中，一方面互联网服务公司不能宣

称自己仅仅是为全球通讯提供基础设施的中性平

台，但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应该被视为全内容编辑，

等同于那些每天出版日报的公司。

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依靠在线广

告。它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保障言论

自由与阻止有害内容（包括那些破坏我们民主价

值观的政治虚假信息）的同时依然能确保盈利。 

界定企业与政府在这些问题中的正确角色至关 

重要。

以上这些问题导致了企业非常困难的选择。然

而，在一些商业领袖看来，参与这些问题不仅仅

是一个负担，更是一个获得长期商业利润的机会。

例如，荷兰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保

罗·波尔曼 (Paul Polman)就认为，“应对全球挑

战不仅是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也是我们巨大的

商机。”

然而在很多时候，商业领袖并不具备一定的背

景或人权框架来作出合理的决策。许多人缺乏合

适的工具，帮助他们与政府以及其他关键利益相

关者进行对话，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他们不熟悉公共与私有部门之间的

新的治理模式，不知道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

平台。

近年来，一系列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与特定行

业的倡议对人权的共同标准与责任机制进行了明

确的界定。

成立已有 18年历史的公平劳动协会 (Fair 

Labor Association)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协会

的成员包括 60多家服装与农业企业、非政府组

织以及大学代表。他们共同制定了一整套适用于

服装行业（现已扩展到农业领域）全球供应链的

标准与工具。

通过这样涉及整个产业的人权倡议，企业可以

建立公平的竞争场，确保任何企业不会因为尊重

人权而处于竞争的劣势。公平劳动协会制订的透

明度要求为企业是否信守承诺、致力于维护劳工

权利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关键利益相关者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突击审

计了解企业的人权保护情况。公平劳动协会将判

别每一家服装企业对这些审计披露的违法情况是

否进行了及时处理。通过这样的责任机制，服装

企业可以建立信任，使公众了解自己对人权保护

的承诺正在得到切实的尊重与履行。

商业教育的人权框架

采纳人权框架，意味着商学院认同公开交易的

公司具有双重义务：它们不仅需要对股东负责，

实现巨额的经济回报，而且还需要对社会的其他

利益相关者负责，解决其核心业务经营过程中产

生的人权挑战。

正如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前院长彼得·亨

利 (Peter Henry)所强调的那样，“在我们斯特恩

商学院，我们对人和思想的培养就是紧紧围绕着

如何将 21世纪挑战转变成为机遇、为企业和社

会创造价值这一核心主题而开展的。这一使命的

具体体现是我们的商业与人权中心，我们想要告

60
近年来，一系列涉及多方利

益相关者与特定行业的倡议

对人权的共同标准与责任机

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成立

已有 18年历史的公平劳动
协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

协会的成员包括 60多家服
装与农业企业、非政府组织

以及大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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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社会，利润与原则完全可以共存。”

在亨利教授的领导下，斯特恩商业与人权中心

开设了一门人权专业课程，其中包括多门独立设

置的课程，并且逐渐将人权问题融合在商学院原

有的核心课程与高层经理培训中。

只有当人权问题如此全面地融合在主流商学

院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才能产生最重要的人权

框架。它是未来管理者前行的指南，指引他们在

未来职业生涯中不断驾驭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核心

商业挑战与发展趋势。

商学院的反应

去年 11月，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中心、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以及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联合举办活动，邀请首批 20多家商学院

共同探讨当前商学院在推动人权方面做出的努力

以及未来合作机遇。

这些商学院同意在教学内容与研究方面建立

共享机制，探索如何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人权问

题真正成为商业教育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像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和欧洲管

理发展基金会这样的认证机构应该发挥重要的作

用。

首批受邀的商学院将在今年 11月再次相聚在

日内瓦。我们的目标是扩大参与的商学院数量，

建立商学院合作网络，共同推动人权问题成为商

业教育最重要的框架。

前行之路

随着商业中的人权问题越来越凸显，商学院

的教学与研究是这一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开发相关教材、着手开展相关研究，探讨不

同行业背景下的商业模式问题，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企业如何才能成为推动人权的积极 

力量。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周年。企业积

极参与这一运动，捍卫基本人权与自由对我们的

经济与社会未来至关重要。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哈

德·侯赛因 (Zeid Ra’ad Hussein)指出，“正是不

断上升的侵犯人权事件⋯ 而不是缺乏 GDP增长，

将引发分裂世界的冲突。”

商业教育工作者需要对这一变化的全球环境

作出及时响应。

开发相关教材、开展相关研究，探讨不同

行业背景下的商业模式问题，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如何才能成为推动人权

的积极力量

有关作者

多萝特·鲍曼 -波利博士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业与人权中心研究部主任，
负责该中心的研究活动，包括发表学术论文、撰写案例和其他教学资料。

迈克尔·波斯纳教授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业与人权中心主任。该中心创

办于 2013年，他和萨拉·拉波维茨 (Sarah Labowitz)是这一中心的联
合创始人。

70周年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周年

建立商业教育的人权框架  | 作者：多萝特·鲍曼 -波利 (Dorothée Baumann-Pauly)与迈克尔·波斯纳 (Michael Pos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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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西·玛奎纳·菲尔德曼 (Percy Marquina Feldman)
描述秘鲁一家商学院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这一创新方法

提升学习体验

在秘鲁 
培养 
世界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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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鲁是拉美国家中经济表现最优异的国家之

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秘鲁的人均收入

已经达到 6150美元，跨入中等经济发达国家。

秘鲁的首都利马是一座移民城市，国内外大量的

移民（例如委内瑞拉）来到这里寻找商业机会。

要了解这里的商业环境，需要运用科学方

法。为此，秘鲁天主教大学（成立于 1917年）

在 2000年决定成立商学院 (CENTRUM Catolic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7

年，天主教大学商学院的在线 MBA课程在全球

名列第 17位。

高等教育在秘鲁不是新现象，首都利马有西半

球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 1551年。尽管持续多

年的经济危机对秘鲁的高等教育质量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然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许多大学开

始重新崛起。

今天，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获

取和处理信息的方式 — 这而不仅仅发生在学术

界。像亚马逊和花旗集团这样知名的技术公司和

银行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各自领

域保持领先优势。

移动互联网将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今天，

知识的获取已经变得更加快捷方便。研究者无需

再长途跋涉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轻点鼠标就能获

得想要查找的档案资料。

成为秘鲁和全球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这是天

主教大学商学院的定位。为此，它正在寻求如何

适应和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不断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天主教大学商学院于 2017年

7月设立了计算神经科学实验室，开设了全新的

“教育人格特征”课程。

这一课程基于人工智能能够赋予我们“第三

眼”的理念，从课题写作中获取模式与趋势，从

中发现用户的认知与社会特征进行分析。教育人

格特征课程运用三个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大

五人格、需求与价值观。课程的最终目标是帮助

学员能够观察到以前未知的人格特征。

在秘鲁培养世界级学生  | 作者：珀西·玛奎纳·菲尔德曼 (Percy Marquina Feldman)

第17位
2017年，天主教大学商学院
的在线 MBA课程在全球名
列第 17位

1551
首都利马有西半球最古老的

大学，成立于 15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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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模型包括五类人格特征：

a) 外向性：它指人际关系中个体如何进行互动，

例如果断、热情和外向这些特征

b) 随和性：它指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愿意合作与

富有同情心的特征

c) 严谨性：它指天生有条理的特征；例如高效率

与有条理的人

d) 神经质：它指情绪；对环境高度敏感、焦虑、

心理不稳定

e) 开放性：它指那些在自己可以进行活动选择时

倾向于体验多元性的人，例如审美、好奇与创造

力等特征

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在利用人工智能服务学生

方面走在秘鲁的前列。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之一是对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科学的 

测试。

人格特征测试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例

如在高层经理培训、就业辅导、解决冲突、团队

管理、组织发展以及谈判中等等。天主教大学商

学院认为，这一工具将提高学生的意识，帮助个

人与职业发展。

学生对于这一全新的尝试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教育人格特征课程最初只是学生、教授和行政管

理人员的选修内容，但在 2017年 11月，它已

经正式成为我们两个 MBA课程的必修课。参加

人格特征测试的学生中有 80% 的人要求与教授

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每个学生的测试结果都用于

制订后续的人格特征改进计划。

在为期六个月的过程中，总计 243名参加课

程的学生满意度达到 100%。学生可以随时回来

参加多次测试；每一次测试他们都会收到我们的

专家反馈。

根据课程运营和学生的反应，我们的专家确定

以下内容是必须重点关注的方面：

a) 了解自己：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由态

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等组成，它对个人的行

动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自我概念包括自我尊重、

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当学生对自己的兴趣、认

知与社会情绪能力、社交技能、情感、态度、价

值观与信仰有了更多的了解时，他们就可以开始

启动人格发展的改进流程了。为什么？因为他们

可以学习如何管理冲突，如何思考其行为的后果，

如何考虑自己的需求，如何倾听他人的真实意思。

此外，他们还能够改进自己的学习技能。

b) 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在对自己的人格类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学

