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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制定国际质量原则的动议来自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
组（以下简称“CHEA/CIQG”）2014 年年度大会，许多国家代表针对
国际质量话题开展了热烈的辩论。纷争的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全球范围
内独立的高等教育国际质量标准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其他的国际质
量方法更合适？年度大会结束后，在由来自全世界各大洲 10 个国家
19 位咨询委员组成的 CHEA/CIQG 咨询委员会上，该话题得以进一步
深入讨论。咨询委员会最终决定，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是制定单一的一
套标准，而是制定一套国际公认的质量原则。
2015 年 1 月，《国际质量原则》第一草案在 CHEA/CIQG 咨询委
员会中广泛讨论、协商并得到完善。同年 5 月，CHEA/CIQG 发布了
《国际质量原则》最终版本，并希望该 7 条简洁的质量原则为全球提
供清晰明确、浑然一体的质量表述，为寻求国际质量观的人们提供有
益参考。
《国际质量原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可以在国际、区域
与国家层面都能使用的质量框架，达成一个全球质量共识。《国际质
量原则》针对不同的受众而制定，包括学术界、学生、雇主、政府、
质量保障/认证机构以及广大公众。它还强调质量与责任的问题，强
调公众达成共识的质量必须要应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其目的是激励不
断追求高等教育的有效性与高质量。
为了围绕国际质量原则展开深入的对话，CHEA/CIQG 委托来自
全球不同地区的七位作者对七大质量原则展开深入论述。本书介绍七
大质量原则及其作者的论述性文章，旨在寻求扩大全球质量共识的方
法，分析七大质量原则的意义以及挑战，并厘清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
作为编辑来说，这是一种乐趣。感谢 7 位作者、CHEA/CIQG 咨询
委员、CHEA 主席以及全体员工，你们的努力使得本书得以问世。
涂维莉（ Stamenka Uvalić-Trumbić）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组国际事务高级顾问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高等教育处前主任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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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
使 命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通过对认证机构的正式认可推动高等
教育学术质量的提高，协调认证机构工作，促进其加强自我管理，从
而服务于学生、家长、高校、资助单位、政府与雇主。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1996 年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组（CHEA/CIQG）
CHEA/CIQG 是一个全球性论坛，在全球背景下为全世界高校、认
证与质量保障组织、高等教育协会、政府、企业、基金会与个人提供
探讨质量与质量保障问题的契机。CHEA/CIQG 服务于促进质量保障机
构以及高校提高学术质量能力，并增进国际质量保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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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组（CHEA/CIQG）

国际质量原则
（2015 年 5 月）

背

景

近些年来，多种高等教育国际活动在全球各大学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内
容包括快速增长的学生流动、教师交换、研究合作、校际伙伴合作关系以及在
线教育等。这一切迫切需要达成高等教育质量的全球共识，方能真正确保跨境
学习、教学、研究等学术活动的质量。然而，制定全球高等教育质量的共同标
准俨然是不可行的，建立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质量原则是可能达成的目标。美
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组七大质量原则强调在建构全球共同规范的过
程中，应同时考虑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信仰及价值观等因素，这是重构当
下高等教育体系、重塑质量观的重要基础。
目 的
七大质量原则旨在为国际高等教育提供一个质量框架，其目标是寻求高等
教育全球质量共识的方法，建立一个国际质量标准。该质量原则可用于国际、
区域与国家等层面对质量、质量保障与质量框架的讨论。受众是学术界、学生、
雇主、政府、质量保障/认证机构以及广大公众，激励他们在不断追求高等教
①
育的有效性与高质量，并在质量保障过程中使用这些原则。
①

本原则与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指南》等国际标准和指南一致。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guidelines_E.indd.pdf; the 2007 INQAAHE Guidelines of
Good Practice for Quality Assurance
（http://www.inqaahe.org/main/professionaldevelopment/guidelines-of-good-practice-51);
the 2008 Chiba Principle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r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developed by APQN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AboutAEI/Policy/Documents/Brisbane%20Communique/Quality_Assurance_Principles_pdf.pdf) ;
2015 Revised Europea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http://www.ehea.info/news-details.aspx?ArticleId=355).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版权所有（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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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质量原则

1. 质量与教育提供者：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是所有高等教育提供者及其全
体教职人员的主要任务。
2. 质量与学生：提供给学生的教育必须始终保证高质量的学习成果。
3. 质量与社会：判断高等教育质量是基于高等教育能否满足社会需求，
以其公信力让大众充满信心。
4. 质量与政府：政府的职能在于鼓励并支持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5. 质量与责任：高等教育提供者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的责任是承诺保证
质量，并定期提供其质量证据。
6. 质量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共同与高校及其领导者、教职人员和学生
的协同努力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认证机构主要负责评估学习成果，提供学
习工具、学习标准以及成果测量等，以达成彼此对质量的共识。
7. 质量与时代变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具有弹性、创新性与创造力，
并随着学生的需求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以保证其多样性，使社会对其充满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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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一：质量与教育提供者

侯永琪（Angela Yung-chi Hou）①
台湾辅仁大学教育领导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兼国际长
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兼研究员
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APQN）副主席

质量与教育提供者：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是所有高等教育提供
者及其全体教职人员的主要任务。
质量与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行动准则，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全力开展自我改进工作，包括广泛参与质量改进过程与质
量改进程序
• 及时采取改进、改革或改变的措施，回应社会需求的变革
• 持续坚持质量保障工作，将其看作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
业、建立和维护质量文化的一部分

一、引

言

由于高校尝试通过各种策略提高其有效性，我们听到完善评
估高校质量的强烈呼声。在快速变革的全球化高等教育领域中，
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以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质
①

本翻译经过了原作者侯永琪教授的审定，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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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该从特定的任务与目的来判断。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必须提
高，同时各提供者保持不同目的与目标。这意味着，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主要责任是提供者及其教职员工，正如高等教育认证委
员会国际质量组“七大质量原则”中第一大原则所述（CHEA /
CIQG, 2015）。本文是该主题的第一大质量原则。
从本质上讲，第一大质量原则的意思是教育提供者应该确定
提供何种教育以及如何呈现该教育。提供者首先要制定符合这些
目标的基本质量原则，即如何做好以及达到何种预期结果。其次
提供者必须承诺其质量，充分表达其文化和价值观，而不是简单
采取理所当然的态度或假设。提供者应承担全部责任，“保证每
一门学习课程的质量，达到高等教育本应该得到的认可”
（TEQSA，2015）。
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亚洲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热潮。在东
亚与太平洋，入学人数增加了 50%，毛入学率已经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Calderon 2012, Marginson, et al., 2011）。由于人口与经济
发展的变化，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与增长率有很大不同。例
如，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拥有 2300 多所高校，而拥有 120 万人
口的东帝汶只有一所大学。亚洲高等教育提供者一般分为公立与
私立两个部分，如中国、韩国、日本与台湾均如此。
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者的数量是公立高校的三倍。公立大学也
通常会从政府、企业等多种渠道获得比私立高校更多的资源。例
如，中国投入巨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所有这些大学都是公
立性质。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多的国际分校正在亚
洲设立。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与韩国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教育
中心，并利用国外大学的涌入潮流推波助浪。虽然国际分校被视
为私立高校，地方政府仍然愿意资助其中一部分国际分校。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与法国是亚洲最大的海外教育服务者，使得亚洲
学生在国内或本地区就近接受国际教育。
大众化扩大了亚洲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逐渐提高了公众对
高校以及学生质量的关注，同时也挑战大学质量保障与管理等问
题。对此，亚洲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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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级与专业型认证机构。公立与私立机构肩负保证与实现
高等教育质量达到国家质量规范的责任。

二、各类教育提供者的质量
（一）大学与学院
大学提供本科教育（医学、牙科、药学与兽医是六年），入
学要求是高中或相当于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时，学生获得学士学
位（NIAD-EU, 2007）。多数大学都是非营利为目的教育提供者。
为保证高教质量，高校应具备有效能的质量保障机制，以便管理
教学与学习的整体质量，包括学生入学、课程支持以及其他具体
教学内容等方面。教育目标要确保课程以及学习成果与其他类似
教育提供者课程具有一致性。国家质量保障机构通常开展对本地
大学与课程的定期评审。
（二）营利性教育提供者
营利性高校通常是寻求利润的私立企业。在美国，一些以营
利为目的的机构是大型公司的子公司，比如美国阿波罗教育集团①。
营利教育提供者通常招收非传统学生，提供职业培训而不像公立
大学的理论课程。一些报告指出，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是伴
随着高辍学率、低成就率现象而崭露头角的。然而，大众通常期
望营利性教育提供者要确保与达到雇主所需的特定技能、知识、
能力与行为相关的学习成果。
（三）跨国高等教育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INQAAHE）2015 年的界定，
①

译者注：美国阿波罗教育集团是全球市值最大的教育上市公司。该集团由美国教育经
济学家约翰斯伯林创办于 1972 年，它的雏形是一个面向成人教育的私人组织，后来在
与旧金山大学合作的过程中转变为一个盈利性的教育公司。1976 年正式成立阿波罗教
育集团，1989 年成为美国第一批被认可的提供网络学位教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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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高等教育（TNE）是“在一个以上国家提供教育服务的高等
教育提供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洲协会的《跨国高等教育
行为准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即跨国高等教育包括
“教育项目、学习课程或各种教育服务（包括远程教育）等所有
类型的高等教育，学习者在非自己国家学习来自不同教育机构所
提供的教育活动。”（Council of Europe, 2013）。跨国教育有多
种形式：双联制学位课程、特许项目、双学位、远程教育、分校、
虚拟大学等（Knight, 2007）。
由于需要保证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障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
针》（以下简称《指导方针》），加强国家与国际层面质量保障，
对质量框架认证。《指导方针》期待高等教育提供者“确保教育
机构跨境开办的课程与在国内开办的课程质量相同，并考虑东道
国的文化和语言特点” （UNESCO/OECD, 2005）。《指导方针》
指出，学生以及学习者应该“增强风险意识，防止被错误信息误
导，抵制办学质量低下的违规办学”。换句话说，跨境高等教育
学生应该获得与国内类似教育机构所提供的同样教学质量。例如，
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指出，“不论身处何
处，学生受大学立法所保护，不仅限于课程规定、政策评价、学
生申诉政策与公寓政策”。此外，莫道克大学的跨国高等教育学
生“在各方面都不需要有别于普通学生” （Murdoch University,
2015）。因此，跨国境外学生也享有本地学生相同的福利。

