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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的巨变中，几乎所有有关人类行为、行为方式和动机的
事物都发生着变化。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人们的心理，也就是常
说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这些变化的推动力是以特定模式、突然爆
发和波浪的形式发展的投资、创新和替代过程。谁懂得这些动
力，谁就能在不断演进的生存竞争占据优势，就能在世界新秩序
中赢得一席之地。 

在本期和以后两期的《马利克论管理》中，我将探讨管理人员在
迎接这个时代巨大挑战时可使用的新工具和新方法。

马利克 

2010年8月 

 
于圣加仑 

Malik Management Syst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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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大变革浪潮

1.  心态和思维方式

关于21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我在《马利克论管理》已讨论了一
段时间。这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是一种
广泛的、系统性的危机。尽管经济还会增长一阵，但是这种危机
将持续上演。

这次变革正将20世纪的世界旧秩序转变成21世纪的新秩序。如
果人们不愿意抛弃旧的思维方式，转变就会很困难，但如果人们
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方法和工具，变革就比较顺畅。政府实施
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就是旧的思维方
式的根本体现。而当前发生的事件无法从旧的思维角度理解。 

在本期和下几期的《马利克论管理》中，我将探讨这场巨大变化
背后隐藏的推动力。几乎所有事情都会随着这场巨变发生变化，
包括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动机。人的心理也会改变。人类的心态
和思维方式也将发生根本的转变，事实上已经与两三年前有很
大的不同，而大变革尚未接近尾声。

琳达 佩尔茨曼（Linda Pelzmann）教授在前两期中提出的心理
因素—尤其是心态—是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不具备这种认知
能力，就很难理解这场变革。因此，我很愿意再次向读者阐述心
理学界权威的观点，同时也衷心感谢佩尔茨曼教授对《马利克
论管理》的贡献。从众多的来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读者对领
导者的角色和职责有了全新的认识。

2 .  变化浪潮中的常数

变化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变化既不完全是任意随机的，
也不完全是规划设计的，而是诸多方面在不同程度和比例下不
断变化的结果。社会系统属于人类尚未认清的“自发系统”的一
种，有自我存续和进化的特点，我曾在“公司政策”一期中论述
过。
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样复杂的系统，它们仍属黑箱。然而令人惊异
的是，无限量的因素和影响力之间的超复杂相互作用导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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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呈现出系统模型和动态结构，通过特定的动态系统分析工具
可以观察到这些模式和结构。这相当于发现了新大陆，即复杂系
统的知识大陆。这就是本期专门讨论的内容。
本期《马利克论管理》讨论的21世纪巨大变革是当代最重要最
有趣的主题之一。讨论重心是战略地图中代表巨变的极为复杂
的领域，包括已经发生和尚未出现的巨变，以及巨变产生的动力
和最可能的发展方式。
讨论涉及到作为任何策略中独立于解决方案的阿基米德点的客
户问题和下图2、4、5、6、7框中的创新和替代进程之间的系统
关系。 
谁拥有知识，能透过事物表面在不断变化中发现不变因素，谁就
能在竞争和生存中占具巨大优势。实际上，这种知识对于找到事
情的解决办法是必不可少的，是立足世界新秩序的救生工具。 
企业家和管理者可以利用变化来定方向，甚至可以用他人无法
理解的方式利用变化的复杂性来为自身谋利。认识了这些变化
背后的复杂性及其推动力就找到了新解决方法的起动机、引擎
和加速器。 

图1：发现巨变背后推动力的战略地图

我常和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讨论如何正确应对这场巨
变等复杂问题。这是我们的主要论题之一，而德鲁克是为数不多
的我能与之探讨技术与知识、发明与创新之间相互关系及其成
功营销策略的人之一，他是拥有渊博历史知识的罕见人才，而没
有这种知识就无法将思想转换成实用技术。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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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遍联系的模型…

