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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6OJWFSTJUZ�PG�
$BMJGPSOJB�#FSLFMFZ）是世界最顶尖公立研究

型大学之一。

 伯克利目前有8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校任教，另

有31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

 伯克利目前有3位菲尔兹奖得主、4位普利策奖

得主，4位图灵奖得主和15位国家科学奖得主。

  伯克利一共开设300多个学位，提供10,000多

门本科与硕士课程，是全美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

五所大学之一。

  2018 64�/FXT 世界大学排名#4

  2019 64�/FXT 美国公立大学排名#2

  伯克利校园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中心地

带，毗邻高科技中心硅谷。许多高科

技、数据驱动的初创公司和企业总部都

位于硅谷。您不仅可以学在伯克利，也

能感受硅谷浓厚的创新氛围。

  本课程由五大模块组成：三个线下授

课模块与两个在线学习模块。

  线下授课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

行。

  由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的世界顶尖

名师亲自授课。

  课程内容专为具备领导经验的*5职业人

士而设计。

  加入学员群体，建立人脉网络，助力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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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伯克利

高管教育？

关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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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企业制定灵活而有效的技术策略

  加强对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工具的

利用，将数据提炼为深刻洞察，乃至企业策略

��������启发对企业技术架构、云计算、数据管理、 

网络安全与隐私的战略思考

 了解未来科技趋势，制定行动方案与沉淀框架

  提升技能，管理复杂技术项目

  制定实施技术策略，弥补企业当前关键缺陷

  提高领导能力，树立威严，学会领导团队、

沟通愿景、促进企业变革 

  作为毕业项目，学员需要探索自己企业的技

术体系，并制定策略蓝图

学习方法

伯克利$50课程融合了理论教学与知识实践，

保证最有效的学习成果。在本课中，学员可以

通过视频讲座、个人任务、讨论互动来熟悉知

识并获得深刻见解。同时，课程也提供沉浸式

学习体验，包括案例研究、商业模拟、小组任

务、高规格嘉宾演讲。除此之外，学员还将参

加实地参加硅谷考察，参观学习那些用技术和

战略改变了世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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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概览

伯克利首席技术官（$50）课程专为来自技术

职能的经验人士而设计，帮助他们转型CTO级管

理型人才。本课融合了理论教学、实践方法、

课程互动，确保学员掌握转型必备技能与实践

经验。

通过课程学习，学员将学会如何从战略高度看

待企业技术架构与商业格局，锻炼敏锐的商业

头脑，制定举措以引领技术转型和管理企业变

革，最终实现企业成功。

为什么选择这门课程？

当今世界，技术格局瞬息万变。任何企业都需

要一位能够理解技术变革及其商业影响的领导

者，帮助制定战略，确保有效的执行，让企业

能够在多变的商业环境里获得成功。因此，亟

需有远见和技能的领导来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

转型。

伯克利$50课程将提供全面的学习体验，让学

员学习技能，成长为卓越的技术型领袖。

在本课程里，学员将学习以下内容：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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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群
伯克利$50课程非常适合那些希望获得长足职业

发展的*5职能人士，帮助他们提升自己，承担

更多的企业管理型角色。

本课涉及的内容与技能将适用于多种管理型角

色，包括：

  首席信息官（$*0）、首席技术官
（$50）、首席创新官（$*0）或首席营
销官（$.0 

  信息技术副总裁、产品开发副总裁或
技术副总裁

  总经理、部门主管、业务主管、区域
业务主管

  创业人士

如果您希望提升职业发展，学习前沿技术，打

磨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导或者专家技能，拓

展全球同行人脉，那么，本课程将是您的不二

之选。

入学要求

本课申请人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目前或曾经担任高级技术管理职务

 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

  负责搭建企业的技术架构与部署，为业务部
门服务

伯克利$50课程面向目前在*5部门担任决策角

色的、有经验的职业人士，帮助他们获得职业

晋升的必要知识与实践经验。课程内容涵盖商

业战略、前沿技术知识、领导力与技巧、企业

架构敏锐度，为学员日后从经理晋升为高级管

理人士夯实基础。

到2020年 

75 %

在2018年，仅有

14 %

的企业将经历因硬件&运营方面的

技能缺陷导致业绩下滑

来源：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8-03-27-
gartner-says-iando-skills-gaps-will-cause-75-percent-of-organi-
zations-to-experience-visible-business-disruptions-by-2020