三、教育提供者的质量保障责任
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提供者都应该“确保为学生提供恰当、
有效的教学、资源、评估与学习资源，确保整个学习过程的质量
监控，确保提供者明确改进与完善质量的方法” 。（QAA UK,
2015）
马来西亚质量保障机构《项目认证行为实施准则》（COPPA）
以及《高等院校评审实施准则》也指出，在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持
续改进方面，高等教育提供者至少需要达到基本标准。下面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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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有类型高等教育提供者需注意的质量标准：
• 愿景、使命与教育目标
• 领导、管理与行政
• 课程开设
• 学生评价
• 学生筛选与学生支持
• 学术人员
• 教育资源
• 培养方案监管与评估
• 自我完善机制
（一）高校层面的质量机制与质量文化
为达到提供者的教育目的，质量应该是高校使命与愿景的一
部分，实现在教学、学习与研究的所有活动中。这意味着，基于
制度与法规角度，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政策与实践必须到位。通
过建立有效的制度管理与结构良好的内部质量体系，逐渐形成一
种质量文化。
建议：
• 教育提供者的领导者应该启动质量工程，支持所有质量活
动，包括质量过程与质量程序。
• 质量保障应是机构治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
机构管理体系与制度中明确规定。这就需要各级学术部门与学科
之间的管理者、教师与教辅人员合作参与，清楚定义所有行政部
门与学术单位对质量职能与责任。
• 明确规定质量保障办公室的职能与职责，制定一本《质量
保障手册》，为教职人员提供质量培训。
• 一个健全、平衡的质量保障体系既要表达教育目的，也要
满足社会期望。公共问责制应在《质量规划》中明确，特别注意
要向公众提供信息。
• 通过与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团体、政府、企业等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协商以及反馈机制，确保教育提供者长期、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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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体系能够适应变革。
除了院校层面的评估外，教育提供者还应开展学科专业评估
以确保教学与学习质量，特别是学生学习成果。一般而言，学科
专业评估是“一个监控、改善学生学习的动态过程”（Allen,
2004）。学科专业评估的框架应着眼于学科专业目的、课程设计、
教育学原理与学生发展。教师参与其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教师
应明确表述清楚学生的学习内容，该内容应该与提供者任务和规
划目标一致。他们应该设计促进学生学习、评估其成绩的课程，
应该收集并展示学生成绩的实证数据，使用这些数据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果。教育学原理与课程之间的一致性是学科专业评估中应
该核查的重要部分。我们建议采用戴明“计划-执行-检查-行动”
的“PDCA 环”对学科专业质量进行持续改进。
建议：
• 教师应参与界定专业的学习目标；
• 学习目标与课程目标应该与高校培养定位的目的一致；
•应该制定学习成果评价计划，包括考试方法、策略与过程；
• 收集与分析评估数据，以进一步完善整改措施；
• 建立审查评估过程与方式之持续改进机制。
（二）自我评价与同行评审
内部质量保障的基础是自我评估与同行评审。“自评”与
“他评”这两种方法都应在院校层面与专业层面开展，以促进持
续改进。自评是检查其目标是否达到，同行评审是为评估过程增
加一个独立、指向明确的观点。两者都能使得大学与专业了解其
优势与劣势，并提醒其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在自评过程中，教职
员工应充分讨论其挑战、劣势以及自我改进的发展战略，并完成
其自评报告，描述现状、分析挑战、改善建议以及未来行动建议。
此外，在周期性定期自评基础上，院校与专业评估两个层面
都需要评估专家到现场开展评估。
建议：
•自评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于高校所有质量活动之中，
通过明确行为准则，提高质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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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评审是自评的一个关键，因此，评审员资格与专业背
景必须是符合要求的，同时要避免利益冲突。
• 定期的自评报告应明确其优势与劣势、契机，并提出未来
行动建议。
（三）发展指标与数据分析
教育成果的质量可以通过标准、指标与各种定量与定性指标
来评估，要收集与分析定量与定性数据，并要涉及教师、管理人
员等利益相关者。高校成立的学校研究机构要经常收集评价数据
与历史纵向的信息。基于这样的数据分析，可以建立该校战略规
划与其自评报告的密切关联性。
建议：
• 高等教育提供者应定期收集、分析与使用各种数据与信息，
以有效管理并提高专业质量。这将裨益于界定学生成绩、教学质
量、教师资源、财政支持、教育成果等关键绩效指标。
• 质量保障体系应采用量化与质化指标相结合的方法，高校
应设立一个学校质量研究办公室，分析评估数据，供高校领导层
制定战略规划。

四、学习成果评价
为满足公众对问责的迫切要求，鼓励高校制定加强学生就业
力的举措与倡议。许多高校以更广泛的方式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与
市场所需技能。这些措施包括许多具体项目，如学生学习成果的
明确的表述，收集与解释学生成绩的证据，定期修改标准与政策，
课程结构与学习支持系统的建设等。这些措施均是基于毕业生、
雇主回馈与学生档案袋等资料而提出的。
以台湾辅仁大学为例。辅仁大学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关注
学生学习成果与国际流动性：一是建立一个新的课程评价体系；
二是建立一个校级实习计划；三是建立全球人才培育总体规划。
传统的教学评价不能反映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以及他们所获
得的核心能力。2010 年，辅仁大学将教学评估转换为课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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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以直接将课程内容纳入核心能力的评估模式，期望通
过新模式可以直接判断学生是否具备专业技能。调查主要分为三
大部分：学生自评、课程评价、反思与建议。第一阶段课程完成
后，要求学生做一个关于参与和能力获取的自评。在学生自评基
础上，第二阶段，评估要帮助学生成功地学习。最后，鼓励学生
选出能够提高其学习成果与技能习得的有效教学策略。
亚洲许多高校都采用电子档案袋系统帮助学生促进自主学习
能力。例如，2010 年 8 所香港公立大学合作建立了电子学习档案
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经历，提高他们在就业市场的就业能力。
基于马来西亚质量保障局（MQA）的标准，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
学（UiTM）也采用电子档案作为评价人文学院与艺术学院学生的
重要工具，展示“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视觉艺术与设计项目、研
究项目、相关专业知识，致力于专业的持续发展，培养批判性思
维，因为在这个技术平台上他们学会收集、展示、表述、评价与
交流他们的想法”（Mohamad，et al.，2015）。
这种对学习结果的重视已被高校广泛接受。学生在完成课程
后所需能力包括专业知识、通用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值得注意
的是，多数高校都开始把价值观和态度作为学生在学习计划中应
该获得的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因此，大学要走向成功，应该把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属性与能
力划分为三个领域：一是通识教育；二是社会与人际关系技能；
三是专业知识。这种方法把通用性与专业能力指标嵌入到课程设
计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最终，学生学习效果与能力指
标这三个领域实现在学生电子档案历程系统中，帮助学生了解自
己的学习成果质量，并给他们提供建议。高校可以在本科教育的
最后一阶段采用“顶点课程”①，鼓励重点开发“课程地图”②帮
①

译者注：“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主要针对高校的高年级学生
开始的一种综合性课程，一般开设在实用性很强的专业中，是一种让学生
整合所学领域的知识，并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同时培养相关技能和态度的
课程。
②
译者注：课程地图（Curriculum Mapping）是以课程规划指引学生未来升
学与就业的发展方向，旨在让学生了解学程之课程规划与未来职业生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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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习者选择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培养他们求职所需的核心能
力与专业能力。
建议：
• 教育提供者对学生评价与学生发展应制定明确的程序与标
准，应该载入《质量保障手册》中。教师与学生能够在该手册获
得评估程序、条例规定等多种信息。
• 教学与学习活动、评估方法应与预期的学习结果一致，应
包括学科知识、通用技能、态度与价值观。
• 学习评估应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方法，如测试、作业、实
验室学习与实验报告、实习、面试、档案、调查、反思性文章、
焦点团体等。
• 教育提供者应建立一个确保学习与学术标准的质量监控体
系。

五、迎接挑战：成为一个学习型机构
质量保障的核心价值是持续改进。因此，通过建立完善的质
量保障机制，一所高校应该有望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但在实施
过程中会遇到以下挑战：
• 行政部门与学术部门之间共享责任的挑战。有时，学校并
未明确规定行政部门和学术部门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这可能会造成误解，阻碍实施。
• 教师参与。在某些高校，由于教师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
任务，他们不能积极参与质量保障活动。促使他们更多地投入质
量保障活动是一个巨大挑战。
• 发展指标与学习成果的措施。制定发展标准和质量指标需
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达成该共识非常耗时。
• 时间与费用。教职员工应该意识到，质量文化意味着更多
的行政管理工作，这种额外的负担可能会在校园中受阻。

择之关联，以便学生完善自我生涯规划，明确职业生涯选择，进而提高学
习成绩、提升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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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循环的欠缺。一个有效的反馈周期能够提高整个高校
的质量。然而，这并非易事，评估结果与战略质量目标之间的系
统关联也非一蹴而就。

六、提高质量的贡献
质量文化的核心目标是不断提高质量。这意味着：
• 理解持续改善与自我完善的概念。高校进行院校评估和学
科专业评估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自我提升；二是标杆管理。通
过整个评估过程，高校更清晰地理解持续与自我完善的概念与价
值。
• 高校管理：学术发展与行政资源。院校评估与学科专业评
估帮助教育提供者明确其教育目标、行政管理、课程设计、财务
资源、学生学习、学生支持、教职员工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最重要的是，高校可以分析自我完善评估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
为制定高校战略规划助一臂之力。
• 教学实践：学习成果评估重点。教育提供者注重学生的学
习成果和评估，通过课程改革、提供师生所需的资源和服务，从
而导致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明显改善。然而，很有可能教师在如何
制定学生学习成果的恰到好处的措施时会感到力不从心。
• 国际化。质量保障将对校园国际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
提高国际知名度、加强教育提供者的全球竞争优势、吸引更多国
际学生、帮助毕业生到国外留学、找工作等。

