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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知识是为了预见，而预见是为了拥有力量‛，奥古斯特.孔
德(Auguste Comte)1的名言准确地概括了展望活动的主旨和要点，
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一领域的宗旨。为了
维护世界和平与营造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化氛围，教科文组织通过
其在教育、科学、文化以及信息通信领域的积极行动，力争促进
知识的创新、传播、使用、应用和保存，真正发挥了对话和知识
社会的力量。
继承以往政治和哲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人文精神，教科文
组织早在 1945 年就在其《宪章》前言中明确了自己极具挑战性的
目标，就是要通过推动国际合作来实现其核心原则和愿景：‚因
为战争源于人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就要在人们的思想中构建和
平。‛这就是教科文组织的愿景，就是教科文组织的展望愿景，
也就是汇集所有利益相关者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愿景——包括成
员国、民事社会，还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和积极参与的公民。
作为法国展望学派的创始人，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2完
全支持这样的愿景。这也不奇怪，他本人正是 1946 年教科文组织
第一次大会中法国代表团的成员，当时参会的还有莱昂.布吕姆
（Léon Blum）3，勒内.卡森（René Cassin）4，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5、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 ）6
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7。
65 年多的光阴荏苒，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已经拓展到很多新的
领域，目标也更远大，但始终坚持着广泛性和多样性的初衷。今
天，因为察觉到我们的未来危机重重，我们必须着眼未来，这不
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未来而且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全球面临
1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创始人，主要
著作有《实证哲学课程》
、《实证政治体系》等。
2
加斯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1896-1960，法国哲学家、未来学家，展望学的创
始人。
3
莱昂.布吕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任三届法国政府的总
理。
4
勒内.卡森（René Cassin）：1887-1976，法国政治家，1968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5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诺贝
奖得主，居里夫人的丈夫。
6
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 年，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创始
人，主要著作有《地理环境和人类进化》
，《为新史学而战》等。
7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1952 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主要著作有《血与肉》
，
《爱的沙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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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种危机严重威胁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富强和我们的安康：
气候和生态危机；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地方性的贫困；农
业危机；能源危机。所有这些危机相互关联，威胁着世界的和平，
这需要全世界不同价值和种族的人们团结一致来应对危机。
作为多边合作的促进者，教科文组织植根于现实，力图用理
念、价值和标准来改变现状，并构建全球化的道德和知识基础去
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世界。如何将这样的愿景转化成行动？
那就需要在我们期望的未来和可持续、可实现的未来之间架设一
座桥梁。教科文组织正是通过战略展望才可以将这样的指导性的
愿景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项目，其中期战略 8以及双年计划和预算
文件都贯穿了这种精神（C/5 文件），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成员国要求秘书处在组织被赋予的五大主要职能中所需实现的目
标。
教科文组织担当着多重角色也执行着多样化的使命：它是理
念的实验室；它是一个规范性的组织，可将其各种各样的手段和
工具融入到成员国的立法体系中去；它是交流信息、互通有无的
平台，可以让各类知识和专家集中汇聚以探讨新的领域，比如科
学伦理，特别是生物伦理；它可以帮助成员国发展各种必要的职
能和机构；最后，它还是国际合作的催化剂，可以让成员国共同
讨论问题并实现跨文化的多元对话。
为了实现这样多重的目标和使命，战略展望是至关重要的工
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的期望和愿望，了解它们的范畴和影
响。由于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框架下、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国
家层面上的活动越来越深入，它需要更为有效的展望工具、机制
和方法。
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中有两个层面与战略展望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结果导向管理必须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和恰当性，以及对于
各种活动进行可信的影响力评估。这就引出了展望所带来的特别
要求：预见是为了实现并改善结果。另外就是风险管理，它需要
我们注意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那些意料之
外的威胁和机遇。这正体现了展望活动的另一本质特点：对不确
定性的认知，这也被视为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思考与规划的特点。
力争获得更好的成果而且知道如何取舍风险已经成为组织运作原
则和技巧中的重要内容，它们与战略、预算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密
不可分。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也是我们促成变革、避免误入岐
8