的企业具有坚实的领导人才储备，

即有能力承担更多领导角色的员工

技术型领导表现不尽人意

40 %

伯克利$50课程��

来源：www.ddiworld.com/glf2018/technology-leaders

来源：www.ddiworld.com/glf2018/technology-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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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技术型领导中就有4位表现不佳，

是所有行业里失败比例最高的领导职务类别

84 %
的企业在未来五年内亟需领导者

来源：

www.ddiworld.com/glf2018/technology-leaders 
www.infoprolearning.com/blog/13-shocking-leadership-development-statistics-infopro-learning/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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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优势
伯克利$50课程涵盖六大知识与实践方面。通过学习

课程内容，学员可以：

  探索当代云计算与数据管理技术。学习相关

专业知识，集成云端数据与传统本地应用数

据，以此取得优势并促进业务发展。

  了解人工智能（"*）及其战略意义。通过视

频讲座与讨论，学习了解如何应用AI、结合AI

与业务，以及AI的战略意义和其对解决问题的

影响。

  学习如何实施复杂的技术项目。简化、简

化、再简化。了解如何通过重构进展与管理程

序，来降低大型项目的复杂性，从而提高效

率，省时省心节约成本。

  通过高效执行来促进企业变革。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里，探索最佳实践与战略，从而推动持

续改进并建立问责制度。

  学习处理安全性与隐私问题。制定并实施有

效的用户隐私策略，将隐私作为品牌增长的战

略机遇，提升收入与扩展新用户。

  创立高效、有影响力的沟通风格。建设企业

和团队的最优文化，从而将影响最大化。

制定与实施成功的技术战略

利用企业级技术架构、云计算、数据管理技术

管理复杂技术项目

确定技术战略，促进网络安全、隐私与政策

了解和预测未来技术趋势

利用现代技术工具，
实现从数据到见解到战略的变革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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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知识与技术策略

您将了解行业最新热点，包括金融科技、区

块链、网络安全、数字化转型、平台策略、

机器学习、企业级架构、风险建模和社会工

程。

• 毗邻全球科创中心

美国硅谷企业带来的科技创新推动了全球现

代商业的发展，是学习科创精神的绝佳之

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毗邻硅谷，充分利

用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将前沿技术与行业

变革纳入教学中。

课程亮点

• 经验丰富的思想领袖与实践家

师从世界顶级名师，成就最好的自己。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学团队包括著名的创业

家、思想领袖与实践家。许多导师任职于一

些全球最大的数据驱动型企业，从事一线工

作或者在董事会任职，例如F#BZ、亚马逊

等。

• 结交菁英学员和校友，拓展全球人脉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群的一员，您将

有机会结识一批位于创新技术战略和发展前

沿的精英人士。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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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伯克利$50课程将帮助在职人士进一步获得职