“普遍联系的模型”是格利高里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
《思想和自然，必要的统一》一书的主题之一。贝特森是现代控
制论以及通信和进化理论的先驱。他质疑道：“学校为什么几乎
不教授普遍联系的模型呢？”
我很久以前就开始注意到的一些这类模型，有一次偶然知道了
由意大利物理学家西泽尔 马尔凯蒂（Cesare Marchetti）首次提
出的有关技术和社会变化的S形曲线模型的系统研究方法。那是
在1970年代末，我马上意识到他的研究与总体战略问题有极大
的相关性，也注意到了他用于分析复杂系统的仿生学逻辑方法。
由于长期以来我对古罗马、中国等古文明直至现代社会中文化与
技术之间相互关系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很容易领会马尔凯蒂理
论的内涵。从古代文明使用的灌溉技术、宏伟建筑和军事组织思
想，到现代实验室的系统方法、革命性的协同整合社会技术，这
些对解决问题、决策和管理巨变都十分有用。这一点在前几期《
马利克论管理》中也有论述。
西泽尔 马尔凯蒂和彼得 德鲁克都是这一领域卓越的思想家。二
人都是一流的艺术专家和鉴赏家，他们把艺术的演变作为指引
历史环境变化的可靠指标，如同社会变革的征兆 - 而很少人能
察觉到。我也常常邀请马尔凯蒂来做客讲座和研讨会，和他交流
总是让人兴奋。他现在居住在托斯卡纳（Tuscany），参与一项研
究莱昂纳多·达·芬奇生活和事业的独创性课题。
马尔凯蒂从历史事件的无数细节中，成功地导出了隐藏于复杂
变化过程中的模型和动态结构。尽管马尔凯蒂研究的3,000多个
案例中的变化过程横跨了几个世纪，但结果呈现出了完美的节
律，就像指挥家在指挥交响乐一样，即一种“隐形控制系统”，依
次从最初思想萌芽到市场商业饱和然后被后来者替代更新，操
纵着发明、创新、替代和利用的伟大历程。
我凭直觉理解到，对这种变化和重组过程的阿基米德式的结晶
点就是内在的、独立于解决方案的用户问题。我在与Aloys Ga-
e lwei l er合作的战略方案中将客户问题作为一个固定点。同样，
我也意识到，了解了变化浪潮就有可能在浪潮上冲浪，发现联系
所有系统和子系统的模型，预测浪潮的来临并驾驭其威力。突
然，人们在过去看似随机或无关的现象之间发现了意义和联系，
让人们可以恣意畅游。
我忽然发现了“独立于解决方案的用户内在问题”的一个新的
方面，因为阿基米德点不单纯是与特定个体或目标群体相关的用
户问题，而是涉及到全社会。显然，研究的焦点可以转移到内在
的社会挑战上，例如生存、进化适应、生存能力以及功能整体
性。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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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们也会被取代…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将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改变为另一种
不同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在每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
变革面前莫不如此。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能够持续到永远。每个方案都是暂时的，都有一定限期，因此只
在某个阶段具有重要性。同样，从来没有哪种产品能永远独霸
市场，因为总有替代品出现。
因此，战略的思想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公理基础上：
“现存的一切都将改变，即使我们目前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改
变。”
这就是所谓的“自我重建”系统。上述公理还衍生出第二条战
略性公理：
“尽管我们不知道怎样或者何时被替代，但是我们终会被替
代。”
与先前的解决方案一样，所有后来的方案也摆脱不了终将被取代
的命运，因此一种产品距离内在的用户问题越远，这些公理就越
具有相关性。下面的技术变化图是很好的说明。

1956年

5MB的IBM硬盘 

2009年

最大的U盘，256GB，可存储374
部电影、44,000首歌曲

图2：技术的变化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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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造性破坏

上述公理与一个关于变化的主要概念相一致，即奥地利经济学
家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Schumperter）提出的“创造性破
坏” 概念。熊彼特是第一个，也是当时仅有的意识到了更新换
代在经济活动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早 在
1912年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就有论述。这一思想也形成了
他的经济理论核心。借尼采作品中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Zara -
thustra）之口，该思想得到了提升，更具说服力：“要成为一个创
造者，无论善良还是邪恶，他必须是一个破坏者，还要打破旧的
价值观。”