生可以知道自己在个人以及职业生活中哪些是最

好的特征，哪些是最差的特征。每一种人格类型

都有优势与不足，人格特征测试将帮助学生不断

强化自己的优势，改进自己的不足，从而实现更

加成功的人生。

c) 进行职业决策：

人们看重工作的某些方面。这里我们可以区分

内在和外在两类偏好。外在偏好基于潜在的物质

奖励，而内在偏好基于一个人是否能有机会发挥

自己的潜能。内在偏好的人将工作视为体验成就

感与自我实现的机会。而外在偏好的人将工作视

为获得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手段。

有些学生尽管拥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但是他

们更愿意基于自己的人格特征和 /或偏好做一些

其他的事。人格特征测试为他们如何进行明智的

决策提供了更清晰的路线图。工作偏好与人格特

征相匹配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工作

也更加卓有成效。

开设教育人格特征课程对学生和商学院本身

都带来了巨大好处。基于测试结果，学生可以更

80%
2017年 11月，教育人格特
征试课程正式成为我们两个

MBA课程的必修课 — 在参
加测试的学生中有 80% 的
人要求与教授进行面对面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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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珀西·玛奎纳·菲尔德曼是天主教大学商学院总干事、教授，研究领域

包括市场营销、销售、创业学等。同时他也是西班牙 EADA商学院的访
问教授以及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的荣誉教授。菲尔德曼教授是天

主教大学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在秘鲁培养世界级学生  | 作者：珀西·玛奎纳·菲尔德曼 (Percy Marquina Feldman)

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一

直走在学术界的最前沿，对此我们深感自

豪。我们愿意与全世界的同行毫无保留的

分享自己的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243
在为期六个月的过程中，总

计 243名参加课程的学生满
意度达到 100%

加聚焦，通过逻辑与环境分析进行更明智的决策。

运用最先进的工具培养最成功的学生为我们商学

院带来了许多附加值。

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很清楚，学生已经意识到他

们面临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挑战性，因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使之更具

建设性。例如，人格特征测试可以帮助学生应对

一方面感觉需要学习更多知识，而另一方面又感

觉时间不够这样的学习压力。体验过这一类压力

后，学生在未来面对时将变得更加从容。

尽管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在全球MBA课程排名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作为拥有 100多年

人文传统的天主教大学的一部分，我们依然感到

十分荣幸。 

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我们不断寻求突破，借助于

人工智能为我们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学员不仅提供

商业相关的能力，而且融合人文的因素。开设教

育人格特征课程，我们希望学生能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学术与人格特征，并充分利用这些数据更好

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人格特征测试获得的数据可以有许多方面的

应用，例如量身定制的教学大纲与学术写作能力

培训等等，无论是学生与商学院都将因此而受益。

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一直走在

学术界的最前沿，对此我们深感自豪。我们愿意

与全世界的同行毫无保留的分享自己的经验，相

互学习、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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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式课程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与选择，

使大学能充分发挥知识的宽度。保罗·考夫曼

(Paul Kofman)探讨一场正在悄悄进行的革命

理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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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思路  | 作者：保罗·考夫曼 (Paul Kofman)

这些在职学生需要什么？答案是灵活的、

独立的学习模块，换言之，将学位课程设

计成可以叠加的学习积木

这些在职学生需要什么？答案是灵活的、独立

的学习模块。换言之，将学位课程设计成可以叠

加的学习积木；每个学科的学习顺序不是固定的

而是灵活的、多维的；所学的知识点可以单独设

计在每个模块的学习目标中；时间与金钱的投入

水平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特定情况量身定制。

短期专业在线课程的巨大成功揭示了全球学

习市场的异质性，这里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在职学

习者。

首先，有许多专业人士想要提升自己的技能，

想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他们想要提升、甚至改

变自己的职业。然而，他们或许没有传统教育通

道的学习机会，或者无法投入巨大的时间来完成

综合学位的学习。

其次，有一部分潜在的学位学生，他们并不具

备直接攻读学位课程的资格，因此他们寻求其他

路径。他们希望参加短期集中式模块学习，能证

明其学术能力。

第三， 一部分在校学生希望在自己的专业外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选择附加证书（如语言文

凭）或第二学位学习。

最后，还有社会公众的学习需求，他们希望通

过知识学习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的

学习方式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也没有欲望花大

量的时间去完成漫长的、循序渐进的学位课程。

独立的、但可以叠加的“切片式”学习模块对

于以上这些潜在的学习者提供了标准学位课程以

外的另一种选择。

 

技
术颠覆正在影响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包括

教育。从 YouTube 上的 TEDX 到 edX 平

台上的慕课课程和 Udacity平台上的微学位课程，

这一切都表明在线教育正在逐渐走向舞台中央。

正如科技金融通过移动银行设备和机器投顾

降低了银行业的门槛，教育科技使在线教育创业

者以低成本、高流量的方式进入市场成为可能。

对于这一挑战，大学似乎准备不足，直到最近，

他们依然采取观望的态度。然而如今，它们终于

幡然醒悟，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军这一全新的

市场。

作为权威机构认证的学位授予单位，大学与私

人教育企业相比拥有巨大的优势。在采取相同的

颠覆式授课形式的同时，它们现在也在考虑如何

发挥自身的优势。将传统的学位课程拆分为叠加

的学习模块，大学可以一方面继续维持和利用自

己的声誉和可信度，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在线教育

领域巨大的市场需求。

倾听市场

大学的变革是缓慢的。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与

一百多年前相比几乎未曾发生任何变化：所有学

科采用学期制，在校园面对面授课。在职学习虽

然可能，但通常不被鼓励。毕竟这需要巨大的投

入才能完成数年的课程。

此外，各个学科都是按照严格的顺序进行学

习的，只有当学生修完最高级学科时才能被授予

学位。中途辍学、然后重新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学生想改变主意、重新选择专业，那么

他最好先确定已经修完的学分是否可以转换。在

许多情况下，终止某个专业的学习意味着该学生

在转专业时只能两手空空，重头再来。

对于在校全日制学生而言这也许是“一决胜

负”的事，然而对于大多数参加工作后重新回到

学校攻读学位的人而言，他们经常需要担心的是

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学业。他们在时间和金钱上的

巨大投入与潜在的风险相比确实有点得不偿失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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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的劳动力的需求

现在的雇主 — 员工关系再也不是过去的关

系了。千禧年员工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能拓

展自己的视野，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在同一家雇主

单位服务许多年。他们希望更加丰富多彩的职业

生涯。与此同时，企业雇主 — 它们至今仍深陷

于 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更愿意看到

一个更加“灵活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经济

形势决定自己的员工招聘需求。

以上这两种想法似乎能相互补充，然而代际之

间的冲突或许将削弱劳动力角色的稳定性。这对

员工培训与毕业生招聘技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无论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还是想切换

职业发展轨道，员工希望能定期更新自己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而雇主想要即插即用的员工，它们

希望通过定期的培训提升员工的技能，帮助他们

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角色、任务与技术。

企业支持员工攻读（在职）硕士学位课程被认

为无法帮助实现以上目标。最坏的情况是，这样

的课程将鼓励员工寻找新的机会，改变职业发展

轨道，或选择跳槽。

专业与行业团体、员工与雇主团体以及大型企

业希望（甚至自己提供）量身定制的课程，能满

足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于是，我们看到私有教

育企业与咨询公司纷纷加入这一空白市场。无论

是员工还是雇主，他们都希望看到已经得到认证

的、能证明其教育程度的课程。

这就是大学可以发挥的优势之处。 

享有盛誉的大学教育机构在企业招聘员工时

能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大学通过质量认证在实

际授予学位前就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何种深度的

学习需求将得到满足。而现在，这样的质量认证

可以延伸到叠加的学习模块，通过授予徽章、证

书或者（微）文凭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拼花”课程 — 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

起源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学科，在

过去一个多世纪由于专业化而变得相互独立 – 无

论是研究还是教学都是如此。这一状况必须改变。

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棘手问题迫使大学

必须重新思考以单一学科开展专业研究的合理性。

现在的研究中心与研究项目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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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程也不能滞后。在一个技术颠覆的世