原著者：见《2008-2013 中期战略（Medium-term Strategy for 2008-2013）
》 (联合
国文件 34 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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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前提条件。出版《战略展望学：企业和地方行政实践》这本
书正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拾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双赢
合作关系，当时出版的著作《从未雨绸缪到积极行动》 9就已是一
部鼓舞人心的绝佳作品。最后如果所有的组织，无论公共、私人
或社团，都不能接受其观点也不使用其相关的方法，那么展望和
预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本新手册的出版发行非常重要，它展示了一个组织如何树
立并在各个层面向所有相关的人员——管理者、员工、捐赠人、
股东，国家或地方政府——传播推广其愿景，建立共通语言并发
展共识点。作为展望或预测专家，如果我们可以发展未雨绸缪、
坚韧不拔和求知创新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可以为创建一个更为可
持续和更和平的世界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汉斯.道维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副总干事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Strategic Planning of UNESCO）
二零一一年元月，巴黎

9

原著者：米歇尔.高代（Michel Godet）, 《从未雨绸缪到积极行动：战略展望学手
册（From Anticipation to Action. A Handbook of Strategic Prospective）,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出版社（UNESCO Publishing）, “未来研究系列丛书（col. ‘Future-oriented
studies’）”，1994。

序言·一
展望学不是预言未来的理论，而是建设未来的实用科学，是
面向未来服务现在的行动指南。
面对越来越难以预测的世界，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创立于法
国的展望学为我们设计了将憧憬未来转变为规划，将梦想付诸于
行动的务实途径，使人们主动去掌控变化，而不是被动接受变化。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展望学的基本概念、使用技巧和开发工具，
而且为企业和地区行政机构决策者们指明了开拓未来的具体的方
式方法，为企业和行政部门思考未来，挑战自我，制定中长期发
展战略和实施规划提供了重要思路。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是中国人们的老朋友。在他的领导下，
‚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积极推动法中友谊与合作。该会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战略展望学:企业和地方行政实践》一书中
译本，再一次为两国的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我谨在此致意，
并推荐此书给广大读者。

中国驻法国大使
二零一一年四月于巴黎

序言·二
当人们极尽全力想对不断加速的世界变化作出预测,并且认为
完全有能力驾驭其上的时候，展望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出现了。
这种预测未来的意愿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展现了人
类运用智慧来预测未来各种由危机和战争导致的重大灾难的强烈
愿望。它还第一次引发了人类对于其自身可能超越承受极限的发
展趋势的忧虑。
如今，社会的演变快速且广泛，以至于在太大范围内确定面
向未来的拟案变得困难重重。人类正逐步从‚概率时代‛迈向
‚责任时代‛。出于这一点，仅仅预见未来已经不再符合时宜，
人们现在必须携手构筑共同的憧憬。
共同意愿的建立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和投入。为了促成共同
的意愿，勇于负责的精神必须与团结一致的愿望相互融合。它需
要我们耐心并坚定不移地建立相互信任，仅仅依靠个人自信则是
远远不够的。
该手册《战略展望学:企业和地方行政实践》对上述目标的达
成大有裨益。事实上，它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用于规划面向
未来的战略行动的工具箱。它不但有助于核心利益相关各方明确
其自身将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断改进其方案，而且还是与其他所有
人协力合作，共同创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
这就是‚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支持本书以七种语言再版的缘
由，同时也希望藉此推广传播展望的方法和工具，而非一般的标
准抑或模型，以供广大读者根据其意愿，自由运用。
现今，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正以飞快的步伐前进，这可能会
导致在全球远景展望方面关联一致性被淡化的危险。而展望学贴
近利益相关各方，并帮助其重新发现展望的关联性，它因此而成
为创新的要素之一。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维也纳市(法国)参议员
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二零一一年四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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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在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时间的步履不断加快。
科技的进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要求我们以更加积极和负责
的态度来规划未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并不能守株待兔、
消极等待。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如何用科学的方法群策群力、
未雨绸缪来积极构建未来正是战略展望学研究的范围。
战略展望学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欧美兴起的跨领域学科，它
研究人类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同形势，充分展现人类对未来的憧
憬，要求让那些可以构建期望的未来与那些最有能力实现可能的
未来的人们携手一道，并肩合作，着眼未来以群策群议和科学预
测的方法而未雨绸缪、积极创建未来。该学科包含管理学、经济
学、数理统计、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使用拟案、企业竞
争力树形图谱、利益相关角色博弈分析以及交叉概率分析等方法
和软件来实现自我定位，确定影响未来的关键变量，相关方的力
量关系以及各种展望拟案的概率关系。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原
子能委员会、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法国电力总公司、巴黎机场等
都曾使用该方法进行决策和规划，取得了积极效果。
本书是战略展望学的基础教材，主要从战略展望学的起源、
主要方法和用途、实用案例来介绍该学科。作者从面对未来的 4
种态度开始，详细介绍了战略展望学的基本特点、实现的方法、
步骤和工具。基于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管理的理念，
包含了大量图表、专业工具以及企业和地方行政实际案例分析。
我们相信在中国土地上，战略展望学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通过集思广义，未雨绸缪，不但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与行政治理
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实践指导作用。
最后我们对所有为了本书的出版贡献了时间精力和知识的人
表示感谢，也要感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和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的师
生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支持，是他们的努力才使本书可以翻译成中
文出版。
由于时间仓卒，本书的翻译难免错误纰漏之处，请广大读者
谅解。
译者
二零一一年元月