在其他经济理论中，把企业当成社会的生产性子系统、把企业家
当作企业的遗传编码的思想几乎不存在。这些理论充斥着价格
与成本、商品与金钱、利润或功效最大化、极端理性经济等论
题，而对进行革新和风险投资、用贷款融资并真正创造并推动了
经济活动的个体却只字未提。古纳尔·海因索恩（Gunnar Hein-
sohn）和奥托·施泰格尔（Otto Steiger）后来在其著作《产权经
济学》及之前的论文11中阐述了与熊彼特思想类似的理论，详见
往期《马利克论管理》。

于是，我们看到了变化力学及变化的发展模型：复杂的、非线性
关系几乎总是以S形曲线呈现；通常可以在早期确定曲线的等式
参数，以其他方法无法做到的方式为重要的、长期的战略决策提
供坚实基础。

 

1 海因索恩 在1984年的“财产、父权和金融经济”一文中阐述了这一论题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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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大变革的发展模式

上图取自我的《公司政策》一书，图中展示两条有交汇的S形曲
线，一条代表当前成功潜能，另一条代表未来成功潜能。两者都
能解决同样的内在客户问题，但解决方式与图1中阐述的方式有
很大不同。 

按照马尔凯蒂的研究结果，经济和社会都是“学习型系统”，但
也是“遗忘型系统”，因为旧的元素总会被新元素取代，且不断
地适应、发展，因而即使旧的东西被永远消灭，也总能产生并吸
收新的行为、知识、工具和方法。

大量的生物行为科学研究表明，S形曲线是成长过程和学习过程
的特点。这些转变过程就是思想（具体表现为发明、创新并最终
体现为产品和服务）通过市场机制支配人类行为的方式，然后从
社会消失。

这些过程包括我的《公司政策》一书概述的主控程序。社会系
统通过主控程序在长期进行自我构建和自我管理，这样才能保
持稳定，获得一个定位点。 

实际上，人们很少对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变感到惊讶。只有无法解
释征兆的人才会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不了解操纵这些转变的潮
流。只有狂妄自大、否认变化的人才会感到诧异。那些声称主宰
事物而不接受现实的人本身及其决定也是受自身规则支配的庞
大体系的一部分。S形曲线是让我能够在21世纪巨变早期预测到
世界新旧秩序转变的基本理论之一。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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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S形曲线交响曲：准确地预见未来

西泽尔 马尔凯蒂在研究中分析了极为复杂的系统，几乎从所有
案例中都得出了同样的令人惊异的模型和相互关系。 

本期选取了西泽尔 马尔凯蒂在各领域的少数案例，其中融入一
些我个人见解，以阐述该基本模型及其普遍适用性，让读者了解
一下复杂的自我重建系统中控制变化过程的法则。有关仿生学体
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不在此论述。其他更加复杂的应用将在以
后的《马利克论管理》中说明。

马尔凯蒂的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汽车业、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能源供应系统、城市发展、艺术与科学生产、人口与生态系
统、气候问题以及发明创造大爆发的动力学。 

S形曲线也称为对数曲线或函数，是良性、自然增长过程的基本
模型。增长初期较为缓慢，然后以指数方式递增，达到平衡点后
逐渐平坦，最终在市场饱和后水平发展。良性的增长过程呈S
形。其他类型的增长，尤其是在经济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线性发
展，都是控制不当的异常发展，如癌症一样。

无需任何计算，只要知道S形曲线的存在，我们就能神奇地得到
与传统预测方法完全不同的前景透视。模型预测法并不是预测
单个因素，而是预测整体模型后再仔细考察个体模型因素，即抛
弃了传统的线性推断法，转而研究复杂系统行为的模型。22 