界，许多传统的（同时也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

都面临着威胁，学生需要掌握跨学科技能才能承

担未来工作。叠加式学位课程使这一转变能更加

有序地发生。

通过不同学科培养的交叉技能与特质，学生拥

有了雇主十分看重的各种资质组合。所有企业都

希望自己的员工能更好地适应变革。

与其说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改革，倒不如说这

是大学应该抓住的跨学科机会。

有哪一家教育公司能像大学一样提供如此门

类齐全的学科？想一想如果我们把金融、编程和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相融合，我们就能创造出科技

金融这一全新的领域；同样，如果我们把分子生

物与计算机科学和设计思维相融合，我们就能创

造出智慧医疗这一全新的职业。

借助于如此广阔的学科、开发最前沿的知识，

这只能发生在大学校园。

叠加式课程与大学

叠加式模块课程一直（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深

度学习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有事实的

一面，但是对于那些张开双臂热情拥抱的教育工

作者而言，它打开了一扇深入理解教育积木和学

习保证的大门。将学位课程模块化既存在一定的

必要性，更是一个由在线教育带来的巨大机会。

理清思路  | 作者：保罗·考夫曼 (Paul Kofman)

想要创造真正的价值，叠加式课程必须要

有连贯性，为学生提供可识别的技能与特

质。与企业雇主合作，可以使大学更好地

定义叠加式课程证书的价值。

与在线课程一样，叠加式学习模块需要基于特

定目标而设计，需要相互独立，需要设定学习目

标与学习评估标准。它不应该是一个时长三小时

的幻灯片，分成 12等分，最后加上一个综合考试。

然而，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所有模块必须

是多维度的，可以多学科叠加。例如，领导力与

战略模块应该与化学工程模块和刑事学模块同样

容易叠加。

这样的灵活性需要在大学层面对叠加式课程

的质量制订明确、统一的标准。在赋予学生一定

的灵活性、自己组合想要获得的证书 /学位的同

时，它不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由。

想要创造真正的价值，叠加式课程必须要有连

贯性，为学生提供可识别的技能与特质。与企业

雇主合作，可以使大学更好地定义叠加式课程证

书的价值。

叠加式学习模块想要获得成功，还有许多东西

需要组合在一起。大学需要设计合理的模式，对

模块课程的教学工作量进行确认。尤其是为了确

保叠加式模块的正常开展，教学时间的安排现在

越来越灵活。

大学机构需要放手对学位课程的独家管理权，

需要在营销方面对跨学科的叠加式课程进行协

调。或许最具颠覆的是，大学需要为叠加式课程

量身定制一整套高效的、一体化的行政管理系统。

这是颠覆性变革但也是必要的条件。

大学拥有声誉、以研究为导向的专业以及跨学

科宽度。对机会视而不见是愚蠢的。大学应该考

虑采用创新的、灵活的方式扩大自己的产品组合，

使终身学习真正成为可能。

有关作者

保罗·考夫曼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院长，Sidney Myler
商务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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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金本位制
基于 EQUIS过去
20年的成功经验

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和迈克尔·奥斯巴尔德斯顿
(Michael Osbaldeston)回顾 EQUIS（欧洲质量改进体系）认证在
过去 20年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展望未来 20年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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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欧洲商学院对建立
欧洲认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欧

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1971年）抓住
了这一机会，在 1997年正式推出了 EQUIS
认证体系

EQUIS认证体系旨在为欧洲以及后来的全球

商学院提供缜密的工具，评估和改进商学院运营

的各个方面。今年（2017年）是 EQUIS认证体系

推出 20周年，在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来

自全球 42个国家的 172所精英商学院获得了这

一认证，使它们成为全球最顶级的 1%的领先商

学院。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管理教

育版前责任编辑在最近公开表示，EQUIS授予

的五年认证已经成为国际商学院的“金本位制”。 

在余下的篇幅中，我们将回顾 EQUIS认证体系在

过去 20年的发展，并探讨未来需要面对的部分

挑战。

初期

EQUIS项目组最初是由时任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总干事伯纳黛特 .康拉斯 (Bernadette 

Conraths)组建，并由从法国里昂商学院借调的

戈登·申顿 (Gordon Shenton)领衔。首批参与项

目的学校有来自欧洲各国的 19所商学院，共同

制订 EQUIS模式与流程，在 10个关键领域评估

质量，包括战略、治理、课程、学生、教授、研

究与资源，以及国际化、社区贡献与企业参与。

创建伊始，EQUIS认证体系就旨在从质量认

可与质量改进两个方面对全球最顶尖商学院进行

评估 – 通过授予质量标签对商学院进行质量评

估，今天它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学生、教授、企

业雇主和媒体的广泛认可，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参

与许多重要排名的前提条件。质量改进指出商学

院在哪些领域需要满足和继续提高，从而达到国

际认同的质量标准。

EQUIS认证体系在设计之初就明确要尊重商

学院和文化环境的多元性。它不提倡“最佳商学

认
证体系的基础

商学院距今已经有 100多年历史了，最初

只是职业培训场所，此后逐渐成为严肃的学术机

构。无论是从学术角度 – 教授、研究和出版物，

还是从商业角度 — 客户、收入与利润，商学院

都是过去 50年高等教育领域最成功的故事。在

最近的几十年，商学院从北美到欧洲再到亚洲和

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今天，全球

商学院的数量已经突破 15000所，而且几乎每

天都在增加，尤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

伴随着这样巨大的成功，商学院在近年来也

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批评，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衰

退引发的失望情绪。商学院被指责过于注重分析

性与理论性，孤立而保守；没有充分强调全球化、

综合性和合作性；缺乏价值观、商业伦理与社会

责任。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领先的商学院决定通

过申请认证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展现自己的价值与

质量保证，就显得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管理教育的认证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6年，其

重点是北美商学院。此后开始出现其他一些课程

认证体系，限定于某些特定国家。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欧洲商学院对建立欧洲认证体系的呼

声日益高涨。于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成立

于 1971年）抓住了这一机会，在 1997年正式推

出了 EQUIS认证体系。

EQUIS 认证体系的前身是 1995 年推出的

EQUAL（欧洲质量纽带），这是为商学院共同开

发统一的欧洲评估与认证体系的政治框架。然

而真正的转折点是 1997年 1月在德国 Schloss 

Gracht高层经理培训中心（现在已经成为柏林欧

洲管理技术学院的一部分）召开的欧洲管理发展

基金会商学院院长与课程主任会议，会议决定推

出全新的 EQUIS认证体系。

维持金本位制：基于 EQUIS过去 20年的成功经验  | 作者：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和迈克尔·奥斯巴尔德斯顿 (Michael Osbald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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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认证是否过于强调当前的最佳实践而

忽视了未来的需要？我们的认证是否真的扼杀了

创新？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认证标准能持续发展，

充分考虑创新，尤其是学习技术领域的创新？另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同行评审人员的选择和发展。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在他们的评审与判断过程中无

论是经验还是观点具有天生的多元性？

这些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 EQUIS 认

证体系的设计和发展（由 EQUIS 委员会负责）

与基于标准的评估（由同行评审小组与 EQUIS

认证委员会负责）相互独立可以部分地解决这

些问题。

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包括如何认可同行评审

小组主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如何与所有的利益

相关者（质量服务咨询研讨会）进行定期沟通。尽

管几乎所有的挑战都是建设性的，但是确定发展

的节奏、包容性程度以及如何平衡评估与发展，

这些问题本身依然是巨大的挑战。600多次的同

行评审访问和 1000多名杰出专家奉献的时间与

知识，这是 EQUIS认证体系在过去二十年获得持

续发展的保证。

最新发展

EQUIS认证的三个横向特征 — 商学院大多

数活动的国际化、与企业界建立紧密的互动以及

积极倡导的商业伦理、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 

在最近几年得到了不断强化。与此同时，EQUIS

认证也越来越重视财务绩效与风险管理。经验表

明，由 EQUIS委员会确定评估领域，在全世界范

围内根据专业特长组建任务小组，与所有会员组

织讨论变革的方案，这些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最新的案例是我们新成立了一个任务小组，牵