七、结论：对七大质量原则整体成效的贡献
在质量保障过程与程序中，院校自我改善是全校全方位介入
的一个过程，也是为高校和专业建立一个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机
会，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还能加强行政管理与学术部门之间的联系。
质量保障体系的设计是以达到质量改进为目标的。因此，高
校需要通过一个周期性的评估过程不断努力改进其质量体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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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要知道改进什么？如何改进质量保障体系？何时变革以满足
不同的社会需求？
最重要的是，高校的自我改善可以帮助建立校内的质量文化。
所有教职人员都应该明察，质量保障就在他们手中，因此需要在
日常工作中不断改善。当质量问题成为高校每个人的主要任务时，
高校质量文化就自然嵌入到教育提供者的核心职能与管理中了。
CHEA 第一大质量原则阐述了质量保障中大学与教职人员职
责的重要性。作为第一大质量原则，它是其他六个质量原则的基
础：质量与学生、质量与社会、质量与政府、质量与责任、质量
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质量与时代变迁。
与其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相比，教育提供者必须发挥最为
关键的作用，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教与学的支持，帮助教职员
工了解他们在质量改进中的作用，并迎接面临的巨大挑战。教师
参与程度的高低将决定整个质量体系能否成功实施。
虽然这七大质量原则代表了高校共同理解的质量，但由于文
化、教育和政治环境因素的差异，实施这些质量原则会出现不同
的形式。虽然高校之间的做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质量原
则应该激发起所有关注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关利益者的正能量。例
如，国家资格框架被视为东南亚国家联盟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起点。
因此，外部控制很可能影响质量活动。相比之下，香港、台湾和
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将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纳入其战略规划并内嵌到
组织结构中。例如，《香港大学质量手册》明确阐述了管理人员、
教师、系所主任、课程协调教师等各类群体的角色和职责，强调
大学所有人都应对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提高负起全部责任。
由于现代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现今高
等教育体系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保证质量、追求卓越一
直是大学的核心价值，但政府问责制意识的上升，迫使高校更明
确其产出与成果。根据当地环境的不同，高校质量保障的实施也
会别具特色，但这七大原则可以帮助他们核查是否具备适当与灵
活变通的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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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质量与学生
彼得 J·威尔斯（Peter J.Well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高等教育处处长

质量与学生：提供给学生的教育始终必须保证高质量的学习
成果。
关于质量原则与学生将采取的行动涉及以下方面：
• 承认质量，包括承认学生的学术体验与田野体验等整个教
育经历
• 确定并使用质量关键指标，通过该指标，判断教学与学习
达到的成果以及学生学术体验与社会体验情况，作为未来开展活
动的指南

概

述

正如今天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学习者本身一样，对高等教育
的期望、现实与反思具有五彩缤纷的多元性质。尽管目前全球范
围内高校的类型、规模与使命日趋多样化，然而其普遍的共识是，
形成学生整个教育经历过程的高质量教育是现代高校及其制度最
有效、最密切相关的首要职能。学生整个教育经历可分为 2 个相
互关联的体验：一是学术体验，包括教学、学习与研究；二是社
会田野体验，强调个人与社会发展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21

现在已经出现了衡量这两种体验相关性的期望目标、标准与
指标。CHEA/CIQG 提出了“国际质量原则”这样一套指标。本
文就是探讨 CHEA/CIQG 的第二大质量原则，观察 CHEA/CIQG
实施该指标以及宏大背景下其他国际质量原则所面临的挑战。该
文将通过多个国际研究人员、高校及其领导、高等教育体系推进
者以及最重要的学生视角，探讨“质量与学生”这个主题的现实
及问题，并期望能够达到该指标的预期目的。

一、预期拓展领域：构成“质量与学生”要素——
国际利益相关者视角
高等教育相关性与重要性的国际观点表明，向学生提供高质
量的教育是全球公认的趋势。英国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前副校长戴维•沃森（David Watson）爵士最近谈到，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与学位必须要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紧密相关：
“全球范围内，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质量与标准的问
题迫在眉睫，学生为获得经济回报会选择立竿见影的相应学科与
课程。当然，这是理性行为。对于更多的精英来说，在过去制约
性制度下，毕业生进入市场的显著标志就是获取一个学位，特别
是名牌大学的学位。在毕业生占新兴劳动力1/3的当今世界中，学
位的质量以及雇主的直接购买显然是更为重要的要素。劳动力市
场对学生的评价往往比政策制定者与许多雇主所想象的更为严
酷。”
当然有许多人悲天悯人地发出“高等教育过度教育”“劳动
力市场干扰”的哀叹。也许最好的概述是莫琳•科里根（Maureen
Corrigan）在其《别管我》一书中的描述：“鉴于当今大学消费者
愉悦政治的现状，实际上我每学期都有70位老板，他们都坐在我
面前的书桌旁。”
克服劳动力市场和大学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要确保学生学习雇主需要的、与市场相关的、基于学习成果的高
质量课程。通常容易被遗忘的是，劳动力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
“商业程序”，因为它包含公立与私立公司的雇主以及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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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课程，涉及从歌手到社会工作者、大学讲师等群体。这两
个活动领域是双方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将对于学生整个教育经
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沃森坚持认为，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与学习质量上，其方法
是批判性思维：
“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要思考问题，靠灌输和训练学
生本能的方法去理解和寻找其思考的意义。现实的教学无助于学
生的能力培养，学生获得的知识是教师解释并传授给他们的，以
分析论点顺序展开，减少信息混乱，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学生具备较强的理解力后，这些技能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炼金术，
确保每年培养的学生均成为高技能、有创造性的毕业生，从而不
断刷新经济社会的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活力。勇敢面对不确定的未
来，而不是畏缩害怕，至关重要的是学生敢于采取大胆、富有想
象力、负责任的行动。这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良好公民的品质。”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学生一直呼吁开设更多问题导向的课程，
并希望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提高高等教育的学习与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范式的转变涉及到大学态度与大学文
化两方面的问题。它的特点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支持创新
方法与实现预期的学习结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畅所欲言、积极
参与。通过运用主动学习的方法把研究性学习与教学联系起来，
培养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如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以及反思能
力‛。（European Students Union, 2013）
加拿大的一项调查进一步阐述了学生对于高等教育有效教学
的观点（Smyth, 2011），并描述了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预期能
力的层次结构。针对学生期望投入整个教育经历的调研表明，现
在普遍认为教学、学习与课程开发的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过程是
一个关键要素。2014 年，勒弗罗伊（Lefroy）等人认为，只有通
过分析这些需要改善的数据，才可以确定“学生获得高水平期望
的反馈来自讲师的定期指导、本人预期的学习量以及其学习责任。
研究表明，期望与学习体验并不匹配，更谈不上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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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

面对面学习

1. 受尊敬

1. 受尊敬

2. 应答

2. 知识渊博

3. 知识渊博

3. 平易近人

4. 可接近

4. 投入

5. 交流

5. 交流

6. 有组织

6. 有组织

7. 投入

7. 共鸣

8. 专业

8. 专业

9. 幽默

9. 幽默

来源：史密斯，2011 年。
学生的期望超越了学习与教学能够提供的现实，他们需要获
得更多的教育体验，包括招生、注册、学术与社会支持功能等。
澳大利亚大学一项研究表明，第一学年本科生的期望是需要获得
更多的支持信息，包括预注册以及入学之后的活动，
“有些学生表示，入学的严峻问题之一是入学信息的缺失。
学生寻求更多的信息，包括获取课程信息与书目单、校情介绍会
议与校园游览时间等关于大学的基本信息。所有年龄组都对该问
题有一致的关注度。学生还想了解大学的更多信息，但表示说网
络上没有呈现他们希望获得的资料。学生认为，理解大学的基本
术语对于他们准备入学也是一个障碍，同样还需要在招生与课程
选择等方面获得一对一的帮助。研究发现，扩大各高校招生数量
的一个绝招是，大学重要性可归因于准备入学期间能够会见在校
生、获得家人或朋友的支持。”
大学的整体功能与作用并没有超越教育机构本身。在《大学
世界新闻》一篇名为《大学何为》的文章中，杰弗里•博尔顿
（Geoffrey Boulton）认为：
“大学传播普适性知识，关注人类的生物、精神、情感、客
观与主观等所有表现形式，关心人类与社会、文化、经济组织及
其相互作用，关注人类自己发现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人类为自己
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Geoffrey Boul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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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发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现代大学在各地拓展其核
心理念与使命，包括学生学术体验与社会体验：“因为我们对教
育抱有救赎性的信仰，中东大学把黎巴嫩的大学看作是促进学生
精神上、身体上、精神上与情感上的全面发展。”（MEU, 2015）
高校也很清楚，他们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学生的个体需要，
也与当地社区与国家优先发展项目有关，并在使命与价值观陈述
中明确表述：
“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不仅是一所优秀的大
学，也是技术、知识管理与创新的领头羊，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方面具有全国影响，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它更具有社会责任
感。因此，它专注的原则与价值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并
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UDS，2015）
“它的使命是推进知识发展、培养与生产相关的毕业生，使
他们具有农业增长、粮食安全、财富创造、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
管理以及创业等知识与能力，促进当下大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
养的质量，以回应国家、非洲及世界的需要。”（Lilongw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5）。
全世界各地的高校都承认，学生学习体验的质量是包罗万象
的。2002 年，沃森发出了一个及时的提醒：“个别高校需要记住
自己的声誉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声誉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
事实上，该体系所有重要的国际化都与之产生较强的相关性。例
如，南非教育服务机构给学生提供建议，教他们的研究项目如何
获得国家与国际机构的奖学金、学生贷款与财政援助机制等。
最后，也是本文最先讨论过的问题是，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
体系与高校正在鼓励向非传统的新兴学习者扩大高等教育，并提
供可选择的整个学位课程方案与课程设置。作为一所终身学习的
开放性大学，现在是高等教育体系中最具有优先发展的契机，需
要多样化的学习者、教师、课程与学习成果。在澳大利亚，
“……最近特别强调招收非传统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人学
生”。（Bradley, Noonan, Nugent & Scales, 2008; Stone & O’Shea,
2013），有助于来自非传统高校背景各类新型学生进入高等教育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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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研究、评论、调查、政策和观点不仅要建立普通学
生都有望接受的高等教育，也很清楚表明，社会问题与社会支持
功能正如强大的学术环境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下面第二部分通过一些关键指标阐述第二大质量原则，以帮
助我们理解并接受一个追求学习结果的高质量教育体验。

二、宇宙大爆炸：第二大质量原则成为高等教育超
新星
实现第二大质量原则，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清楚地阐明我们对质量原则的理解程度；第二，说服利益相关者
接受该原则，这通常是国际行为准则的做法；第三，让利益相关
者相信该质量原则可以在世界各地所有教育机构与体系中得以实
现的。如果解释与期待过于模糊或缺乏非描述性，该质量原则很
可能就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术论题”一样被忽视。该质量原
则以及其他六大原则可能被视为一个大胆的创新举措，像一缕金
色明阳光照耀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实际应用上，并为其获得国
际信誉与发展动力源泉，由此，我们需要制定明确的、达成全球
共识的、具有挑战性的质量原则。CHEA/CIQG 质量原则为所有
高校提供了一个“闪亮登场”的机会，促进“学习与教学、研究
与社区参与”三大转变传统高等教育的方法（UNISA, 2015），向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境界迈进。
那将意味着什么？可以如何做？对于许多人来说，解释质量
原则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即“提供给学生的教育必须始
终是追求高质量教育可见的学习结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讨
论现代高等教育精神的空间。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看到
的一样，根据个人观点、国情与大众期望，这一潜在道理变得更
加复杂。该复杂性越来越难以理解，因为要正确理解、采纳和贯
彻七大国际质量原则非常困难。必须要把这些复杂的关系与期望
作为七大国际质量原则的一个整体来理解，作者至少要找到两种
明显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选择是促进国家或高校层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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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原则，通过本土元素与现实情况决定。这自然有其好处，至
少在保证第二大质量原则不排斥高等教育体系及其相应机构的异
质性。然而，在各自为政的“个人主义”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无
为”的危险。
另一种方法是在第二大质量原则的框架内制定一套通用指标，
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高校在各个指标域阐述各自的政策与行动范畴。
表 1 表明第二大质量原则可根据这些关键指标域（KIAs）来展开。
表 1：第二大质量原则的关键指标
1．学生与高质量的学术体验
1.1 教与学
•
学习结果的相关性与明确界定
•
具有灵活性与个性化的课程
•
课程与学习者的差异性
•
•
•
•
•
•
•
•
•
•
•
1.2 研究
•
•
•
•