7.简单增长过程

第一个实例来自自然界：向日葵的生长。向日葵从幼苗长到2.5米
需要85天的时间。当然，其他生物的生长时间和参数各不相同，
但健康生长的模式永远是相同的。例如，实验器皿中的菌落需
要4-5天以S形模式生长才能布满以平方厘米计量的整个实验器
皿。 

2 大多数人只知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是一个极端自由
主义的经济学家，他更重要的贡献是有关复杂现象和自发秩序的理论，我曾在
1976年的博士论文《复杂系统的策略》中借鉴过，它也从根本上为我的管理理论
打下了基础。哈耶克在《哲学、政治和经济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
tic s and Economics）（1967年芝加哥出版）的“解说的度”一文中研究了模型解
说和模型预测。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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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预测”生长过程是可能的。很多
情况下，即使少量数据也足以大致预测三件事情，这对商业策略
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生长停滞的绝对数量水平；2)  平衡点在
S形曲线中的位置 （决定增长率的关键）；3)  整个过程需要的
时长。因此，根据增长模型，就有可能预测市场和销售量、增长
率以及达到这些水平需要的时间。 

这些定位标志对于战略决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类预估的
统计精度往往令人震惊。但在实际应用中，有些人并不认为这有
多重要，他们热衷于论证S形曲线无法做到某些事。毕竟，总是
有人只对指出哪些事情无法做到感兴趣。与所有方法论工具一
样，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了解其局限性与探索这种模型的益处
同样重要。 

在某些界限内，系统模型本身比统计精度更重要。例如，当生产
能力达到市场饱和的程度时，不必马上做出关键性决策，可以等
上数十年。谨慎的做法是进入市场与市场共同成长，而将风险性
决策推迟到最后的时机。沿着曲线前进，个体数据元素变得更加
精确；当然也可能出现整个模型趋于不稳定，向全新的方向发展
的情况。两者都提供了定向点，没有定向点人就会迷失方向而做
出冒险主观的决定，包括什么也不做，多数情况下，放弃决策是
最危险的做法。

图 4：健康的向日葵生长图

社会技术系统中也存在相同的模型。例如，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在1950 -19 9 0年间汽车产量的绝对增长率（下图左上所示）
，1990-2005年间数码相机市场的占有率。观察这些数据，再联
想到S形曲线，你马上就会从中发现这条曲线。

也许会有人反对：这些例子都来自过去，是后知后觉。尽管这是
事实，然而这些模型出现得如此频繁（几乎一直存在），因此，
这种情况一定是真实的，被人发现之前确实存在着。问题是，在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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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资料时应该在什么点上得出什么结论。在复杂的案例
中，手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宝贵的。 

图5：其他增长曲线实例

左下图显示的是欧洲哥特式教堂建筑在200年间的增长模式，
以完成的教堂的累计奠基石数量来计算。另一个例子（右下图所
示）是石油储藏量的勘探与开采数据（部分为真实，部分为预
测），呈平行的双S形曲线发展。曲线记录的数据从大约1900年
开始，但发展趋势可追溯到1850年，因此跨度约为200年，与哥
特式教堂建筑的区间相似。累计勘探与开采量的饱和点很可能
在2020 -2030年间的某一时间点达到，对当前的假设具有重大
意义。

最后一个是关于莫扎特的作曲产出率，以累计作品量表示。与马
尔凯蒂研究的其他艺术家和科学家（包括巴赫、玻耳兹曼、波提
切利、丁托列托和莎士比亚）一样，莫扎特的曲线也遵循同样的
逻辑函数模式。莫扎特35岁的时候就已完成了他一生中96%的创
作。

显然，这一模式的意义会让人沉思，但并不是本期《马利克论管
理》主题。这里想要说明的是：S形曲线在世界万象中普遍存在，
并且可以从中得出战略性的结论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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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莫扎特作品的产出率