院模式”，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或者授课方式

等方面也并不强制标准化。它对所有层次的高等

教育敞开双臂，包括本科、硕士、博士或高层经

理培训课程。

然而，它也意识到在完全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应

用统一标准将产生两难的问题。“尊重多元性”就

是其中一个例子。一方面。EQUIS认证旨在推动

各种形式的多元性 — 文化、制度、课程提供与

授课流程 – 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特定地区的多

元性本质。质量评估既要对地区环境的特殊性进

行深入理解，同时也必须能够识别欧洲、亚洲和

美洲最顶尖的商学院。 

然而，这样内在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因为地区

限制而降低基本标准。相反，它意味着评估流程

必须能够认同世界各地在管理教育的组织与提供

形式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随后的挑战

虽然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 EQUIS认证对商学

院的质量评估与改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它

也面临着持续压力，需要重新界定标准、引入新

的评估内容、持续改进流程，从而跟上管理教育

发展的步伐。

这些挑战来自两类商学院。一类是未能达到规

定标准的商学院，这也导致它们时常指责 EQUIS

为精英俱乐部；另一类是定期获得续认证的商学

院，它们寻求能对自己的改进流程作出附加贡献

的东西。

此外，EQUIS也面临着来自创新者（尤其是应

用新技术进行最前沿的学习实验）以及那些更关

注如何维持现状的组织的挑战。这就是所谓的“阻

止创新”。

PH
O

TO
 CO

U
RTSEY: ©

 IN
SEAD

PH
O

TO
 CO

U
RTSEY: ©

 G
REN

O
BLE / Copyright –

 Agence Prism
e / Pierre Jayet



45

头制定有关商业伦理、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

新标准，以替代社区贡献这一原来范围相对较窄

的概念，从而更好地反映社会对商业伦理行为与

负责任领导力的关切。

另一个事例是技术增强学习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任务小组，它推动 EQUIS将

关注重点进一步拓展至最新的“国际化”以及如

何对“高质量研究”进行最好的评估。

国际化通常被认为反映在学生和教授的国籍

组成以及公司顾问委员会、合作学校与招聘企业

的国际比例等多个方面。用国籍衡量一家商学院

的文化多元性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国际化更深

刻的理解应该是对一家商学院如何不断调整其研

究与教育以适应日益全球化的管理世界进行评

估。探讨国际挑战的研究、融合国际课程设置的

教育，以及鼓励国际流动与就业的体验，这是真

正国际化的更重要、更深刻的证据。

同样，商学院其他一些最新发展，例如合作课

程的发展、卫星校园的建立、日益增加的合作关

系，以及并购和重组（其中许多是跨国并购与重

组）的出现，都需要被纳入考虑范围，这样才能

对国际化这一复杂、多维的概念进行更好的理解

与评估。

什么是高质量的研究，这或许是一个更有争议

的问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评估研究质量的唯

一可靠指标是在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然

而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指出，研究产出对商业世界

的影响应该是更合适的评估方法。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评估研究质量的唯一

可靠指标是在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然而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指出，研究产出对

商业世界的影响应该是更合适的评估方法

1000+
600多次的同行评审访问和
1000多名杰出专家奉献的
时间与知识，这是 EQUIS认
证体系在过去二十年获得持

续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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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金本位制：基于 EQUIS过去 20年的成功经验  | 作者：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和迈克尔·奥斯巴尔德斯顿 (Michael Osbald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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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S认证积极鼓励商学院超越自我反思，
紧紧围绕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气候

变化、贫穷与饥饿等开展教学与研究。这

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决策者具备在多元文化

环境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EQUIS认证一直将研究定义为宽泛的智力活

动，包括以学术圈为主要对象的学术论文，以及

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对象的相关文章与活动，和

为大学、商学院和企业的学习者和教师开发的相

关教育产品。

这一更加全面的视角扩大了研究涵盖的活动

范围，其中包括一系列涉及扩大管理知识、改进

商业实践的活动。尽管对于影响力、创新和社会

参与我们还需要开发更加坚实的证据与绩效衡量

指标，但是 EQUIS研究标准依然会坚持这一全

面的视角，衡量研究对所有用户的影响是质量评

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更新、更好的标准与政策，反映环境的

日趋复杂性，这既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不

断完善的过程。管理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

化。这些变化或许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为了适应外

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自然演变，或者是因为价

值链的断裂，从而为市场新参与者、新产品和新

的传播渠道提供了机遇。

未来将对商学院认证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挑战。

EQUIS认证为此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

驾驭这些重大挑战。在本文余下的篇幅中，我们

将结合 EQUIS认证体系的核心优势着重讨论其

中的三个挑战。最后，我们还将讨论认证的作用

在未来将发生哪些变化， EQUIS为何能引领这些 

发展。

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机制多元性

迄今为止，对商学院的描述依然是一件直截了

当的事：它们是管理教育的综合提供者，或聚焦

学位课程，或聚焦非学位课程；创造对管理实践

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知识，推动所有利

益相关者包括学生、企业和社会更广泛的参与。

高等教育的公司化与市场化这些大趋势似乎

导致了同质化和行为的单一性，然而与此同时我

们在认证实践中也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机制生

态正在形成。最初看上去似乎矛盾的东西在许多

方面可以是合理的。

第一，商学院似乎正在围绕着管理教育不断扩

大自己的活动半径，与相关专业领域实现协同增

效。例如，多年前或许没有人可以想象临床心理

学可以成为商学院的一部分；然而今天，它已经

成为解开商业组织中各种领导力病理产生的原因

与后果这一谜团的重要工具。 

第二，我们当前也见证了商学院正在技术的推

动下朝着分类运营模式迈出可靠的第一步，这并

不局限于简单的支持服务的外包。商学院或许将

发展成为多层平台，有的继续维持综合提供者的

地位，有的则依赖外部供应商提供像教育技术与

内容这样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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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冲击的能力，薄弱的监管结构无法给与支持。

许多人在痛定思痛后，对结构式变化作出的反应

是将人口分为赢家和输家。

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并没

有很好地利用“和平红利”。在某些发达国家有越

来越多的人正在感受到被剥夺了经济权利，这样

的情绪已经转变为投票箱前的强烈反应。发生这

一切部分原因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潮，这同时

也引发了日益高涨的民主主义和保护主义。

这些问题与商学院所代表的根本利益背道而

驰，也无法与当今世界公认的学术智慧相融合，

与我们教育学生的方式相矛盾。然而，商学院正

在努力尝试着作出有力的回应。EQUIS认证的两

个横向特征共同提供了结构与方向：国际化与商

业伦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它鼓励那些愿意直面功利主义管理教

育缺陷的商学院采取跨学科视角，融合更多的学

科例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学。

同时它也希望商学院能更多的关注不同形式的现

代资本主义带来的商业伦理与道德挑战。这样就

能使学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企业和经理人在社会

中的角色，并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理人对自己的

行为与决策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EQUIS认证积极鼓励商学院超越自我反思，

紧紧围绕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

贫穷与饥饿等开展教学与研究。这些全球性问

题需要决策者具备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处理复杂

问题的能力。无法做到这些，意味着这些机构

正在失去相关性；它们将被视为非合法的商学

院，游离于重大的社会、经济与政策问题的讨

论之外。

最后，许多母体大学正在重塑商学院的机制边

界，例如理顺治理结构或者节约间接成本。这些

举措使商学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大学内部，支持

管理教育与其他学科实现跨学科合作。如果这些

发展有助于提高管理教育质量，EQUIS认证持欢

迎态度。

多元性是走向卓越的基石，认证不应该预设任

何指令性规范，这是我们的核心原则。因此，我

们将 EQUIS界定为推动机制改革的催化剂，与此

同时它也是一种制衡系统，鼓励反思，必要时对

组织变革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从认证视角看组成商学院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这需要我们既要结合大学内部不同学科，又要从

商学院自身来考虑。通过认证这一流程，组织的

机构活力或许也因此将得到提高，这意味着我们

的认证最好应该是一个移动目标。

我们相信，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已经

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在过去几年，欧洲管理发

展基金会围绕着 EQUIS开发了一系列服务组

合，其中包括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课程认证体

系 (Programme Accreditation System)、 欧 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跨国界商学院院长计划 (Deans 

Across Frontiers)、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在线课

程认证体系 (Online Course Certification System)

以及商学院影响力系统 (Business School Impact 

System)等。

下一步是本地化？

冷战的结束和随后的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经济租金，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福祉。然而，开

放的经济更容易遭受竞争的压力，失去缓冲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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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一直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积极

探讨管理教育未来的推动者；这些关键讨论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需要向前推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EQUIS认证确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将这样的对话转化
成有形的、有助于提高质量的结论

更多业务，更少学校

EQUIS认证的第三个横向特征是企业相关性

与关联性，它将有助于解决商学院与外部利益相

关者在互动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

已久的老问题，在文献中有许多讨论。长期以来

商学院一直饱受批评，它们生产的研究被认为没

有多少实际价值，也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

市场技能。更主要的是，它们在与企业直接打交

道时存在太多的盲点。

尽管这一问题并不新鲜，然而继续对此熟视无

睹无疑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西方国家，商学院

的主要业务是从学位课程获得学费收入，将上缴

给大学本部后的全部剩余投资在学术研究上。

从中长期看，人口趋势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及亚洲市场供需基本达到饱和将对这一商业