认证与评价标准
适合的学习资源与研究资源
适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
恰当的创新评估方法
多种方式的访问式学习
多样化的合格教学队伍
基于创新实战的最佳教学法
开放与包容的入学方法
学生群体的国际化
积极支持学生进步、完成课程与项目
行之有效的质量提升监控方法
致力于原创研究
适当传播研究成果
恰当的学生研究支持系统
为学术发展作好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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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科学研究政策与程序

2．学生与高质量的社会体验
•
职业指导与咨询
•
保健与个人福利
•
食宿服务
•
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支持
•
资金支持服务与咨询
•
体育与娱乐环境
•
学生代表性机构
•
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

三、铺设崭新的“质量与学生”之轨：实施第二大
质量原则的挑战
在考虑实施上述关键指标前，必不可少地再作一个解释性说
明。设计这些指标要做的事情就是汇总学生学习时认为重要的关
键内容与领域。无论学生选择的学习领域是什么，这对反映高等
教育质量、对学生整个学习经历都是至关重要的指标。
关键指标域不应该被看作是一套规则，而是一套实施第二大
质量原则的指南。它们是高校与高等教育体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渐地、明确地接近每个关键指标域的内涵目标。当定义高
质量学生体验时，确保每个子原则被质量保障同行机构与国际高
等教育体系打上特定知识品质的标记。
把这些指标转化为高校现实，需要在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支持
下，建立一个基本流程与程序。在此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资
金或资金的重新分配或重新调整。例如，建立一个学生反馈系统
（电子或手动），整理与传播这些人力资源信息给需要的人。同
样，有效地吸引国际学生与国际客座教授需要建立一个人员协调
机制办公室，解决一切从工作签证到保健、住宿与配偶费用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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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该指标的其他问题是，资金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较少，更
需要的是更改变心态。所有高校都致力于确保其毕业生的专业水
平最高，并能为各国未来教育质量做出贡献，而且他们的研究成
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类、对知识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地社区、雇主与学生利益相关者群体
的参与是现在任何高等教育质量体系中势在必行的工作。这就需
要一个不同的方法，传统的学术界设计、传播并明确高等教育学
科专业与资格的关系与内涵。这也需要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例
如，课程审核专业委员会或课程委员会应该由雇主、学生与毕业
生共同组成。
总之，这里不打算详细探讨如何在高等教育体系或高校层面
实施关键指标域的问题。上述指标主要是表明这是一个可能涉及
的指标，因为每一个指标需要仔细考虑与测量才能实现其目的。
一种方法既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异构原则，也可能是一个同质的原
则。
正如第二部分中讨论的一样，挑战将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以及
高校理解人力与财力资源的利好远远大于投资的长期资本。事实
上，高校乃至高等教育体系的生存可能取决于这样的资本投资。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行动计划：
首先，编译系列的“成功案例”或“案例研究”。全世界不
同国家与地区的一些高校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学生学习体验项目，
并开始进一步完善该方面的政策措施，解决第二大质量原则背后
的共同问题。这样的研究需要展示的不仅是取得了什么成就，更
主要的是如何实现在同等情况下高校或高等教育体系的益处及借
鉴。CHEA/CIQG 也需要考虑此类“成功案例”的有效传播性。
第二，CHEA/CIQG 考虑建立一个顾问网络，协助高校制定
关键指标域的行动计划。
第三，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国际质量组建立一个制度化
的分享程序，把高校联系起来，相互支持，实施 CHEA/CIQG 国
家质量原则，分享好的经验与做法。
如前所述，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在于要让高校以及高等教
育体系相信，七大国际质量原则背后没有包藏祸心，其唯一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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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支持国际高校在解决自身的质量与学生学习体验的问题。

四、质量原则星座：第二大质量原则对七大原则整
体效益的贡献
直截了当地说，高等教育没有学生就不会有高校。同样，
没有高质量的学术经历与社会田野经历的学生学习体验，就没有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制度与机构。因此可以说，第二质量原则是
CHEA/CIQG 七大质量原则的重中之重原则，因为即便是自我标
榜为“研究型”高校也不能缺少本科阶段学生的学习要素。
谈到第二质量原则与其他原则的相互作用，显然每一个质
量原则都在指标上涵盖着第二大质量原则的内容，存在一个相互
验证、参照的关系。建立学科专业委员会或理事会，就是要不断
评价课程、学习成果与评估方法，完全满足第三大质量原则探讨
的“质量与社会”的需求；同时，又与第四、第五大质量原则的
各指标关联起来，提供实施证据，要求政府继续支持与证明公共
资金不仅是公共福利，更是对社会与公众的问责。
全球范围内，对高等院校、学科专业的质量保障、质量认
证的过程现在已逐渐脱去了泛泛而谈的外衣，关注国家以及高校
建立的更严格、更详细的责任框架。敷衍地勾划评估质量框的日
子一去不复返了。如果高校不扪心自问，他们是如何解决第二大
质量原则带来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很快国家或国际性的
质量保障/认证机构将向他们问责该问题。无疑，不“照镜子”
的后果会导致国家公共投资的减少、国际认可以及国际信誉受到
损害。
最后，如果第二大质量原则是质量体系核心的重中之重的
话，那么第七大质量原则“质量与时代变迁”就是一个把所有质
量原则（包括指向学生要素的第二大质量原则）吸附到核心的一
个磁力。高等教育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变革的特性：改变与制定
学习方案与课程，更新知识、观念与理解，最终改变生活，促进
社会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高校要为他们的学生服务，需要不断
重新思考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教学？为谁开展教学？为什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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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详细描述的学生学习体验的指标同样也是变化中的指标。如
果没有变化，那么将停滞不前，没有意义。
总之，笔者清楚认识到，该文探讨的细节超出了 CHEA
/CIQG 国际质量原则的内容。然而，需要尊重不同的高等教育体
系，现在是跨国高校走到一起、制定一套能有效实现最终理想指
标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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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三：质量与社会
法布里斯·艾纳尔（Fabrice Hénard）
法国巴黎共同学习咨询机构处长

质量与社会：判断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基于高等教育能否满足
社会需求，以其公信力让大众充满信心。
关于“质量与社会”原则的行动，依赖我们对高校的认识：
•高校作为社会经济行为者的重要性与中心地位
•质量保障需要包括社会参与的责任
•质量保障需要囊括社会的所有需求，高校、国家以及国际
层面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第三大使命
（一）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使命及其挑战
高等院校与社会之间的默契是：社会赋予高校自主权，作为
回报，大学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大学
拥有自己的学术规范与利益相关者。大学有招聘其学生与教职人
员的自由与策略，有自己的规划、学术标准、考试与治理模式。
然而，高等教育通常被认为有 2 个核心任务：（1）教育（教与
学）；（2）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的目标已逐渐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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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兴趣。高校热衷于追求学校声誉、教
育质量与研究成果，逐渐疏远了主流社会。公众希望高等教育再
次达到社会的目标期望，所有的高校都理应如此、义不容辞。高
等教育第三大使命是广泛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即融入社会，
服务社会。英国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温迪•珀塞
尔（Wendy Purcell）2008 年指出，要平衡高等教育自主性与社会
的需求和期望，“大学的作用是进一步扩展知识，鼓励学习，完
善学识”。高校需要从“为知识而知识”转变到“追求文化、经
济与社会的效益”（Purcell, 2008）。她呼唤出现以需求导向的大
学，高校要关注来自学生、企业与社会公共部门的需求。
第三大使命不是一个目标列表，而是一个教育与研究如何开
展的描述。该使命需要在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中培育技术转换与
知识创新，为社会创造外部经济效益，促进终身学习。它也涉及
到服务社会的问题，即，大学可以直接融入社会活动，比如通过
举办文化活动或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服务
使命意味着在开展教育与研究中，充分考虑到社会的需求。
这种关系应该是互惠互利的。例如，企业参与的应用性研究
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更好地为其职业生涯做
准备。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履行新承诺。高等教育第三大使
命的目的是支持社会更好地应对经济、社会与人口方面的挑战。
影响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功能以及大学使命的一些重要变革列举如
下：
• 向知识经济转型使得高等教育产生了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
式的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必须教给学生那些社会认为
有用、具有竞争力相关的技能。
•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在西方社会 18-20 岁的青年人更少
（欧洲减少了 14%，2006-2007 年欧盟统计局）（Purcell, 2008）。
高等院校应强调终身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培训，以便达到高等教育
与劳动力技能保持相关性。
• 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为经济贡献做好准备，现在更期
望能塑造参与民主活动的公民。实现民主与振兴经济的重任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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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高等教育承担，高校要鼓励并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公民应当承担
的公民责任。因此，第三大使命不容忽视。
• 大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全球化的浪潮，现在高校在
全球范围展开了竞争大战：招才纳贤，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教师
与研究者。然而高等教育成本急剧上升，特别是学费。许多来自
不同背景的学生为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巨额债务缠身。高校需
要找到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办法，而不仅仅只有精英
阶层可以获得。高校必须将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目标相结合，寻
找新的资金来源。
总之，高校采用商业和公共部门同样的运营方式已经成为社
会经济主体。他们不再只是教学、开展研究，作为社会经济系统
的主体，它们与国家、地方当局、企业、协会等其他运营商互动
互惠。这样，他们对社会就必须承担新责任、履行新承诺。
（二）压力之下的高等教育
各种利益相关者使用内部、外部与排名三种压力“胁迫”高
校，使得高校难以完成其第三大使命。
内在的压力来自于高校内部，强调追求资金与知识的价值是
什么？奖励与资源分配给那些具有示范性的研究，而不是分配给
为社会提供最好服务的研究。奖励资金、增加声望与有益社会之
间产生了冲突。高校通常看重的是资金回报与声望，并在其政策
中充分体现这一价值。相比之下，很少有奖励激励高校更多参与
到服务社会的活动中。此外，社会参与的协调机制与具体实施政
策往往缺位。高校仅停留在它们可以融入社会的全球视野，可证
明他们有其社会目标。成应该立一个专门的社会服务中心，帮助
高校提高效率、汇聚各方力量，而不是各部门、各项目组单打独
干、缺乏合作。2008 年，德波尔（Benneworth, de Boer）与约布
洛德（Jongbloed）指出，在此意义上，高校是一个个“耦合松散
的组织”。①
①