在下期《马利克论管理》中，我将讨论更为复杂的双重及多重替
代过程实例，即图6中的战略地图。在考察基础设施和能源时，我
们将讨论曾在过去推动了巨大变革、而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重要
发明和创新过程。这些过程先于经济的发展，是影响着康德拉
季耶夫周期的长期未被发现的浪潮。以下讨论康德拉季耶夫周
期，因为它与未来数月将发生的金融市场大事有关。

图 7： “深海流”，发明、创新和替代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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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德拉季耶夫对吗? 长期经济周期的规律

为了评估经济形势并采取正确的行动路线，有必要了解一下康德
拉季耶夫周期或长期经济周期。现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知
之甚少或闭口不谈，因为这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数学方程式。然
而，这些周期的确遵循着自然规律，增长并非永恒而平均，而是
像季节一样循环往复。 

自1980年代起，我一直在讲马尔凯蒂和康德拉季耶夫，我注意
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听课管理者和企业家会发出“啊”的感叹，
似乎突然领悟到长久思考的东西。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我所讲
的很可笑，认为人能够根据自己意愿和设计构造一切。剩下三分
之一的人会认真关切地思考。我在1993年6月的管理通信中，详
尽地分析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及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
响，也研究了与经济周期相关的心理因素和大众心理，琳达 佩
尔茨曼博士提出过相关灼见。 

1920年代，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 康德拉季耶夫研究发现，物价
波动以隐秘的形式操纵着短期经济周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一套全新的理论，即经济发展存在一个从头至尾持续约57年的
长期、波状运动。 这里不讨论有关该理论的某些统计问题，因
为这些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

面对日常事务和剧烈变化，想要在复杂和重大战略决策中找到
路标和基本模型，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
康德拉季耶夫共研究了四个历史时期：

1722–1784  62 年

1784–1842  58 年

1842–1896  54 年

1896–1949  53 年

这四个时期与马尔凯蒂观察到的发明和创造大爆发时期惊人地
吻合（下一期讨论马尔凯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思想、发明、
技术、创新及企业营销等潜在动力的经济后果。

如果历史能够重复上述周期的话（我在“系统情景假设”一文中
认为很可能会发生这种结果，对其反应也因采取的新旧方法不
同而异），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应始于1949
年，1980年达到增长平衡点，自2000年进入平稳期，而后趋于下
降，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到2013至2015年。 

具体日期的不同取决于以最长还是最短的K周期作为预测根据，
但从实际企业管理角度看日期的差异并不重要，因为在一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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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K周期的末端，下一个增长阶段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行业当
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特点是长波浪，因此经济上行多年以
后，才会有引起公众注意的明显增长。

过去，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和心态。现在，有了像
Syntegration(协同整合)这样的新方法，可以在三天半的短暂时
间里积极影响人的心态，因此用户常称之为“神奇的方法”。全
面应用这种革命性的创新方法不会立即改变经济现实，但能够
从根本上改变公众的心态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这方面，历史不必重演。

9.  自我解构与自我创建体系
 
过去所有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有一段持
续时间较长的大牛市，然后在平台期逐渐消失，紧接着是大熊市
和股市崩盘。在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股价比峰值暴跌
70%，第二个周期80%，第三个周期50%，而第四个周期的跌幅达
90%。在第五、甚至第六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也普遍出现了
股价下跌，但仍然带来了惊喜，因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呈现持
续繁荣景象。在经济体系内发生已久的大变革深海流无法从表
面的经济数据上读取，或者没有放在正确的环境中读解。 

我们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悲剧之一（在某些方面并未弄清）是金融
市场的过度行为是实体经济波动的几倍。无论政府、央行、财政
部和其他机构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市场过度行为都已把经济
衰退变成了经济大萧条。金融业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在K周期
上渐行渐远，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以超出实体经济的资本和
商业需求3-4倍的量对外贷款。

与一般看法和经济理论相反，金融市场不再是真正经济意义上
的交易市场，因为供求法则已越来越不适用了。股票价格越上涨
人们越想购买，而越下跌就越想抛售，不惜任何代价。实体经济
市场的状况刚好相反：番茄或汽车等实物的价格越贵，销量越
低，反之亦然。在实体经济中能自我调节的价格变动到了金融经
济里变成了自我毁灭式的上涨。