模式的财务生存能力提出巨大挑战。另一个担

忧是，商学院用并不稳定的收入来源（经常涉及

相对集中的招生市场）投资于准固定成本（与教

授招聘和研究支持相关的成本），将带来巨大的

短期风险。

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商学院加强与外

部利益相关者尤其与商业组织的合作。这一方面

将扩大商学院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

它们因为更加注重相关性和多元化而降低风险。

例如，商学院可以在如何更好地平衡高质量的学

术研究与实践相关性这个两难问题方面作出更多

的努力。做好这一点商学院不仅可以支持研究的

货币化，而且又能避免过度商业化。与此同时，

它还能提升学位课程的相关性，使商学院真正成

为企业人才管理与高层经理培训可靠的学习伙伴。

EQUIS认证旨在成为商学院真正的合作伙伴，

帮助它们实现对卓越质量的不懈追求。这也是

EQUIS认证体系的独特优势，它鼓励商学院从管

理企业联系转向建立企业相关性，并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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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商学院的竞争定位由两级过滤系统所决定，第

一级是充当“证明人”的认证，第二级是充当“信

托人”的排名。我们知道，这一系统远没有达到

完善的程度。依赖自我报告的数据和外部利益相

关者提供的调查反馈将造成信息偏差。随后的数

据综合人为地降低了信息丰富性，而这恰好是竞

争排序的重要基础，因而进一步强化了排名游戏

的零和性质。

大数据分析的巨大潜力或许将给与排名游戏

毁灭性的打击，它将扩展和改变用于商学院最初

排序的信息全景图。我们预测这一发展将最终淡

化“证明人”与“信托人”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增

加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量。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如何平衡基于市场和基于基本原则这两个不

同视角看待管理教育的质量与卓越这一重任就将

落在认证机构的肩上了。

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是“区块链”的未来作用。

金融机构已经发现区块链在组织金融交易、财富

增值和募集资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相信，

通过改变大学和学生记录与分享数据的方式，区

块链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终将体现。它将推动教育

的分类，并结合大数据给与所谓的“群体智慧”在

评估机构声誉方面更加明确的角色。

认证机构与排名提供者需要适应这些发展。事

实上，这一挑战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使命完

全是一致的。我们注重质量改进就是鼓励机制创

新与跨学科合作。EQUIS认证没有设置限制性条

件，商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发展，发挥其全部

的质量潜力。

技术领域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谜是人工智

能对管理职业的潜在影响。大数据与区块链将影

响商学院如何与其环境进行互动，而人工智能将

驱动学位课程的内容与教育方式发生改变。我们

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照许多商学院的毕业生

正在进入的职业通道，他们的资质远远超过岗位

要求，他们是在廉价交易。

人工智能的普及将进一步恶化这一问题。因

此，商学院需要抛弃“聚焦工具”的教学方式，重

新审视我们的教学内容与公认的研究范式之间的

关联，为更多的跨学科合作提供更强的动力。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一直将自己的角色定位

为积极探讨管理教育未来的推动者；这些关键讨

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往前推进。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EQUIS认证确定的目标之一就是将这样

的对话转化成有形的、有助于提高质量的结论。

这一目标决定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质量服务

中心如何管理 EQUIS认证体系，尤其是如何制

订标准与准则。英国《金融时报》将为期五年的

EQUIS认证视为国际金本位制，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 EQUIS的过去二十年成为欧洲管理发展基金

会深感自豪的源泉。在我们开始思考 EQUIS未来

二十年的历史时，它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鞭策。

有关作者

乌尔里奇 ·霍梅尔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中心主任，德国欧洲
商学院 (EBS)金融学教授。

迈克尔 ·奥斯巴尔德斯顿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
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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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带来机遇与挑战。西蒙·墨卡多 (Simon Mercado)
和朱莉·佩林 .海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探讨如何管理国
际合作，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

让国际合作 
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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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合作项目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显

著特点。关系着学生的国际流动性与“跨

国教育”的拓展，国际合作项目对高等教育机构

和管理者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它对财务、学

术与质量等方面提出了重大考量。

对于一些机构而言，国际合作项目是其使命和

定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机构而言，

它是一项充满着复杂性与风险的活动。与机构品

牌建设相关的成功与失败案例也揭示了国际合作

项目的两面性。

然而，国际教育项目在数量和多元性两个方面

的迅猛发展使国际合作项目成为教育提供者、监

管者和认证机构必须关注的当务之急。如果能对

国际合作项目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认证标准中的

位置有更清晰的理解，那么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将

受益。

本文试图揭开这一神秘面纱，使负责国际合作

项目的管理者消除疑虑，坚信它既是可控的，又

能给相关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基于我们

对合作项目的原创性分类，我们希望对现有和新

的国际合作项目提供质量管理框架。我们的研究

借鉴了跨国教育的直接经验、与同行的合作以及

有关国际质量管理的最新信息。

国际合作项目的定义

从授证机构角度看，合作项目是指通过与外部

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的协议安排，共同提供、支

持和 /或评估的教育产品。这一协议安排通常需

要一方机构最终颁发证书。在某些情况下，这一

证书由所有合作伙伴共同颁发，或者成为多个证

书的一部分。

合作可以与各种外部组织开展，包括高等教

育机构、其他教育提供者、公共团体和商业企业。

顾名思义，国际合作项目就合作范围而言是国际

的，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涉及高等教育机构或其

他教育提供者的合作。

表 1（跨页）描述国际合作项目的八种主要形

式。它们或者是主要或联合合作伙伴项目（这一

类合作伙伴承担绝大部分授课任务或者至少相应

份额的任务），或者是次要或支持合作伙伴项目

（这一类合作伙伴扮演次要或支持角色，主要活

动由授证机构承担）。

许多这一类的协议安排在传统上一直被归入

“跨国教育”范畴内。所谓跨国教育，是指某一个

教育机构面向不同国家的学习者提供一个或多个

学位课程。在这里我们将海外游学和学生交换项

目这一类通常被排除在跨国教育之外的合作课程

也包含其中。

我们的目的是充分反映合作项目的全链条，从

支持国际学生流动性的协议安排到基于服务或课

程流动性的项目。这是我们大多数人体会的国际

合作的真正活动范围。

驱动力与利益

从授证机构视角看，国际合作项目在支持组织

发展和使命方面将带来众多利益。这样的合作使

教育机构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地域触角，而且还

可以丰富其产品。与直接外国市场进入策略相比，

它可以降低准备成本与财务风险。

某些类型的协议安排能提供获得当地市场知

识、与当地合作伙伴分享经营资源的机会。接触

不同教育体系、体验国际学习机遇将使学生真正

受益。

通过与相似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高等教育机构

可以为学生提供以前无法实现的体验（例如在世

界其他地区学习，竞争各种选修课程）。其他驱

动力包括增加收入、分散风险、建立能力、提高

声誉等。无论是什么样的战略驱动力，关键是任

何国际合作项目必须确定清晰的战略目的，制订

长期的发展战略。

让国际合作真正发挥作用  | 作者：西蒙·墨卡多 (Simon Mercado)和朱莉·佩林·海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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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风险

正如前文所说，国际合作是与一系列挑战和风

险联系在一起的一项活动。这对于授证机构和 / 

或合作伙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没

有按照公认的质量标准进行设计，那么相关机构

的声誉和认证就会面临巨大的潜在风险。此外，

它对学校的财务绩效以及国内外各种学员的满意

度和支持度将产生负面影响。

授证机构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认识到在国

际合作项目领域各个合作机构之间经常出现权力

不对称的问题。最极端的情况是，来自一方的教

育机构可以将自己的实践和要求移植到另一方。

有些作者将这一类高权力机构（和高等教育领域）

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现象称之为学术帝国主义。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项目对于商学院

而言可以是一个宝贵的资产，能支持其使命和认

证。如果国际合作项目在设计和执行两方面都能

做好，风险是可以降低的，它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从认证标准角度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国际