译者注：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维克（K. E. Weick）就提出了松散结合系统

理论，他认为学校组织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却又彼此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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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导致大学不是为毕业生的能力与知识，而是为其声
望与收入而相互竞争。高校感到，对于企业为主的捐助者它们应
该承担起责任与义务。事实上，根据 2005 年纽曼（Newman）、
科特瑞亚（Couturier）和斯库利（Scurry）的研究，美国公司认为
研究将有助于其企业目标的实现，给予的研究费用增长从 1985 年
到 850 万美元增长到 1995 年的 4.25 亿美元。捐助人也默许了大
学作为一个公共辩论平台的做法。大学校长可能不愿意采取某些
其捐助者不同意的行动，他们的行为更像是首席执行官向投资者
报告，有满足他们的义务。例如，可能会被推迟出版不受欢迎的
研究结果，因此损害了高校的完整性、独立性与透明度。
学生也可能会使用类似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的表现越来越
像消费者。他们支付学费上大学，因此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更高，
要求提供的服务更优，文凭对就业市场的价值更高。教育是一种
投资，他们期待回报。
学术排名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度，其重要性近年达到高
点。由此，也加剧了以上的趋势。学校力争排名靠前，虽然这些排
名普遍表现为对大学绩效的一种扭曲观点，因为排名仅仅测量教学
与研究。如何评估高校的社会参与度？以什么标准衡量？大学服务
社会有没有简单的衡量办法？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的重点是定量标准，如出版物、研究型领导、诺贝尔奖和
菲尔兹奖等，重点都放在研究与奖项上。它不评估教育质量或学习
成果。高校倾心于开发研究项目，即使项目虽差也乐此不疲，而不
是把其强项专注于培养熟练的劳动者与有教养的公民。我们应该制
定衡量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办法。
评估第三大使命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如何保证？
（三）质量保障：评估服务社会第三大使命的难度
有时，质量保障被认为是证明高等教育投资有效性必不可少的
证据。但质量保障应该不仅仅是改进与问责。在高等教育第三大使
命中，质量保障应保证高校服务社会的责任。然而，第三大使命的
质量保障既不容易也不明显。很少有国家考虑到高等教育中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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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的公众意见。一些学生与雇主团体开展了一些调研与咨询工
作，但很少有一个全国性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讨论回答高等教育目
标怎样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社会服务方面的问题比较模糊，
仅取决于质量保障机构认证与评估了的高校及其学科专业与课程。
高校基本上是与社会需求缺乏关联，可能是因为质量保障标准对于
社会服务标准不感兴趣的原因所致。
在质量保障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和指标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仅
仅达到客观性的定量标准还不够。普遍被接受一个国际共识是，质
量保障机构必须了解该高校或该学科专业的目的和功能才能评估其
绩效。只有在这些方面达成了共识，高等教育才能有效地开展社会
服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所高校能培养多少博士生的数量问题，
而是涉及所学技能是否与相应行业相关，以及教职人员能否有资格
讲授该课程。由于高等教育缺乏明确的社会服务的指标，质量保障
机构评估高校的社会参与就非常困难。资金和声誉往往是推动质量
保障的动力，而对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问责。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也很少考虑内部质量保障。很少有内部质量
保障的条例将高等教育融入社会这个第三大维度纳入其中。大多数
自评报告的分析表明，一所高校通常的指向是教学、学习、管理、
研究与校园生活。大学社会服务目的很少被提及，也基本上没有质
量保障机构需要一所大学呈现其结果如何满足社会需求。

二、建立信任
（一）改善沟通
恢复公众信任的第一步是提高质量保障机构向社会提供信息的
相关性与透明度。国际舆论一致要求质量保障机构对社会公布其评
审以及评估过程，并提供有关高校绩效的信息。例如，欧洲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组织（ENQA）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
（INQAAHE）的文献综述揭示了两种类型的质量保障评估报告：
一是综合性评估报告；二是总结性评估报告。
根据巴赫（Bach）、德拉戈耶维奇（Dragojevic）等人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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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ENQA 的透明度是通过《公共质量报告》向公众公开，综
合性评估报告包括“整个评审报告，包括规定的外部质量评估过程
的完整分析结果”。这是一个使用复杂词汇的冗长而细致的深入分
析，主要是专为高校的反馈意见设计的，并提供给官方权威机构作
认可决定参考。这些报告对于想了解一所大学的学生及其父母也可
能是很难理解的。
总结性评估报告比较短，容易阅读，是一个外部质量保障评
估结果“描述性或纲要性的报告”。 （Bach et al., 2014） 虽然超
过 3/4 的高校会公布综合性评估报告的内容，但是只有 31%的高
校公开总结性评估报告（Bach et al. 2014）。因为要向公众保证其
透明性，提供简洁、易于阅读的信息。因此，质量保障机构应该
促进并提高评估报告的可读性，这样才能真正提供社会（学生、
家长、雇主和媒体）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了解高校绩效的正确
信息。其目标是增加普通公众对质量报告的阅读性。
另一个选择是发布一个综合性评估报告，内容由质量保障机
构认为最重要的部分组成，其中包括一个以公众为目标对象的部
分。必须提高此类材料的可获得性与可用性，鼓励公众阅读。质
量保障机构应该建立一种提高其工作意识以及对社会有用性的自
愿沟通策略。他们必须要向公众开放，以获得社会认可，例如，
召开研讨会或造访校园等。大学也应该有义务在其网站上发布评
估报告。建立高等教育的信任应该始于公众熟悉质量保障机构及
其程序。
（二）提高高校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高校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因为信任是建立在可
见的结果与举措中。大学应考虑到地方公共政策议程，并响应公
众的要求。例如，当地方需要更多的护士或教师时，大学要做出
相应的举措。需要从资源与过程为基础的质量保障转变为整合公
共需求、更具包容性的质量保障。根据埃克尔（Eckel）与科特
瑞亚（Couturie）2006 年出版的《迈向高地：重获竞争环境中的
公信力》一书，一位大学领导坦言，他们“需要直面社会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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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议程，显示（他们）理解，表明（他们）在前进，展示（他们）
正在走向未来。”
公共政策议程无法控制高校的策略，但同时它应该明确高等
教育的贡献，因为高校为社会创造具体的经济价值（劳动力素质
提升、职工培训）以及社会价值。需要高校从他们可以做（创建
与转让知识）的态度转变到他们可以为公众作贡献。
（三）质量评估中增加利益相关者角色
公众应该参与高等教育评估。学生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中
的最大的群体。他们可增加学习者对质量保障机构开展评估的洞
察力。学生的学习经历使他们预见到其他利益相关者不能考虑的
后果。他们的背景使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评估方法，他们多
元化的观点以及面临的挑战，促进评估过程要覆盖所有方面的质
量问题。这会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从长远来看，会导致更好
的评估、更好的学习成果、更好的教育。学生分享质量保障机构
的益处以确保教育质量，特别是在内部评估时。因此，学生应该
是评估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即使他们缺乏学术经验或有关高校组
织的知识。毕竟最终，他们想要的是高校办学的最佳状态。
雇主是另一组利益相关者，有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他
们参与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确保学生学习行业相关的
技能。雇主拥有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全景式视角，通过实习与见习
机会可以评估学生获得的工作经验、专业认证与资格（专业学
位）。质量保障过程中要增加雇主角色。高校在进行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时应请雇主参加，以确保学生毕业时拥有就业市场及
相关行业所重视的相关技能与资格。要鼓励雇主参与学校内部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审查、评估以及监控。
近些年来，学生和雇主参与质量保障机构委员会的机会不断
增加。许多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并强烈建议学生作为平等伙伴
参与决策与质量管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南》
（ESG）认可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强调了这
点。2013 年，雷斯特（Leisyte）、韦斯特黑登（Westerheij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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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埃平（Epping）等人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利益相关者》一书
中指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南》中利益相关者
的观点是，利益相关者的明确身份是参与高校活动的合法性，在
教育质量的决策过程中持有投票权‛。然而，在实践中很少实施
该层面的参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作用会因国家特点、时代背
景、法规条例和高校内部管理体系出现千差万别的现象。在一些
国家，雇主参与是“打补丁”似的工作，不鼓励多样性。年轻学
生都是全日制学习，而雇主则在为大公司工作。利益相关者群体
也需要多样化以确保每个群体的代表性，包括成人、非全日制学
生、国际学生和残疾学生以及中小企业雇主等。如果没有社会各
个层面的参与，评估过程可能会导致某些利益集团维护特定观点
与偏见，产生不恰当的影响。
（四）达成质量保障国际共识的努力
国际化的质量保障要求获得社会的信任机制。2011 年巴赫
曼（Bachman）与英克彭（Inkpen）确定的四个机制如下：一是
法律规制；二是认证；三是声誉；四是社区规范、结构与程序。
使用法律手段可以完善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这个第三大使命及其质
量保障评估，提高其重要性的认识。一个法律框架可以促使高等
教育与质量保障的社会目的得到具体明确的国际公认。各方利益
相关者必须要展示其促进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动机或履行第三大
使命的职责，从而导致其利益相关者对有效性的认可。能够用于
认证的手段与方法层出不穷：
国际标准、绩效指标或国家基准。再次强调的是，依法评估
是确保达到标准与保证程序合法的关键。一所高校的声誉对利益
相关者至关重要：高校、学生与雇主希望确保他们获得优质的服
务。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名声，现在需要扩大到质量保
障，这样其透明度就更能为公众所了解。最后一点，社区规范、
结构与程序是“创建个体行动者的集体控制行为”（Bachman
and Inkpen, 2011）。它由第三方监控，例如，社会要确保其职责
与行为是正确的、是遵照标准而办学。质量保障机构需要看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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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公众赋有责任感。在国际化质量保障背景下建立信任需要改
变心态、改变态度。
证据表明这样的变革已经在我们周围发生了。我们观察到几
个地区质量保障体系的融合趋势，如欧洲是通过欧洲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组织（ENQA）。ENQA 是一个联盟性的伞状组织，其机
构会员来自欧洲高等教育区成员国，其目标是制定行为准则，促
进合作。在现实推进中，它完成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
与指南》（ESG），界定了普识性的质量保障原则。因此，我们
有了一个区域性的质量保障标准、指标、自评以及其他相关主题
的规定。国际质量保障团体已经分享了有效的质量保障过程中所
认定的质量原则。它们具有可比性，虽然其表达的方式不同，可
其基础是相同的。波莱特（Bollaert, 2014）指出，质量是由许多
专家定义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目标”。准则、标准
与惯例都会被不断讨论与修改。
这也应在国际层面发起并受益于全世界的一个质量保障团体。
新兴的区域质量保障迈向国际讨论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第一步。全
世界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详细的国际通用遗传密码”
（Bollaert, 2014）。它应该尊重国家背景与高校现实的多样性。
标准必须包括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这个第三大使命以及对其开展评
估的方法。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保证高校对社会的最
佳服务。