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债务过度积累，而这种债务不具备生产力，只
在金融体系内制造泡沫。贷款无法收回本息，最终不得不在通
货紧缩过程中一笔勾销，导致大量的企业和政府破产，更多时候
带来十年以上的经济停滞。 

http://www.malik-mz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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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尚不明白，为何早期发现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马尔凯蒂
的发明和创新周期都大致为55年。但不管怎样，这都与人类世世
代代学习、教育和遗忘的方式相关。 

这些时间常数似乎也起源于大众心理3现象和社会心态，这是一
门全新的叫做社会经济学4的研究课题。这一学科已经产生了引
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如果正确的话，将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
革命性见解。社会经济学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假设：应当推翻起源
于经典物理学的社会系统的因果观念。因此，人类行为的原因或
理由并非外部事物，而是人类自身的内在因素，即：无论外部条
件如何，都是大众心理现象支配行为。根据现有调查结果，人们
内心的摇摆不定，从集体乐观到集体悲观，或由悲观到乐观，决
定着人们对事物的集体看法和理解。而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也不
尽相同，取决于他们对特定事件持积极还是消极态度。这是典型
的控制反馈环，不过跟经典物理学理论刚好相反。 

3 琳达 佩尔茨曼（Linda Pel zmann）, 《马利克论管理》11/2002, 大众心理的胜
利；《马利克论管理》02/2003, 集体恐慌；马利克、Constantin, 2010年, “领先
于变化—大众心理和控制论怎样改变我们的统治方式 ”法兰克福Campus博士论
文, 2006年4月

4 小罗伯特·R. 普莱切特（Prechter,  Robert R. Jr.,  ）1999年《人类社会行为的波
浪原则和新的社会经济学》（The Wave Principle of Human Socia l  Behaviour 
and the New Science of Socionomics）；Gainesvil le  John F. Casti,  2010, 《心
态很重要，从女裙变长到世界大国的崩溃》（Mood Matters ,  From Rising Skir t 
Lengths to the Col l apse of World Powers）纽约

http://www.malik-mzsg.ch


16

读者服务

如您对本期内容有任何问题/反馈

请联系： 

瑞士圣加仑马利克管理中心上海分公司

电话：0086 21 6341 0547

传真：0086 21 6322 9249

邮箱地址：eugene.tang@mzsg.com

《M.o.M通信》在线

如您已订阅《M.o.M通信》，您即可登陆马利克在线网站：

 ✁ 下载自1993年7月以来所有出版的德语版PDF的《M.o .M通
信》

 ✁ 在M.o.M论坛与弗雷德蒙德.马利克教授及其他订阅者进行
交流

 ✁ 对2008年以来出版的可修改版《M.o .M通信》进行在线修
改，并加入您的个人笔记

 ✁ 进入马利克管理系统在线导航

 ✁ 以及获取其他更多信息

订阅者每月将收到关于个人登陆信息的通知邮件。如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电话0086 21 6341 0547或 eugene.tang@mzsg.ch

其他产品

 ✁ 英语版《M.o.M通信》：可供您设在国外的子公司或国外的客
户，同事和朋友阅读。

 ✁ 《M.o.M通信》有声产品：自2001年3月起的CD和MP3都有
货。皆为作者亲自朗读。

 ✁ 《M.o.M通信》DVD《新上任的前100天》：为新上任的人提
供的一些建议。更换工作或职位变化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
极其关键的阶段。必须尽可能避免犯错。

 ✁ 《M.o.M通信》IPOD：提升个人管理能力的全新方法

 ✁ 职业生涯：管理者必须系统化地作出的重大决策，从而
为生活和职业指明方向。

 ✁ 管理的有效性：各个机构的管理者如想卓有成效所必须
掌握和运用的管理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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