合作项目，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重点考虑？

正确理解

我们认为，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好的实践来自

好的治理、组织和管理。制订正规的政策与流程，

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两个方面对于确保顺利、高

效运作同样重要。

国际合作项目必须从理解一个教育机构想要

实现的目标以及为什么这一出发点开始。合作是

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意味着教育机构必须制订清

晰的（国际）战略，明确国际合作项目的地位与

职能，确保对合作伙伴的遴选能充分反映其主要

目的和目标。 

国际合作项目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制订的发

展与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涉

及这些活动的目标与衡量指标必须完全融入战略

规划与战略更新的流程中。其中包括风险评估与

应急计划等。

为了确保这些合作项目在必要的框架内运作，

每一家机构必须从确定合作协议的类别开始。我

们提出的 8点框架或许能提供一些借鉴意义。这

一框架能帮助机构确定每一类型的合作其相对权

重与重要性以及各个类型合作的交叉点。

具体的治理结构安排和合理的监督水平必须

建立。同时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中心结构，统筹

所有合作项目。这一结构内各自的角色与责任需

要明确界定。

下一步就是建立国际合作项目运营的流程目

录。我们建议机构应该记录和确保下列流程：

•  课程开发与批准

•  尽职调查

•  风险评估与应急计划

•  教授配置（本国教授和当地教授）

•  教授发展与资质要求

•  内容、授课与评估的对等性

•  课程评审与修订

•  学习结果评估

•  持续质量保证与改进

•  定期审计与外部审查

•  学生参与与反馈

每一个政策 /流程的集中程度因合作类型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然而，由一个或多个国际合作项

目组成的产品组合毫无疑问将需要一整套核心的

政策与流程。

我们认为，在国际

合作项目中好的实

践来自好的治理、

组织和管理。制订

正规的政策与流程，

进行充分的沟通，

这两个方面对于确

保顺利、高效运作

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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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学分 

学生流动性

学位 

学生流动性

 

 

 

学位课程或 

服务流动性 

 

学位课程或 

服务流动性

主要或联合合作伙伴项目

学分连接

课程学分由授证机构的附属中心或合作机构提供。

学分被视为认可的先前学习，可以连接后续阶段的授证

机构的学位课程。

学分可以累积，相互承认。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合作 /双学位课程

在合作 /双学位课程框架内，课程学分由授证机构的附

属中心或合作机构提供。

在完成至少在两个国家 /机构的学习后，学分累积到一

定的数量可以授予学位。

质量保证采用所有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授权经营

授证机构允许合作伙伴根据协议在‘所在国’提供课程。

所在国课程通常根据授证机构在本国校园的课程进行适

当调整。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认可

授证机构同意向合作伙伴设计和提供的课程授予证书。

课程不是在授证机构的本土校园而是在‘认可的合作伙

伴’提供的地点进行。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次要或支持合作伙伴项目

交换 /海外学习

参加正式的学生交换或海外学习课程。学习是在授证机

构的附属中心或合作机构进行。

学分被视为授证机构学位课程的辅修课程。

学分可以累积，相互承认。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轮换课程

在轮换课程框架内，课程学分由授证机构的附属中心或

合作机构提供。

如果授证机构的地点 /校园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这里就

涉及与第三方的合作。

在完成至少在两个国家 /机构的学习后，学分累积到一

定的数量可以授予学位。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并根据当地的实际

和潜在的认可协议进行适当调整。

离岸（“主办”）

授证机构在‘所在国’用自己的教授团队提供自己的课

程。这通常采用教授‘飞来飞去’的模式或者聘用当地 

师资

授课地点或许在合作伙伴、合资校园或者能提供当地设

施与学习资源（IT、图书馆和支持人员）的地方组织。

学术所有权和控制掌握在授证机构手中。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远程

学生利用授证机构的远程学习资料和基础设施进行在线

学习。

可能需要一个地方组织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所提供学习资

源（IT、设施和当地辅导老师）。而学习合作伙伴则需要

提供内容开发和 /或授课平台的支持。

学术所有权和控制掌握在授证机构手中。

质量保证采用授证机构的质保体系。

让国际合作真正发挥作用  | 作者：西蒙·墨卡多 (Simon Mercado)和朱莉·佩林·海洛特 (Julie Perrin H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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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西蒙 ·墨卡多是欧洲商学院英国伦敦校园院长 /主任。

朱莉 ·佩林 ·海洛特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负责质量、战略规划和
国际化的副院长 /主任。

新的议事日程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热情拥抱和鼓励

国际合作项目带来的联系和机遇。管理效率和良

好的治理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风险、实现利益最大

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混淆对国际合作项目

经营不善的合理担忧与对国际合作原则的敌意这

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应该建立最佳实践，加强

质量保证。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国际合作项

目的多样性与公认的认证框架进行更好的匹配，

反之亦然。不同形式的合作对于认证机构和合作

方自身将提出不同的问题，这一点是我们想要传

递的最清晰的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EQUAL.network，参阅《合作项目指南》。

www.EQUAL.network

认证问题

国际认证标准可以帮助教育机构在实施我们

建议的步骤和机制时提出正确的问题。许多认证

框架（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欧洲质量改进体

系、欧洲课程认证体系和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为我们提供了方向，为如何开展测试与建立标准

奠定了基础。

基于合作项目意味着申请认证或续认证的教

育机构或商学院对于学位课程的某些方面具有共

同控制或授权控制能力这一事实，我们对于国际

合作项目的关注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例如，在欧洲质量改进体系 (EQUIS)评估中，

它通常要求对商学院的合作项目正在如何影响质

量进行评估，这事实上也会间接影响 EQUIS的 

品牌。 

国际合作项目属于教育机构为提升自身国际

化水平而主动选择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展示出

是该组织战略发展的一部分，必须按照本土开展

的任何活动提出相同的质量和持续改进要求。

我们需要结合每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类别去

认识这些标准的意义和具体应用。例如，授权经

营协议通常不会涉及本土教授的调度，但是在协

助合作伙伴发展相应的师资、确认教学与评估标

准方面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

在‘学位流动性’（例如合作或双学位）这一类

合作项目中，如何评估学习结果至关重要。然而，

在价值更低的‘学分流动性’合作项目中，我们

或许没有必要做到事无巨细。

在‘离岸’合作项目中，除了课堂体验外学生

能否获得相同的机会与服务应该是我们特别关注

和质量控制的重点。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热情地拥抱

和鼓励国际合作项目带来的联系和机遇。

管理效率和良好的治理能够帮助我们降低

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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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TP programme – delivered by world-class teachers, for teachers –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you, as a business school faculty member, enhance  
your skills, capabilities and mind-set.

To book your place visit:  
www.itp-schools.com/programmes
Or for more information  
email: ITPatLBS@london.edu

International Teachers Programme 2019

Making good teaching great
Taking place at London Business School / academic year 2018-2019

Module 1   6-11 January 2019 Module 2   24-28 June 2019

“ ITP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academic  
experiences that I have had as a university  
professor. Learning with and from your peers  
from different management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is a rewarding and effective strategy.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ITP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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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弹性 
商学院

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
和本·伍兹 (Ben Woods)认为，商学
院应该突破传统的风险管理系统，建

立组织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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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商学院（以及它们的母体大学）在建立

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今天，它们在定义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方

面已经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并且以此为基础逐渐

建立了相应的决策文化。

风险管理责任通常集中在战略层面，这样就能

对决策时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监管和控制理念

在不断改进，使之更加审慎。利益相关者对事前

风险管理（基于预测而不是实际结果）的价值有

了更好的理解，商学院也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自

己的治理机构。今天，定期报告风险已经变得十

分普遍，商学院正在采用各种工具评估每一个潜

在风险。

商学院的这一努力得到了质量认证机构的有

力支持，尤其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是全球第一家将风险管理纳

入质量标准评估（参见 EQUIS认证标准与规则，

第七章）的国际机构。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动力正在衰

弱减退。仅有少数商学院欣然接受公司最佳实践，

而且还是以支离破碎的方式。用于支持风险管理

的预算拨款并不常见，这不仅不利于商学院发展，

而且将所有压力都转嫁给了早已超负荷工作的管

理者身上。

商学院默认的选择是将风险管理责任分配给

院长，而事实上对于商学院院长而言，他们更大

的收获来自使用产出而不是控制投入。

基于这些资源限制，商学院很自然地求助于业

已存在的、浅显易懂的流程。SWOT（优势、劣

势、机会与威胁）分析是最流行的工具，然而许

多时候风险评估也仅限于此。因此，风险管理始

终以财务为重点、汇报与财务周期同步也不足为

奇了。然而，有越来越多的高层决策者对此感到

不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积极的信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管理是环境的牺牲

品。每当发生危机、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时，绩效

与风险管理的关系最紧密。因此，管理风险被认

为是防止收入波动的一个手段。而当市场开始逐

渐恢复，风险管理与绩效的关系就会变得更远。

金融与主权债务危机后经济前景的改善给了商

学院更多的信心与自由，它们开始重新制订更加雄

心勃勃的战略。受到商业增长与财务盈余的蒙蔽， 

商学院领导者将风险管理抛之脑后。幸运的是，

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人经历了彻底的、出乎意外的

失败。

传统的风险管理鼓励人们将关注重点聚焦在

建立核心能力时出现的风险。这些风险应该是可

以预期和降低的，任何风险因素都应该尽力避免。

这一方法认同风险是可以细分的这一观点。然

而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宏观风险影响商学院经

营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再聪明的设计（例如尤其是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的风险管理框架），质量保