三、结

论

为什么质量原则应该与质量保障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
上文的分析表明，随着世界经济模式、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某些国家大规模失业等带来的新挑战，学生的期望已经改变。高
等教育大众化也给学生提供了眼花缭乱的选择以及多种可能性，
与从前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教育模型可选择，例如远程学习、模
块化学习、国际性流动性等。
在今天这个迅速变化的未知世界里，政府与高校有点难以理
解日益多元化学生群体的愿望，也难以预见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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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向雇主咨询有助于高校与社会的相互理解，两者之间已经
架起了畅通的桥梁。然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高校、质量保障
机构与雇主意识到，他们仍然无法预见未来高等教育的中、长期
发展趋势。
质量保障机构的一个主要桎梏是向学生、雇主或相关利益者
等社会其他相关方提供沟通方式。由于信息传播的复杂性以及理
解高等教育质量概念的难度，不太可能得益于目前的沟通方式确
定质量标准。这使得质量保障机构很难获得社会的信任。质量保
障是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高校，明白他们是否提
供优质的课程与教育质量，但质量保障与普通公民之间缺乏直接
的联系与沟通。
许多国家的争论都集中在质量保障公信力、评估或提高质量
方法与模型的可靠性方面。国际标准或质量原则有助于提高质量
标准的可靠性以及国家质量保障的重视程度。在国际质量保障组
织层面，出现了相关的质量保障举措。例如，欧盟质量保障注册、
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的《质量保障原则》《欧洲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标准与指南》以及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提供的质量
指南。多年来，质量保障能力已大幅度提升。然而，它仍然没有
深入民众心中，没有融入社会：
• 社会不知道质量保障的功能与作用，只有国际质量标签才
被接受；
• 质量保障被流行媒体的国际排名蒙上了阴影；
• 高校使用的招生及营销策略，并不靠质量保障元素获取信
任。相反，他们的卖点是大学品牌，而不是展示他们在教育质量
方面的实力；
• 雇主与学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质量保障组织与过程中，但
没有持续的影响力，没有像欧洲学生会那样建立了专业性联盟团
体。在许多国家他们的作用非常小，质量保障在学术上一直是同
行评审，因此仅聚焦于部分质量问题上，而非重视高等教育的整
体质量问题。
总而言之，质量保障机构正在努力改进质量保障的方法，一
些人正在寻求更多的透明度与更大的公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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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成功。
最重要的是，质量保障不是质量保障机构的“专利财产”。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其中。质量保障机构必须关注教育提
供者服务社会的需求，社会必须要主动参与教育质量保障并做出
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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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四：质量与政府
拜德尔·阿布尔-艾拉（Badr Aboul-Ela）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学术评审委员会（CAA）主任

质量与政府：政府的职能在于鼓励并支持高等教育质量的提
升。
关于质量原则的行动与政府职能将涉及以下方面：
• 通过立法进一步建立质量保障机构，确保这些机构的自主
权，并避免其决策受到干扰
• 采取措施确保质量保障机构的有效性，确保政府职能部门
不能控制质量保障机构，建立基准与监测质量保障机构绩效的信
息系统
• 建立与维护质量保障机构时，必须直面政治框架、人口挑
战与技术挑战

一、背景介绍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在过去 20 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革。这些变革中，许多既古老又新潮的因素相互作用，极大地影
响了高校品质及其办学质量。
目前高校数量不断扩张，特别是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已难以支撑人口持续增长给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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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带来的长久强烈需求。例如，阿拉伯国家高等院校数量的增
加已经了超过过去 20 年，达到 250%左右（Aboul-Ela, 2015）。
许多新兴的营利性私立学校是在没有监管机构或严格标准控
制其行动时建立起来的。这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其毕业生素质及其
在就业市场培训工作的关注。
智能学习、开放在线课程等创新技术学习方式给成千上万的
学生增加了额外负担，并进一步挑战现有质量保障机构。
此外，金融动荡已迫使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与欧洲，大幅
削减他们对高校的经济支持。这也迫使高校通过招收更多的国际
学生、增加在线课程或建立海外分校等多种手段，寻找其他经济
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跨境教育也面临来自质量保障机构或东道
主国政府立法者监管方面的挑战。
最近，在某种程度上，公众对世界或全国大学排名的担忧也
逼迫一些质量保障机构更注重增加他们服务社会的透明度与问责
制。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导致政府为顶尖高校提供更多支
持的选择性办法。
主要基于政治层面的区域合作也影响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以
及质量保障的影响力。
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人口因素的复杂程度影响政府鼓励、
支持与监控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职责。

二、政府履行质量原则
（一）政府应该促进质量保障机构的建立
高校扩张、非传统教育体系的出现以及高校持续的竞争力使
得大多数国家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或权威机构。
各国政府应出台必要的法律，建立和支持国家质量保障机构。一
个很好的例子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学术
认证委员会（CAA）4 年的运行期间就关闭了 26 所不合格的高校。
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巴林王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
动。在阿联酋，所有授权高校提供的学科专业必须由学术认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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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认可。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没有建立质量保障机构。在黎巴嫩等几个
少数国家，国内政治局势延缓了建立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步伐。
在履行其职能方面，政府应该确保质量保障可接受的独立自
治程度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准则，正如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
（INQAAHE）以及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ENQA）所定义
的那样。虽然质量保障机构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因为资金来源不
是政府就是相关公共部门，然而政府不应干预决策过程以及质量
保障机构的评估过程。
在匈牙利和瑞典等一些欧洲国家，国家质量保障机构饱受诟
病，因为强权政府干预其运行。
在大多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国家质量保障机构被确立为独
立的部门。然而，在阿联酋、尼泊尔和越南等一些国家，国家质
量保障机构隶属于教育部下属，强化了教育部实施决策的权力。
（二）政府应避免妨碍国家质量保障机构有效性的机制
在一些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影响其国家质量保障机构运行
的决策。此方面有许多例子。在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
决定采取措施停止重点大学从大学四年制学士培养方案回到三年
专科培养方案（Narayan and Sharma, 2014）。在澳大利亚，2011
年“大学质量保障署”（AUQA）变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
（TEQSA），2013 年资金大幅削减。这可能会对一个国家质量保
障机构的运行造成负面影响（Hare, 2014）。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举办高校的决定权把持在教育部门手中，
国家教育质量保障机构不能染指。例如，在巴林王国，教育委员
会制定的一些标准与国家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机构（QAAET）的
行为准则相互抵触。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国家，整个政府支持
要交给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在阿联酋，所有高校开设的学科专业
必须由学术认证委员会授权认可（CAA，2011）。同样，在沙特
阿拉伯王国，高校和学科专业都必须接受国家权威认证机构
（NCAAA）的评审，该国所有高校都必须通过这个强制性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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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应不断更新政策法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体系
在一些国家，随着不断出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培养方案，不
断变化的教学模式要应对来自政府部门的阻碍。政府对于在线专
业或学生电子学习获得的学分认证设置了障碍。职业教育与专业
资格认证已经成为广泛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
机构之间合作，并要求质量保障机构更新其认证与认可的标准和
体系。政府应该尝试更新其运行体系和标准来应对高等教育体系
的这种变革。
（四）各国政府应支持国际合作确保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全球化特征。分
校、联合学位课程、衔接协议、留学项目与开放在线课程等各种
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着各国毕业生越来越多的流动趋势，
各国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全世界
第一个国际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是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
织（INQAAHE），成立于 1991 年，迄今为止拥有 250 多家会员。
在过去 20 年中，四大洲均成立了区域性质量保障组织，几乎覆盖
世界的所有地区。最近成立的一个是海湾质量保障组织（GNQA），
在 6 个海湾国家元首共同签署决定下成立于 2014 年。在许多国家，
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让其质量保障机构参与国际性质量保障组织
的活动，实现高等教育追求质量与效益的目的。通过区域或国际
组织的介入，政府当局以及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共享信息与行动准
则。
例如， INQAAHE 的服务包括行为准则数据库以及假冒认证
机构情况的信息发布，这些急需的信息有益于保护普通消费者利
益。同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共同制定了 2005 年质量准则，提出了监控与提高跨
境教育质量的工具（UNESCO and OECD, 2005）。他们服务于利
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质量保障机构、高校、教师与学生，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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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护学生免受低标准教育提供者的最终目标。
（五）各国政府应支持建立国家高等教育信息系统
需要高校及其专业课程增加信息透明度以及公众意识。这些
信息应该系统地收集与更新，并随时向公众提供。它可用于学生
指导、各高校间比较、国家标准或排名。无论是全国性或区域性
的排名结果，比如阿拉伯地区 QS 大学排名，可以增加高校水平以
及竞争力，从而提高质量。2012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提
议其成员国建立国家信息系统。
此外，政府应鼓励发布不合格高校与不合格专业的“黑名
单”，作为消费者保护措施，迫使这些教育提供者停止办学。
（六）各国政府监控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有效性
虽然各国政府应该支持质量保障机构，后者也应向他们所服
务的社会负责。重要的是，政府在支持质量保障机构与监控其运
行过程这两个双重作用之间要达到良好的平衡度。
许多国家在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的绩效评估方面没有明确的判
断标准。政府官员有时责怪质量保障机构失职，未履行其职责，
未保证高校以及毕业生的质量。正如本报告上文所言，澳大利亚
“大学质量保障署”变为“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就是一个政府
直接干涉的明显例子，美其名曰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在美国，
2013 年参议院询问认证机构的有效性、运作的严谨性，并警告其
评审专家与高校之间的利益冲突（Field, 2013）。
在阿联酋，内阁制定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国家学术认证委员会
的效率。政府关注外部审查学术认证委员会的操作，以确保其标
准与程序是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
然而，还有其他不同的例子，一些国家政府积极地干预国家
质量保障机构的运作。在俄罗斯，意识到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功能不理想，政府开始在公立大学办学过程中设立检察长办公
室。在匈牙利，国家质量保障机构丧失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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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ENQA）正式会员资格，只在新建高校与学科专业评审中
扮演顾问的角色。
（七）基于成果评价中政府角色
在重视成果评价的高等教育质量转变过程中，重点放在其结
果，导致政府试图通过学习成果与专业课程实现所要达到的知识、
技能与能力，并衡量其水平。政府一直是此类活动背后的推手。
在巴西与哥伦比亚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Salmi and
Saroyan, 2007）。在约旦，要求所有大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结
果一部分约旦私立大学成绩超过了几所政府公立大学。这导致政
府暂停了这一行动。
经合组织支持“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价”（AHELO）这项全
球性项目，评价工程与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教育成果（OECD，
2013），但该项目仅在 17 个选定国家的大学开展。要在一个更大
范围完成，其目标还很难达到，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国家与机构
不能承担相对较高的成本。
近日，阿联酋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学术认证委员会鼓励全
国所有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参加国际综合考试，比较其绩效以及提
高所有高校的竞争力，这将对质量提高做出贡献。
近年来，通过学生参与度与劳动力市场满意度，其他评价教
育成果价值的方法已经被开发。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劳动力市场调
查：区域层面，如欧洲联盟就业观察所；国家层面，许多拉丁美
洲和欧洲国家中大部分高校都开展高校科研调查。
在美国，2015 年 9 月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建立一个具有
选择性、基于学习成果的质量审查程序，授权“创新、优质的教育
服务提供者”，开展一项基于学生规定成绩、学习完成、购买能力、
学生受益的质量审查（CHEA, 2015）。新兴教育提供者必须满足
美国教育部制定的学生成果规定，与目前联邦政府识别审查程序类
似，甚至还要简便些。
在国家标准层面，比较高校或学科专业绩效过程，而不是依
靠大学排名被认为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选择（Salm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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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立国家标准体系是政府促进高等教育竞争力、提高素
质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准要求需要像本文
前面论述过的一样，各国政府首先建立一套适宜的全国高等教育信
息系统，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
（八）实施质量原则的挑战
在鼓励与支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中，政府角色面临诸多挑战。
由于各国政治、文化、人口与社会经济情况以及教育制度的成熟程
度千差万别，这些挑战在国与国之间也形态各异。
1. 政治挑战
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局势可能会阻碍建立或更新完善质量保
障机构的合法化，例如黎巴嫩就是一个例子；也可能对质量保障机
构有效性产生不信任，如美国与俄罗斯的例子。
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国家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教育部在高
校与法律规范运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有时会造成国家质量
保障机构执行质量标准的困难。
国际上，各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政治决定限制了质量保障机构
的独立性及其所做的决定，可能在区域、国际层面的质量保障组织
的权力与会员职责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
2. 金融挑战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政府财政支持公立高校的能力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有时是由于经
济衰退周期引发的棘手问题。
现场评估经费，特别是学科专业认证，构成了许多质量保障机
构与高等院校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由此导致了一些国家将其质量保
障体系仅限定为高校评估。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
系仍处于一个逐渐完善与走向成熟的过程，有必要继续开展具体的
学科专业评估。
3. 人口挑战
在埃及等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公立大学入学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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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出现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困难。
为偏远地区群体提供高等教育机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
战，落后的技术以及贫乏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非传统类型的高等教
育传播。
4. 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挑战
如前面所解释的一样，高等教育技术扩张，特别是电子学习、
智能学习以及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已成为政府与质量保
障机构的一个真正挑战，因为他们试图对这些技术进步及其影响做
出反应。质量保障机构需要更积极地行动以应对这些挑战。
冒牌质量保障机构与野鸡高校也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很大挑战，
其中大多数都是网上运行。该方面的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减少这种冒
牌教育提供者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质量。
5.质量保障专业化缺乏引起的挑战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 20 年中新建了不少缺乏专业性的
质量保障机构，影响涉及到高校、质量保障机构等不同领域（如评
估员或标准制定）。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政府已经
努力要提高其内部质量保障的能力。在区域质量保障组织的帮助下，
最近开始实施能力建设项目。然而，即便如此，许多国家已经实施
的同行评审有可能受到政府当局的批评，如先前提到的美国参议院
的质疑。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际评估专家，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
障组织（INQAAHE）为阿联酋等小国家制定的行为准则，加重了
高校以及政府的财政负担。混合使用国内与国际评估专家的平衡方
法最近已被阿曼苏丹国、巴林王国与沙特阿拉伯等一些国家采用。