作者前言
预测未来, 还是建设未来?
10

11

翻译 这本关于战略展望学 的入门书籍并不容易。我们遇到
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将法语中的展望理念翻译成其它的语言。
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它拉丁语系的语言中，展望的概念是
一致的。而在英语中的翻译却着实让人挠头，因为英语中从来没
有出现过真正相对应的词；无论是‚未来学(futurology)‛，‚未
来研究(futures studies)‛，还是‚预测 (forecasting)‛都不能准确
表达展望的含义，尤其是‚预测‛这个概念包含了过多经济模型
和技术预测的成分。在我先期的英语著作中这个问题实际上被回
12
避了：其中一本由伊戈尔.安索夫（Igor Ansoff） 做了序，他建议
13
14
采用‚拟案‛(scénario) 来替代‚展望‛ (Godet, 1987) ；在另
一本中，‚展望‛一词则被替换成《创造未来（Creating Futures）》
(Godet, 2006)。只有在《从未雨绸缪到积极行动：战略展望学手
册 （ From Anticipation to Action: A Handbook of Strategic
Prospective）》(Godet, 1994) 中我没有做改动。虽然这本书在英
美引起很大反响，但今天亚马逊图书网上的介绍却是这样的：
‚针对未来的研究（Future-oriented Studies）‛，就是怕大家不能
搞清楚‚展望‛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90 年代初，欧盟委员会展望部门的英语名称为‚推进小
组 （Forward Unit ）‛ 。1993 年，欧盟在德国‚参与性建筑和空
15
16
间规划战略研究院（ISPARA）‛ 组织相关会议(IPTS , 1993)，我
17
们 和 伊 恩 . 麦 尔 斯 （ Ian Miles ） 一 起 提 出 了 ‚ 展 望 未 来
10