证体系也将导致行为的标准化。由一系列首选的

反应组成的共享最佳实践或许无法帮助我们有效

应对未来威胁或者防范系统风险。通用框架只能

使决策更加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EQUIS认证

采用的非指令性方法是一个积极的例外）。内部

治理很容易被事实上的合规文化所取代。

商学院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既不令人感到奇怪

也不代表它们的失职。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

报道（“为什么商学院没有变得更像企业？”2014

年 2月）认为，商学院正因为照搬所谓的卓越管

理教条（例如程式化的风险管理）而容易犯错。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计算机、通讯、证券

市场和摄影等领域“卓越”管理教条成为不可改

变的自然状态。在这些案例中，对理论的依赖固

然令人感到欣慰但是效率不高，因为它掩盖了机

商学院默认的选择

是将风险管理责任

分配给院长，而事

实上对于商学院院

长而言，他们更大

的收获来自使用产

出而不是控制投入。

打造弹性商学院  | 作者：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和本·伍兹 (Ben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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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弹性是最好的答案。

弹性组织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里

的隐含意义是积极的：为了提高长期的利润组织

需要有能力抵御冲击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样

的响应能力是领导力和文化的结果，再加上资源

网络与对待变革的前瞻性态度（参见弹性专家顾

问小组的优秀商业指南，2016）。

对于商学院而言，拥抱弹性意味着对教授、行

政人员和管理团队的充分授权，相信他们运用自

己的判断、经验和才华的根本出发点是组织的长

远利益，这也是商学院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

商学院对组织弹性的属性和指标应该都很了

解，但是尚未把两者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

相互支持，共同创造和保护价值。商学院中有许

多积极的案例，它们建立了研究网络，积极开展

学位课程合作，与非学术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展高

质量的研究，从而不仅使学生受益，而且也对社

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它们还通过建立各

种合作关系打破门户之见，聚集知识，产生新的

内部资源。

就压力而言，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以各种方式展

示了它们的重要性。合作网络节点上存在的善意

和信任或许将成为危机发生时某些特别安排的基

础。善于借助合作伙伴提供资源的商学院更有可

能维持令人满意的服务水准，因而对品牌的损害

也能降至最低。

被利益相关者认为是称职的危机管理者的商

学院将受益于不断增强的可信度，提升自信心，

推动业务像往常一样发展。认识到这些好处，商

学院管理者就会提前签订协议，使合作网络发挥

更大成效。

商学院院长已经意识到，商学院需要对市场事

件作出反应，然而要快速作出反应是困难的。嘈

杂的外部环境遮掩了早期的预警，因为这些信号

会，提供了对现状虚假的信心。

建议彻底抛弃传统的风险管理是鲁莽的。商

学院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创业精神，这使得决策

者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报

道（“未来课堂”，2016年 12月 13日）指出，商

学院再次掀开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其

中的许多决策完全可以运用传统的风险管理工具

进行改进，例如风险矩阵、风险成本会计和作业

成本会计以及其他一些统计分析方法。

其他一些风险更加隐晦、更加捉摸不定，破坏

性也更大。当然，更普遍的是技术风险，其影响

正以指数级速度蔓延至教育领域。尤其是，数字

化催生了知识传播的革命，许多商学院已经在充

分挖掘这一全新的机会。或许领导这一变革的是

那些最顶尖的商学院，但是毫无疑问，那些中下

游的商学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平等竞争机会。

知识“脱媒”正在以未曾预见的方式改变着教

育。传统的价值动因（例如“卓越研究”与“卓越

教学”）与核心能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具备分

辨机遇与威胁的能力，所有的不确定性看起来都

似乎很重要。因此，环境的复杂性将增加建模的

成本，降低结果的价值。

如果通过传统的风险管理镜头来看，我们看

到的一定是一幅风险不断上升的画面。如果管理

者采取防御态势，他们一定会得到原谅。但是商

学院无法放弃发展。在没有改变商业模式的前提

下，它们对稀缺收入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与此同

时，现金流波动也将随着牛市战略让位于熊市现

实而不断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进取型商学院面临着更大的风

险暴露危险。如果教育机构不能从风险管理的商

业逻辑中受益、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那么它

们或许可以通过利用闲置资源控制风险获得更大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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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失去重心，或者感受到它们的自主权受到了

母体大学不必要的挑战。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能

对机遇和挑战作出快速的、创新的反应。

在如此众多的商学院热衷于模仿战略和破坏

性竞争的环境下，打破因循守旧的能力将成为最

重要的竞争优势。对于那些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

需求而不断改进服务的商学院，客户自然会作出

更加积极的反应，因而这些商学院的投资回报率

也会更高。将决策权下沉不仅可以帮助避免成功

惯性，而且能提高绩效。

外部治理对建立弹性文化将发挥建设性的作

用。将弹性纳入最佳实践，认证机构可以在个体

和集体两个层面提高风险检测和态势感知的水

平。这包括使用临界值理解风险容忍度，应用网

络分析确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监督将变得更加

有效、更有针对性。

组织弹性还告诉我们，一个阶段的能力将提高

下一阶段观察到该能力的概率。

传统的风险管理使实务者认为生存是财务冗

余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依然是事实。然而，

拥有庞大的战车、能轻易抵御危机并不等于组织

弹性。

能成功抗击极端的外部或内部冲击，才是组织

弹性的标志。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显示，那些果

断行动、能从更加广义的视角理解资源的商学院

从长期看是更健康的组织。

展望未来，资源的丰富性与使用资源的意愿将

成为达尔文进化论最关键的补充，也是区分弹性

机构与脆弱机构的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也给母

体大学强行要求并控制预算盈余的能力增加了自

然限制。

有关作者

乌尔里奇·霍梅尔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质量服务中心主任，德国欧洲

商学院 (EBS)金融学教授。

本·伍兹是德国欧洲商学院 Helikon战略与研究合伙公司执行合伙人。

通常是隐蔽的或者被误读。这意味着，最好的情

况是机会在后期才被发现，但是最坏的情况是，

风险被忽视，变成不断蔓延的真正威胁。

做好变革准备有助于提高组织抓住机会、规避

风险的能力。这样的准备从教授、行政人员和管

理团队理解商学院的优先事项开始。应急计划和

压力测试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可以帮助商学院

为一般事件做好准备，并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场

景建立相应的能力。

认真思考一件丑闻对商学院的影响与花时间

制订战略满足需求的突然暴涨同样重要。理想的

情况是，商学院应该拥有大量的数据支持这些流

程（招生记录、学生满意度和教学评估、课堂出

席率、工作量、排名和认证反馈等等）。它们提

供的独立信号经过汇总整合，能为早期预警与长

期规划提供帮助。

组织弹性鼓励商学院院长建立分权决策的文

化。因此，弹性商学院在源头就能监控风险，而

打造弹性商学院  | 作者：乌尔里奇·霍梅尔 (Ulrich Hommel)和本·伍兹 (Ben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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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刘易斯 (Marianne Lewis)认为，商学院院长应该应用
‘悖论’法处理领导商学院过程中出现的冲突

商学院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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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的悖论  | 作者：玛丽安娜·刘易斯 (Marianne Lewis)

商
学院与任何行业、社会以及我们的个人生

活一样，也会出现各种矛盾。让我们先来

看一看一家商学院院长优先考虑的事项吧。

•  创办一家能创造知识、启发学习和影响实践

的学术机构，同时持续增加收入，以满足不

断上升的成本、支持大学雄心勃勃的计划、

实现再投资。

•  开展并奖励世界领先的研究，鼓励教授积极

参与学生体验的提升、大学联盟以及外部合

作关系。

•  推动创新，应对数字技术、职场和宏观经济

中出现的颠覆性变化，确保课程和系统符合

国家、认证机构与大学的要求。

通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我发现，那些世界领先的

商学院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领

导者在面对这样的冲突时善于平衡，而是善于应

用悖论法。

面对激烈的冲突，我们的天性是寻找有序性与

一致性。当我们遇到困境时，我们会反复衡量利

弊，最终进行各种平衡。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孤立和紧迫的，这样的传统方法或许可以行之有