三、结

论

随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人口等复杂因素对高等教育体系
的影响，各国政府在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们是对社会负责的总代表。在此情况下，政府应促进质量保
障机构的建立并确保不干扰质量保障机构的决策过程，让它获得一
定程度可接受的自治。各国政府在支持质量保障机构与监控其运行
过程这两个双重作用之间要达到良好的平衡。各国政府应支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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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高等教育信息系统，这将是标杆管理的基础。他们应该保持
更新政策法规，应对教育体系的新模式变革，支持国际合作，以确
保高等教育质量与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保持一致性。除了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缺乏专业性，在努力实现并保证高质量的高等
教育过程中，各国政府可能会面临政治、经济、人口与技术方面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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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五：质量与责任
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协调员

质量与责任：高等教育提供者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的责任
是承诺保证质量，并定期提供其质量证据。
关于质量与责任的原则将涉及以下方面：
• 重视高等教育提供者承担责任的首要目标
• 促进基于责任的质量管理：
- 平衡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之间的关系
- 致力于建设性–不是回报性–目标驱动质量保障机构
- 为质量保障机构以及高等教育提供者建立相互约束的责
任条款

一、背景介绍
最近一项国际质量保障趋势研究，揭示了国家与质量保障机
构之间不断演化关系中值得注意几个方面（Salmi, 2015）。报告
分析的国家案例表明，结果喜忧参半。一些国家强化国家监督的
作用同时存在损害其国家质量保障机构独立性的风险，另外一些
国家则给予质量保障机构与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还有一些正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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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重大的结构调整以提高其质量保障体系有效性的目的。
同时，最近几年新兴的问责机制已经涌现，弥补了质量保障
机构传统的评估与认证的功能。例如，学生参与调查、学习成果
评价、劳动力市场观察与大学排名都是冠以质量保障目的之名目
而补充的相关信息。
在政府角色转变背景下，出现了多元问责机制。CHEA/
CIQG 于 2015 年 5 月发布了《国际质量原则》，该框架旨在开展
质量探讨，激发区域或国际层面的质量实践。第五大质量原则聚
焦于质量与责任，申明“高等教育提供者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的
责任是承诺保证质量，并定期提供其质量证据”。本文旨在探讨
质量与责任原则有效实施的方式。

二、外部问责压力的权重
人们常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善意铺成的”。近来对过度
责任要求的不满来自多个方面。例如，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大学
抱怨绩效指标多如牛毛，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挖掘与整
理报告各级政府监管需要的数据（Salmi, 2009）。在美国，高校
表示，他们必须生产长篇大论的责任信息，提交给区域认证协会、
专业认证协会、美国教育部、州级立法团体与州级高等教育委员
会。2005 年，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委员会（NCAHE）的报告承认：
“为了更好的教育结果，问责制势在必行。但通常实行更多
类型的问责制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性能。我们目前的问责制度被
描述为繁琐、过度设计、颠三倒四、效率低下，不能回答关键问
题，给政策制定者过度、误导性的数据，要求高校汇报等给他们
增加了过分的负担”（NCAHE, 2005）。
此外，在本文背景介绍部分提到新兴问责工具正越来越多地
被用来补充完善现有信息，以衡量高校的绩效与运作，从而影响
到国家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的工作。在该背景下，尤其重要的新
方式如下：（1）学生参与调查；（2）学生学习成果评价；（3）
劳动力市场观测；（4）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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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参与调查
2000 年，美国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全国大学生
参与性调査”（NSSE）。随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制定并实施了
该国版本的调查，旨在了解学生如何评价高校的教学与学习质量。
今天，学生参与调查定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
荷兰与英国举行。最近几年，中国与南非等差异性较大的国家也
进行了试点调查。
这好像是追随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评价教师的活动一样，学
生参与调查不仅包括学生满意度水平等主观指标，也试图测量学
生积极参与互动和合作学习程度等更为客观的方面。在定期开展
学生参与调查的国家，高中毕业生在选择他们心仪大学时，往往
具有更多、更好的选择。（Ramsden and Callender, 2014）。
学生参与调查面临两大挑战（Klemencic and Chirikov, 2014）。
首先，一些观察家质疑其有效性与可靠性，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1）要求学生汇报其学习成果时，学生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
（2）确定学生学习成果的关键因素的选择（Porter, et al., 2011）。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准备好对该调查隐秘内容的公
开。例如，美国许多大学，包括顶尖大学，他们都不公开其学生
参与的调查结果。
（二）学生学习结果评价
不像在较低层次的中小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界没有一个测量
学生学习结果的传统方法。然而，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具有发展潜
力的举措。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机构使用三种评价工具测量本科
生水平的附加价值：（1）美国大学考试委员会（ACT）组织的
“大学学术熟练程度评估”；（2）教育考试服务委员会组织的
“能力透视测试”（EPP）；（3）大学学习评估（CLA）。同样，
其他工业化国家也使用了类似的评价工具，比如澳大利亚的“毕
业生技能评估”（AGSA）。
巴西、哥伦比亚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测量本科生知识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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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能力方面是冲锋在前的开拓者。例如，巴西已故的前教育
部长雷纳托（Paulo Renato）1996 年介绍了普罗沃评价（Provão）
设计的一种自愿性测试，巴西所有大学相同专业间进行比较，这
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评估体系。普罗沃评价由期末课程考试构成，
但是考试成绩不计入本科生毕业成绩而是用来评价学生专业与高
校绩效。该评价于 2004 年被一个称为 ENADE 的新兴评价代替—
—该评价每三年对本科学生样本进行测量，把第一年与最后一年
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本科课程的附加值（Salmi and Saroyan,
2007）。同样，哥伦比亚评估院已经开展了两个试验（SABER11 and SABER-PRO），在本科教育开始与结束时衡量学生的能力。
在美国，政策制定者建议使用基于质量保障目的的学生学习
成果评价，但是高等教育界强烈反对这一建议。2006 年《美国斯
佩林斯委员会报告》（Spellings Commission Report）建议，评价
学习成果以补充现有认证制度。“从法律角度看，学生学习是认
证的一个核心部分。不幸的是，学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也
是最后一个被考虑的要素。认证在高等教育中不纳入宣传范围，
也是最不透明的部分，甚至比拜占庭迷宫还令人眼花缭乱，比金
融援助制度还要复杂”（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grity, NACIQI, 2007）。
同样，从国际视野看，衡量学生学习成果的推进缺少支持。
2012 年，经合组织进行了试点学习体验评价，在一项名为“高等
教育学习成果评价”（AHELO）中，测量工程学和经济学专业学
生的通用技能与学科专业技能的成果。虽然有 17 个国家参加了经
合组织可行性研究与试点测试，但经合组织刚刚宣布该项目因为
缺乏美国与英国政府的支持而停止推进。
（三）劳动力市场观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
家建立劳动力市场观测所（LMOS）。他们是仿照经合组织国家
在三个层面建立就业观测：超国家层面，如“欧洲联盟就业观测
所”；国家层面，如美国劳工统计局、意大利大学阿尔玛劳力观