原著者 ：我们谨在此感谢本书的出版社允许我们将该书翻译成其它语言并向社会
传播。
11
展望：法语原文为“prospective”，本义为展望和前景，英语翻译为“foresight
(展望)”，译者参照翻译为展望，取其前瞻、积极创建未来，以未来图景拟案来规划
现在的行动战略的含义。
12
伊戈尔.安索夫(Igor Ansoff)：1918-2002，俄裔美籍应用数学家和管理学家，被认
为是战略管理之父，著有《公司战略》和《战略管理》等书。
13
拟案：法语原文为“scénario”，原为意大利语，本义为剧本提纲或故事梗概，转
义为过程，进程；设想，方案。按照展望学中的应用和定义，译者译为拟案，取其
模拟未来、组合事件、讨论行动方案的含义。
14
原 著 者 ： 原 来 的 名 字 为 《 展 望 和 战 略 规 划 （ Prospective et planification
stratégique）》，后来改为《拟案和战略管理（Scenario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
15
参与性建筑和空间规划战略研究院：全称为 Institut für Strategien partizipativer
Architektur und räumlicher Aneignung，简称 ISPARA。
16
欧盟科技展望研究院：全称为 The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
简称 IPTS。
17
伊恩.麦尔斯（Ian Miles）：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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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utures） ‛的概念（将‚展望（ Prospective）‛和‚未来
（Futures）‛组合在一起）。当时，曼彻斯特大学的伊恩.麦尔斯
研究小组就取名为‚战略展望‛小组（Miles, 2010）。在这一时期，
我们曾希望将展望的观念引入英语中（Bain, Roubelat, 1994 ; IPTS
1995 ; Godet, 1979)。几十年前在美国，安德烈 .库尔南 (André
19
Cournand)18和莫里斯.莱维（Maurice Lévy） (1973) ，还有菲利
20
普.德.塞内斯（Philippe de Seynes） (Godet, 1979)就曾尝试过，
他们曾出版了一批基础性的专著，但是没有获得成功。展望在欧
洲是不是可以成功呢？专家们的期望还是落空了，欧盟虽然使用
展望的方法，但却没有积极推动法国展望学派的发展。最后还是
英语占了上风，90 年代末出现的‚展望（foresight）‛概念成为这
个学科的正式名称。不管怎样，要紧的不是容器本身，而是容器
里装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只能使用‚战略展望‛来指代我们在本
书中实践和描述的展望学方法，当然这与法语中的展望概念还是
有一定差距的。
很多年过去了，法语中的‚展望‛概念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英
语翻译。我们还是使用法语的‚展望‛来命名这种未雨绸缪、以
可能未来和期望未来的前景来指明我们现在行动的科学。一直到
1996 年，本.R.马丁（Ben R. Martin）在其介绍‚展望‛的文章中
才第一次真正指明了英语‚foresight ‛和法语中‚prospective ‛之
间的关系，这是历史性的：‚‘展望（foresight）’的出发点和法
语中的 ‘la prospective’一样，就是相信存在多种可能的未来。‛
21
(Martin, 1996 ; 2010)。
然而这样的翻译并不非常确切，因为尽管英语‚foresight ‛
的理念确实有现代展望学参与性探讨的成分，但‚foresight ‛的说
法却不能涵盖法语‚prospective ‛中的构建可实施的项目以及促
行为的概念(解释详见后文)，也就是说，积极主动地构建行动计
划来促成我们所期望的变化，并实现我们的项目。正是因为这个
原因，我们觉得今天用‚strategic foresight ‛来指代在法国和拉丁
语系国家中发展的‚prospective ‛概念还是比较恰当的。在本书
和社会变革。
18
安德烈.库尔南(André Cournand)：1895-1988，法国医学和生理学家，1956 年诺
贝尔医学奖得主。
19
莫里斯.莱维（Maurice Lévy）：1942-，法国著名企业家，现为法国广告集团
（Publicis）的总裁。
20
菲利普.德塞内斯（Philippe de Seynes）：1910-2003，联合国的高级官员，组织和
创建了多个联合国机构和系统，包括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联合国环境保护项
目(UNE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等等。
21
此处为英语，原文为：“The starting point of foresight, as with la prospective in
France, is the belief that there are many possible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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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使用的‚strategic foresight ‛或者‚strategic prospective ‛