效。例如我们是自己开发课程还是与合作伙伴进

行合作；我们是自己建立能力还是外包给外部专

家来满足新的需求？

然而，对于那些更加复杂、反复出现的问题，

就像我们在文章一开头的清单中列出的问题，如

果我们继续采用传统方法那么就会适得其反。我

们或许今天进行决策，然而深层次的矛盾将日益

加深，并再次浮出水面。此外，偏袒一方将引发

戒备之心，抑制创新、分化阵营、瘫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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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简要分析每一种类型的商学院

冲突，用于说明如何实际应用悖论法。

绩效悖论

由于商学院面临相互矛盾的绩效要求，绩效悖

论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不断强化）。我们经历的

更广泛、更显著的冲突是学术与财务责任之间的

矛盾。分开来看，每一个要求都是合乎逻辑、可

控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并列放在一起看，它们各

自独特的需求又是矛盾的，需要不同的实践和思

维，会引发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虽然具体而言每家商学院的使命不尽相同，然

而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通过知识创造启迪学习、

影响实践、改善社会。此外，环境因素 - 例如不

断加剧的收入不公、宏观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不稳

定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这一切进一步放大

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将带来的潜在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公共资助的减少和成本的上

升，财务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用平衡的

方式处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一场激烈的争论，

哪些重要事项应该得到优先考虑 — 招生增长与

质量、研究支持与大学贡献，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那些带领商学院不断走向繁荣的卓越领导者将悖

论看成是学习的机会，他们从痛苦中寻找快乐。

这些矛盾型领导者身上所体现出的自信与谦卑让

人联想起儒家智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相反，我发现成功的领导者将复杂的冲突看成

是建设性的悖论。所谓悖论就是相互交织、持续

存在的矛盾需求。这些预期、角色或身份将我们

拉向截然相反、但又紧密相连的方向，相互作用。

道教中的阴阳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这一问题。 黑暗

与光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黑暗定义光明。我

们的背景越是黑暗，一丝光线发出的光亮就越是

强力，反之亦然。 

文章开头列举的例子映射了整个行业反复出

现的商学院冲突：绩效悖论、组织悖论和学习 

悖论。 

•  绩效悖论源自不同利益相关者提出相互矛盾

但又相互交织的要求，例如学术与财务责任。

•  组织悖论源自聚焦与授权以及协调与效率之

间的平衡，使教授角色在研究、教学与社区

服务等方面相互矛盾。

•  学习悖论源自商学院日趋动荡的环境下秩序

与变革、创新与规范以及新与旧之间的冲突。

悖论法能帮助领导者和他们的组织有效应对

这些冲突。我发现优秀的领导者持续采用以下三

个步骤：

第一步，重新界定问题。面临非此即彼的困境

时，他们考虑的是那些对立的因素如何通过更富

创造性的辩证思维可以相互联系、相互交织。

第二步，对相互矛盾的要求采取区分与联系

相结合的方法。区分意味着在对立地带建立相互

尊重、相互欣赏和必要的能力，而联系能帮助了

解它们的共同利益，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依 

存性。

第三步，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注重平衡。通过不

断的调整，领导者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和同事的信

心，建立起与他人合作、虚心向他人学习以及有

效领导冲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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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法可以更加突出相互依存性，为更多创

造性协同增效和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悖论法从重新定义冲突开始。可持续发展是

矛盾的。学术卓越能激励教授，促进学生学习，

吸引捐赠、政府资助和优秀学生。而财务绩效能

确保再投资，支持创新，实现学术卓越。

区分与联系各自针对相应的活动。例如，鼓励

教授追求学术卓越可以帮助商学院聚焦最重要的

事项。同样，持续加强财务能力、理解与纪律将

有助于商学院提高影响力与资源分配的透明度。

随后的沟通应该着重强调商学院的学术与财

务责任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最后，平衡将带来持

续的学习。各种冲击与估计不足在所难免，需要

对次重要优先项目不断的重新排序。反馈与持续

改进的文化、共同庆祝胜利将有助于培养集体抱

负、谦恭与适应能力。

组织悖论

组织悖论源自结构与系统在聚焦和分配角色

的同时需要兼顾协作与效率。在组织层面，商学

院院长面临集权与分权、标准化与灵活性之间的

冲突。在商学院，对于这样的冲突感受最深的一

定是教授，他们需要在研究、教学和社区角色三

方面都做到表现优异。

理想的状况是，这些角色可以协同增效，建立

与发挥一个人的思想领导地位。我们通过开展研

究创造知识，然而与各类学生、高层经理分享这

些知识，并获得反馈与认同。这一过程构成了支

持商学院发展并帮助教授建立充满意义和生机的

职业生涯的“三腿凳”。

然而，这样的协同增效充满挑战性，在现实

生活中并不常见。研究，尤其是数据分析与论文

写作阶段，需要大量的而且是独立的时间投入，

与此同时教学任务与社区服务几乎又是贯穿全年

的。而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冲突。

商学院院长都十分清楚，一方面公众对学术

论文缺乏相关性的批评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对教

授教学与影响力的监管和制度要求也在不断上

升。而外部的教授市场 — 以及他们的薪酬 – 依

然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论文。具有同样讽刺意义的

是，对这些研究的评估也是相同的国家和机构监

管者。

此外，将研究等同于学术论文这样的短视行为

将损害个人福祉、院系团结和商学院可持续发展。

学术文化与身份将通过博士课程、求职和薪酬调

整这一传导机制进一步扩大差距。其结果是，非

研究型教授感到被边缘化，而增量式论文在增加

数量的同时会扼杀更具风险的创新，阻碍更加激

进的变革。

区分教授角色可以凸显他们的独特价值、争取

相关的支持，而联系角色则有助于教授建立和发

展自己的思想领袖地位。例如，我们卡斯商学院

制订的教授卓越战略不仅阐明了我们对每一个领

域的期望和支持，同时也提供了实现卓越和进步

的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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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它也为教授提供了自由分配工作生活

的途径，例如通过工作量与时间安排调整。然而，

我们卡斯商学院也试图将不同角色联系起来。在

修改我们的使命时，我们强调卡斯商学院的目标

是成为思想领袖，我们需要向学生和社会展示严

谨研究与求知欲的价值。

将教学和高层经理培训与研究联系起来还可

以获得重要的反馈，帮助提高研究的相关性和影

响力。这些努力一定是动态的。平衡意味着需要

我们认识到个人的研究、教学与社区服务的相互

作用，并以此推动个人与集体学习。

学习悖论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这不足

为奇。学习同时带来创造与毁灭，长期以来哲学

家一直在探究这些悖论。更直接地说，在商学院

我们经常会面临继承传统与推动变革、尊重与挑

战专业知识、满足今天的监管要求与促进明天的

创新这样的冲突。

这些学习悖论与绩效和组织悖论交织在一起。

我们如何满足要求、履行自己的角色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学习的能力。

很多时候，确保纪律与一致性的努力往往与

培养授权和敏捷文化的努力相对立。在高等教育

这一风险厌恶、高度管制的世界，国家法规要求

与集中的大学流程随着时间逐步建立，强调前者

重于后者。结果是许多机会错失。

有关作者

玛丽安娜·刘易斯教授从 2015年起开始担任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院长。
2009-2015年期间刘易斯教授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负责本科课程的副 
院长。

不断加强控制只会带来停滞不前与不信任，抑

制创新，降低效率，使高绩效员工感到沮丧 – 所

有这些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高度

竞争与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是背道而驰的。

在表现卓越的企业与商学院，进行相关的区

分与联系基于它们对即兴式和仆人式领导力的辩

证理解。即兴式是指所有规则必须有利于创造力。

如果应用得当，流程、目标和预算可以为优秀的

人才提供试验、创新和发展的边界。

与注重过于复杂的规则、明确界定如何实现

目标的微观管理不同，即兴式领导注重建立与愿

景目标相一致的简单明了的边界。同样，仆人式

领导与官僚式领导或者微观管理者有着本质的区

别。这些矛盾型领导者不断简化各种边界，使它

们在战略上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从而对优秀的

人才进行更好的支持、指导和认可。

总而言之，在冲突日益成为商学院一部分的

今天，学习如何有效应对矛盾至关重要。悖论法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冲突，建立辩证思维；探

索路径，区分和联系相互对立的要求；重视平衡，

不断调整与学习。

在我第一次担任院长之位时，我主动求教于

同行，邀请其他商学院院长分享他们的挑战与建

议。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信息与我的研究高度一

致。绩效、组织和学习悖论相互交织，反复持续。

事实上，许多商学院院长反复告诉我，正是这些

冲突使院长工作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在我的研究中我也发现，那些带领商学

院不断走向繁荣的卓越领导者将悖论看成是学习

的机会，他们从痛苦中寻找快乐。这些矛盾型领

导者身上所体现出的自信与谦卑让人联想起儒家

智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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