业发展。课程内容形式多样，包括导师与专家

的视频讲座、案例研究、小组任务与个人任

务、小组讨论等。在毕业前的战略项目里，学

员或者小组将运用全部所学，为企业制定技术

战略蓝图。

本课程的教学风格以务实、沉浸式、实战为

主，非常贴合行业实际需求。以下为一些例子：

  参与以“网络攻击”为主题的商业模拟研

讨会，学习如何提升企业网络安全；参

与“可持续性与数字化变革”的主题模拟研

讨会，为未来做准备。

  学习“敏捷开发模式应用于技术项目”的

案例分析，与“技术变革框架”单元，探究

如何创新式地解决问题。

  学习“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单元，了解

最前沿的未来技术与重要的业务应用战略。

  学习“云计算和数据管理”、“*5战略框

架”单元以及*5战略案例研究，详细讲解了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技术。

  学习“从企业角度如何利用数据及核心原

则和趋势：商业分析”单元，详细介绍了关

键技术与业务的结合策略。

  学习“权利与政治：影响与主导企业员工

和沟通风格、提高影响力”单元，重点讲解

了领导力与企业文化构建。

  总结机遇

  逐项列出机遇的优先级标准，包括数据一致

性、企业文化、成功标准

  提交数据库

  运用试验技巧，验证技术战略

  评估战略实施并制定下一步

  授课导师将参与学员的最终项目成果展示

15个以上案例研究

4个商业模拟研讨会

3次高规格小组讨论

1个毕业项目

毕业项目 – 战略
在伯克利$50课程结束之际，学员将以个人

或者小组成员的形式来完成一项毕业项目。

学员需要认真考虑自己企业的技术战略，规

划未来发展。项目成果展示需要包括以下内

容：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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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第1个月（2019年8月5日-9日）模块1

  核心原则与趋势：从数据到洞

察到战略

  核心原则与趋势：商业分析

  结合IT与业务策略

由导师组织的在线研讨会 + 毕业项目第1阶段：启动与规划

课程简介：
数据、工具、人员、安全

  企业战略：数据目标与企

业目标

  如何利用数据

  数据投资与研发投资    

 云计算与数据管理

数据与企业

*5战略框架

*5战略流程

人工智能与战略意义

机器学习与战略意义

物联网与战略意义

未来科技趋势与战略意义

从数据到洞察到战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第2个月（在线教学）模块2

第3个月（2019年10月21日-25日）模块3

 技术变革框架

 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变革

 如何实施和推动复杂的技术项目

 企业级架构 

 构建数字化商业案例

数字化时代引领变革：技术架构

由导师组织的在线研讨会 + 毕业项目第2阶段：中期评审和撰写

第4个月&第5个月（在线教学）模块4

第6个月（2020年1月13日-17日）模块5

  引领全面的企业数字化改革

  推动变革与积极实施

  权利与政治：树立威严与管理企业员工

 管理与沟通风格

 协商与谈判

 跨部门影响力

 多议题谈判与影子谈判

数字化时代引领变革：人员与变化管理

  安全与隐私问题 - 战略考虑

 安全和监视的技术与政策

 网络技术与政策的相互影响

 企业网络安全

 风险建模与社会工程学 

 隐私、安全与技术体系

技术政策、隐私与安全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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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PNBT�:��-FF�

研究科学家兼运营与信
息技术管理副教授

授课名师

师从世界顶级商业名师

在伯克利，授课导师均是各行各业的顶尖从业人士，包括著名的专家和企业领袖。他们出自世界最

著名的企业机构，研发的突破性技术和战略改变了世界。此外，我们也将邀请全球科创中心硅谷的

有影响力的人士作为演讲嘉宾。您也可以实地去往硅谷，拜访许多初创企业、实验室、大型企业和

公司等，他们改变了商业与技术的结合。

在伯克利，您将师从行业领袖、创新企业家、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具有企业实践经验，一直位于

这场科技变革的前线。伯克利$50课程导师们不仅是教授知识，也传授宝贵经验。

4BNFFS�4SJWBTUBWB

管理哲学和价值观副教
授兼)BSPME�'VSTU主席

;TPMU�,BUPOB

$IFSZM�BOE�
$ISJTUJBO�7BMFOUJOF
营销副教授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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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权益

 加入所在地区的精英校友会或俱乐部

  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校友会终身会员，已有

超过39,000名杰出校友

  受邀参加伯克利高管教育精选活动

  访问伯克利大学的5IPNBT�+��-POH商业资

讯图书馆（仅限线下访问）

  观看视频：获取哈斯商学院最新活动，包

括研究发展与行业领袖访谈

 所有伯克利高管教育课程均可享受15％折扣

  《加州管理评论》($BMJGPSOJB�.BOBHFNFOU�
3FWJFX)1年电子版期刊订阅

 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校友会新闻通讯

  专属校友邮箱用于收发邮件：
!IBBT�FYFDVUJWFBMVNOJ�CFSLFMFZ�FEV

伯克利$5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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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本课程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我们的课程
合作伙伴&SVEJUVT高管教育，获取更多信息。

邮箱：
berkeley_cto@eruditus.com

电话：

+1 646 713 0918 (美国) 
+971 04 430 2 011 (迪拜) 
+65 6871 4030 (新加坡) 
+91 9029 007437 (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