都是指法语中的‚prospective‛概念。
对于美国和欧洲展望学理解差异的几点反思*
‚该特刊对于参与其准备工作的所有人员来说都有不少的启发。受邀而来
的编辑、主编、供稿人可以汇聚一堂，来研究‘展望学’在美洲和欧洲大陆的实
际应用。大家对‘战略展望（strategic foresight）’，及其主要概念和实践形成了
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对我们来说，二战之后主要发展出了两大派的预测方法。
两种方法虽然来源迥异，但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方面是在美国发展的‘技术
预测（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方法，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另一方面，是在
法国发展的展望视角，来源于对决策模式的批评态度，该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人
性自由度，并且赋予我们对于我们的行动的最终目的和其价值的反思空间。
[……]
随着我们的讨论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专刊的各类文章
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第一点就是‘foresight’本身的含义，如果不使用
‘strategic foresight’，那么它就和法语中‘prospective’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按
照‚美式‛的理解，展望的含义有局限性，只能表明某一确定未来的景象。在联
合国 1987 年出版的布伦特兰（Bruntland）报告中，英语原文中的‘foresight’一
词在法语版中则被翻译成‘intuition（知觉或敏锐的洞察力）’。这个例子很能说
明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foresight’是不能涵盖展望群策群力的过程及其相
关的工具，而这些对于展望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法式’的理解，如同
‘prospective’在英语中的对应词 ‘strategic foresight’，它应该不仅仅包含过
程还包括相关行动过程的结果。
这个 分歧还可以 用来解释 第二点差 异，那就是 对于展望 实践的分 歧。
‘foresight ’的概念实际上只考虑了结果，将展望学者的作用只局限在给客户提
供某些特定的未来图景，而并没有考虑客户对于实现这些图景所要使用的方法和
手段。这样的态度有两种重要后果。
首先，这样为客户勾画未来图景的过程，即使对客户来说是清晰的，实际
上也只能由那些‘未来学家’完成，而客户本身并不参与这一过程。这是与法式
研究方法的最大区别。对于展望学而言，展望研究的受益者应当就是展望过程的
缔造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将‘foresight’简单地视为一个结果的想法，实际上割裂了展望与决
策和行动准备的关系：客户实际上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些图景，并且使他们对某一
特定情形的认识有所改变。‘美式’展望使用‘strategic foresight’一词时实际上
和战略的制定没有关系，因为其研究的视角是在实际运作规划之上。‘法式’的
则不同。正是因为展望和我们实际行动的密切关系，展望才是战略性的。在一个
组织内部，如果对于可能未来和期望未来的研究的目的不是用来影响具体行动的
话，那是没有意义的。为了确保组织的战略与其当前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相适
应，战略应当是大家的共识，而且是要基于对组织所处环境的动态发展的深刻认
识的基础之上。
除了这些分歧，两种‘模式’展望在两个大原则上是一致的，并且都是我
们所说的‘prospective ’和‘strategic foresight’的组成成分：人类的意愿可以影
响未来，使得那些大家期望的事情得以实现；正是由于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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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思考未来和未来种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两种模式在展望的目标
上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让利益相关各方 22 意识到那些对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
的隐含的假设情况，并不断对其质疑，且力图对其改进。最后，两种模式在展望
的方法上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研究系统的描述，关键变量和主要相关角色的确
定，相关趋势的勾画，种种可能未来的途径描绘，期望未来的遴选，等等），相
关的技术和工具也不径相同（交叉影响分析，形态分析，拟案等等）。总而言
之，即使两种观念在有些地方的分歧巨大，这些分歧比起 60 年前它们发展初期
时的分歧而言还是要小一些。‛
约瑟夫.科茨（Joseph Coates），菲利普.迪朗斯（Philippe Durance）,米歇尔.高
代（Michel Godet）
*

本段文字摘选自《技术预测和社会变革（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的特刊，由约瑟夫.科茨、 菲利普.迪朗斯和米歇尔.高代编写，2010
年 11 月出版（第 77 卷，第 9 号）。

展望注定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的特点是具有全局性和系
统性的视角，其中利益相关方和关键变量对于构建开放性的未来
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开放性的未来中，坚定的决心是可以打
破宿命论的枷锁的。未来是我们意愿的成果，而我们的意愿则体
现在我们的计划、愿望和梦想之中。
在 1957 年发表其里程碑性质的文章之后，法国哲学家加斯
东.贝尔热（Gaston Berger）（1957b）被大家尊崇为展望学之父。
他曾师从哲学家莫里斯.布伦戴尔（Maurice Blondel）23。对于布伦
戴尔来言，未来是由属于过去的素材和限制因素构建起来的。他
曾说过 ：‚未来不可预见，但却是可以准备的 ‛。加斯东.贝尔
热则走的更远，他认为：‚未来是现在存在的原因‛，而且我们
今天行动中的很大一部分得由我们的计划来诠释，以此来证明行
动的合理性。
实际上，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很多理念在古代就有。比如亚
里士多德，他就将实效动机和最终动机区别开来，前者产生实效，
后者则产生计划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项目和实现项目的行动计划
24
的概念也不是新的。塞内卡(Sénéque) 就说过：‚如果不知道航船
要去哪里，那么要选择合适的风向就无从谈起‛。
对于展望学来说，未来从根本上讲不是不可改变的天书，而
是可以由那些身处有利形势、坚决果断的利益相关各方通过积极
努力推进他们的计划来实现。这样未雨绸缪的思虑就可以被分解
22

利益相关各方：法语原文为“acteur”，指所有与展望主题相关的利益相关各方角
色。参见第二章 。
23
莫里斯.布伦戴尔（Maurice Blondel）：1861-1949，法国哲学家，著有《论思考》
和《论行动》等。
24
赛内卡(Sénéque)：
（公元前 4-公元 65），古罗马斯多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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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互补充但又通常相互区分的态度：预行为和促行为 25。前者要
为可以预计到的变化积极准备以便获得最大的收益。在这里，我
们 可 以 归 入 所 有 的 ‚ 未 来 研 究 （ futures studies ） ‛ ， ‚ 预 测
（forecasting）‛或‚ 拟案构建（scenario planning）‛的相关方
法。而第二种态度则更为主动，尝试用各种积极的行动来促成我
们所期望的那些变化（比如为占有市场而进行的创新活动）。
对于我们来说，加斯东.贝尔热的展望思想首先就是一种以可
26
能未来和我们期望的未来来指导我们当前行动的思虑 。如果说展
望的方法对于熟悉‚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的企业来说
并不陌生的话，那些笃信市场经济理论的人对展望还是持怀疑态
度的，他们不相信经济和社会规划的作用，他们更相信市场机制
的功效。现今，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地球未来和我们未来后代
的责任问题，以及对于金融系统的调控和管理问题，都需要我们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面对未来、来促成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这本书只是对战略展望学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更为全
面 的 内 容 大 家 可 以 参 考 我 20 年 前 出 版 的 《 战 略 展 望 学 手 册
（Manuel de Prospective stratégique）》一书。该书汇集了我作为
研究人员、教授将近 40 年来在企业和地方政府咨询中积累的经验。
我希望后辈们可以传承展望学。我很高兴可以和菲利浦.迪朗
斯（Philippe Durance）共同撰写此书，他是我最忠实、最干练，
也是最有前途的学生。在雅克.勒苏纳（Jaques Lesourne）27的指导

25

预行为和促行为：法语原文为 préactivité 和 proactivité。预行为由“前（pré）”和
“动作，主动性（activité）”两个词根构成， 表示在未来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作积极
的准备。促行为，由“在前（pro）”和“动作，主动性（activité）”两个词根构成，
表示在行为前积极思考，促成自己期望的未来。
26
原著者：几年后贝特朗.德.儒沃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使用了“futuribles
（可能未来）
” (“可能的未来(futurs possibles)” 的缩写)这一词汇，他的方法更
应当说是一种投机性的前景预测。此外，在他 1964 年的著作《推测的艺术(L’art de
la conjecture)》中，儒沃内尔也从没有使用过“展望(prospective)”一词。20 世纪
70 年代末，笔者曾问他为什么没有采纳加斯顿.贝尔热的展望概念，而只是在书的
开头对其在社会科学发展领域所作的贡献提了一下。儒沃内尔的回答很简单：“这
有什么用，都是一回事！”。最后展望学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推测说则淹没在历
史的长河中。但是要注意：对于种种可能未来的推测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推测会
让我们忙着去构建过多的拟案前景，而忘了如何建立那些真正可以实现的计划。
27

雅克.勒苏纳（Jaques Lesourne）：1928-，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其著作有《经济技
术和工业管理》、
《企业发展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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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关于加斯顿.贝尔热的博士论文于 2009 年在法国国立工艺
学院（CNAM）28答辩通过，前途无量。
从国际角度来看，法国的展望学派的影响力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起就从未间断过，为了继往开来，我们发展了很多严谨缜密、
参与性强的方法，采用合理高效的工具来应对问题的复杂性，以
期用想象力来激发大家的思维的同时，尽量减少集体思维的不连
贯性和分散性。
2003 年以来，在由 50 多家法国大企业29组成的‚未来企业家
社团（Cercle des Entrepreneurs du Futur）‛的大力支持下，我非
常高兴能够将展望中这些严谨合理的方法与电脑软件相结合——
可以用来确定关键变量、分析利益相关角色的博弈关系，在不确
定的未来中，构建前景拟案，计算它们的概率，以多标准的方法
进行遴选——并且免费让大家在英特网上下载使用，共有三种语
言可供选择(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五年以来，全世界共有四
万多人次下载使用，其中 40%是拉丁美洲的使用者，这有力地证
明了法国展望学派的影响力。
俗语说得好，通常先知在其所在的国家不受重视。我们的学
说虽然在法国企业界中被广泛应用，但在法国的中央政府机构中
却没有引起同样的重视。尽管政府一直有进行一些关于法国未来
的展望项目，然而从来没有计划要为此组建一支思考团队。可能
对于他们来说，这门学科不证自明，就和儒尔丹（Jourdain） 30 先
生的散文如出一辙。与国家各部委相比，展望学在地方政府中得
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在专业化和严谨性方面还需改进。
对于法国的展望学派还得补充一句：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真
正减少该学派的影响力，反倒是由于不同流派相互过渡竞争，让
人产生混淆，使其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至少对于专
28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全称为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简称
CNAM。
29
原著者：法国未来企业家社团（Le Cercle des Entrepreneurs du Futur）创立于
2003 年，有 50 多个成员企业。其主要目标是服务于知识社会的发展，支持创业活
动，帮助企业转换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参见 http://www.laprospective.fr/cercle-desentrepreneurs.html). 由于该社团的支持，展望的相关软件得以免费在网络上供大家
使用。2010 年，未来企业家社团成为展望和创新基金会（Fondation Prospective et
Innovation）的项目之一。此公益性基金会主席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参
见 http://www.prospective-innovation.org/).
30
儒 尔 丹 先 生 （ Jourdain ）： 莫 里 哀 （ Molière ） 剧 作 《 贵 人 迷 （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1670 年）中的主要人物，他一心想当贵人，被别人玩弄却还自以
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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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顾问来说，展望的确是个赚钱的行当。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我们认为如今大家滥用拟案方法，导致忽略了内生项目的
构建。而且很多人过度使用我们总结的系统方法。比如说形态分
析，本来可以像乐高积木31一样来搭建各种拟案，但搭建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其恰当性、关联性和可实现性，这些都和构建拟案的
人员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经历经验分不开的。我们的确可以
用几周的时间就教会大家使用相关方法，但是得有多年的实践和
文献研究我们才能成为真正有经验的展望专家。因此，和其它先
期的展望著作一样，本书旨在从战略展望中引导出其涵盖的人力
资源，并发扬光大。最后，我衷心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他们在 1994 年就出版了我的著作《从未雨绸缪
到积极行动（From Anticipation to Action）》——与法国的‚展望
和创新基金会（Fondation Prospective et Innovation）‛以及杜诺出
版社（Editions Dunod）合作将本书以多种语言出版32。

米歇尔.高代教授
二零一一年元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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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积木：乐高（LEGO）是一家丹麦的玩具公司，亦指该公司出品的积木玩具，
由五彩的塑料积木、齿轮、迷你小人和各种不同的其它零件组成各种事物。
32
原著者：准备先行出版的版本为法-英对照版，法-葡对照版，法-西对照版，法阿对照版和法-德对照版。还准备出版的版本有法-汉对照版和法-意对照版。此系列
图书都将陆续上传网络，供大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