59

测所；次国家层面，如威尔士学习与技能观测所、法国矫形外科
研究与教育基金会就业地区观测所、美国佛罗里达州教育就业信
息体系等。在这方面，保加利亚、智利与哥伦比亚的例子值得一
提。
自 2012 年以来，保加利亚政府已经发布了高校大学生的劳
动力市场详细数据结果。国家社会保障局高等教育学生登记处的
数据表明，教育部能够提供丰富信息，包括过去 5 年大学毕业生
离开大学的工作类型以及薪酬水平的信息。例如，数据库可以表
明，毕业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工作岗位是否对应在校学习的领域
与层次？他们有什么类型的雇主？毕业生从事永久性还是暂时性
的工作？基于社会保险缴纳金的薪金水平如何？
在智利教育部的支持下，私立阿道夫大学（Adolfo Abánez
University）政府学院与智利大学工业工程部联合举办了“未来劳
动”项目，其目的是为年轻人与学生提供学术导向工具。该项目
为 75%的技术专业毕业生提供成千上万行业与技术部门的就业信
息。公众可获取的信息包括工资与就业机会的详细数据。门户网
站显示，对每所高校每一个专业都有比较详细的信息，包括辍学
率、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4 年毕业后的平均收入、目前该专业
的学费、该专业认证的状态等。就业与收入数据不是各家自报，
而是来自国税局的数据库。毕业生数据库的收入要与高校提供的
相匹配。
成立于 2005 年的哥伦比亚毕业生观测所由教育部管理。它
收集并介绍毕业生的需求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学生、家庭、
高校、研究人员与生产部门都能获得技术学院与大学毕业生学术
水平的数据，毕业生获得薪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以及
工作城市等数据。网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服务于那些选
择职业的学生。高校也是得益匪浅，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高
校不断更新与调适他们所开设专业与课程。哥伦比亚毕业生观测
所网站提供哥伦比亚与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网站访问者可以寻
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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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排名
在不断攀升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中，公众舆论的力量没有明显
优势。大学排名缘起于美国，在过去 10 年中大学排名与联盟大学
榜成倍增长，今天 40 多个国家都在进行大学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已经成为美国事实上的高等
教育问责制——在一个大众层面评估学院与大学，并为高校建立
强大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采取能提高其排名的行动（Carey,
2006）。
虽然充分承认其方法的局限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排名往
往发挥了有益的教育作用，使得教育相关信息让公众知晓，特别
是在缺乏正规质量保障体系的国家。例如，在波兰，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波兰的普斯培克铁维排名
（Perspektyvy）就回应了渴望知道快速增长的民办教育机构的质
量信息。同样，连续多年来日本《朝日新闻》年度排名的重要作
用填补了评价或认证机构缺失，实现了质量保障的功能。
有些排名把学生参与调查与劳动力市场观测的信息作为关键
指标。例如，在智利，该国主要周刊“QUE PASA？”基于每年
在其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结果，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结果进行大学
排名与学科专业排名。德国高等教育中心（CHE）的排名，提供
了教育教学输入、过程与输出结果的指标，包括学生与雇主满意
度调查的结果。
排名的扩张已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包括排名原则的分歧、产
生排名方法论的批评与抵制、政治压力甚至是法院做出停止出版
的决定。
联盟大学榜与排名行为的扩大并没有被各利益相关者忽视，
所引起的反应基本上是负面的。这样的排名往往被许多评论家认
为是过量数据与方法缺陷的组合，也是一些大学愤怒抵制的原因，
可被政治对手作为一个批评的简便方式（Salmi and Saroyan,
2007）。
尽管几次试图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与加拿大
的麦克莱恩大学排名（MacLean Rankings）仍然很受学生与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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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他们试图要选择出最好的大学、学院与学科专业。
最近，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设计自己的排名作为国家质量保障
框架的一部分。例如，在哥伦比亚，2015 年 7 月教育部推出了
MIDE 模式，一个特别依赖劳动力市场结果与毕业生薪水评价高
等院校质量的模型。2015 年 9 月，越南政府公布大学 3 级分类，
促进更高质量的学科专业与高校（Pham, 2015）。

三、实施质量与问责的方法
实施质量与问责的方法意味着，不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而改
进质量策略，高校首先要定义其绩效指标，旨在达成战略规划的
理想与目标，并衡量其进展。这种观点意味着采取 3 个必经过程
的行动：（1）设置一套相关的问责措施；（2）采用标杆管理方
法；（3）在质量保障或认证标准与过程中制定高校的问责指标。
（一）高校问责的指标
实施质量与问责办法的第一步是确定指标与高校使命、愿景
与总体目标的匹配性，即指标是否能够衡量高校目标。大部分指
标都不应该集中在高校的运作模式，而更主要的是关注高校实际
运行的结果。
使用斯坦（Stein）2005 年的类型划分方法，程序问责制主要
关注的是规则与程序，对于实质问责制意义不大；实质问责制重
点聚焦于高校的研究、教学与学习的实际成果。虽然更容易监测
第一种类型的问责制，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类型具有更大相关
性，尽管在评价研究影响、能力获得、学生学习结果以及附加值
方面比较复杂与困难。全世界的高校都可以仿效美国高校的经验，
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良好的高校研究传统，能够监测关键指标，
获悉其战略规划的方向并完善其绩效。
在选择高校目标达成最相关的指标方面，高校不应该回避在
现有问责工具中增加数据信息，这是与高校使命最密切相关的。
例如，在一些国家学生满意度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可用的，这
将有助于纳入问责工具，成为一个完整的绩效指标，定期公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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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高校质量改进工作。
（二）标杆管理
为指导高校的发展战略，高校可能更喜欢标杆管理。标杆管
理是一个更合适的方法，它不依靠大学排名的强制指标就可达到
其质量改善的目的。标杆管理是一个比较大学课程或整所大学绩
效与类似课程或大学目标达成的过程（Salmi, 2013）。标杆管理
可以对一系列的绩效指标进行比较，而不依赖于等级序列号来指
定对等机构之间的“最佳”。与大学排名不同，标杆管理往往导
致“力争上游”，可以提供一个更适中的绩效考核，对于高校绩
效理解以及质量改进决策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德国高等教育中心正在完善一组最全面的数据，可以用于标
杆管理目的，即使人们有时错误地认为其网站上可用的信息是德
国排名。德国高等教育中心提供了包括学生与雇主满意度调查在
内的投入、过程与输出的大量指标，其结果发布涉及三种类型的
大学：排名前 25%，中间 50%，最后 25%。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想
了解的大学与指标相结合，自行定制其数据搜索与比较。
近年来，标杆管理要素也进入了美国高等教育界。2007 年 9
月，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与全美州立大学和赠地
学院协会（NASULGC）宣布，他们将通过一个名为“学院肖像”
的自愿问责程序系统，公布关键绩效指标。这是基于前面提到的
《斯佩林委员会报告》建议的一个反应措施，该项目被认为是一
种威胁，提供了关于成本、转专业、毕业率、学生满意度和学生
学习等方面的关键数据。有趣的是，该提案人是坚决抵制《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同一位大学校长（Fischer, 2007）。
（三）问责制措施与质量保障方法一致性
在该情形下，高校是定义与实施问责制措施与教育目的一致
性的主要行动者。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建立质量保障机构保证外
部评估方法与标准之间的完全适配性，另外一方面是要确保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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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的符合问责制的要求。
这需要一套共同的指标来衡量质量、公平与效率的维度，一
个需要从传统重点转移到更综合方法的共享概念，包括一套完整
的综合标准、包括学生满意度、完成时间等过程指标、劳动力市
场回报、学习成果等结果指标以及高校能力指标。无论是否像澳
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英国那样使用审计方式，还是像美国
的认证，或是像法国、荷兰那样的评估，或使用其他评估方法，
这种相互商定的方法是任何一个国家质量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四、结论：完善问责原则
2005 年《更好结果的问责制》（NCAHE）报告呼吁一种基
于“戒骄戒躁、勇敢无畏、志存高远、法脉准绳”的新兴质量原
则，CHEA/CIQG 提出的质量原则与这种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其目
的是把问责制的主要责任归还回给高校本身，而不是勉强服从繁
琐的报告要求或屈服于一些不透明的大学排名标准。
把这种方法转化为负责任的实践，需要坚持 3 个良性问责制
的基本质量原则：（1）国家与质量保障机构之间的平衡关系；
（2）质量保障建设性的目的；（3）质量保障机构与高校之间相
互认可的问责标准。
首先，国家与质量保障机构之间的关系必须反映问责制与独
立性之间的良性平衡，双方共同参与确定并认可的明确实施规则。
一般情况下，国家与社会都具有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合法性，特
别是在私立教育提供者与跨国教育机构成倍增加的国家，质量保
障与认证机构必须享有充分的自由，以自主方式去履行自己的责
任。双方都应避免过激行为。政府不应该让政治与缺乏信任抹黑
他们与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的关系，后者不应对教育提供者过分
宽松、睁只眼闭只眼，也不应该对新建高校横挑鼻子竖挑眼。
其次，问责制效果不是在一种惩罚性模式下、而是在一种建
设性模式下运行。如果高校、政府部门与质量保障机构等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缺乏信任的惩
罚性目的基础上，高校是最清楚其责任报告的价值所在。

64

最后，最有效的问责机制是由质量保障机构与高校之间相互
协商确定的。双方合作方式下的协商，能够确保高校拥有更强烈
的责任感、对质量保障工具和质量标准把握更准确。反过来又确
保高校在设定其目标、监控绩效和报告其结果等方面率先积极参
与。从这个角度看，质量和问责制方法的主要目标是推动高校的
战略选择，提高其绩效，以达到重塑未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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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六：质量与质量保障机构
理查德·刘易斯（Richard Lewis）
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INQAAHE）前主席
英国开放大学前副校长

质量与质量保障/认证机构：共同与高校及其领导者、教职
人员和学生的协同努力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认证机构主要负
责评估学习成果，提供学习工具、学习标准以及成果测量等，以
达成彼此对质量的共识。
质量原则与质量保障机构的行动将涉及以下内容：
• 承认当下质量保障体系给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负担太重
• 特别关注学习成果产出
• 加强质量保障机构与高等教育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一、背景介绍
虽然大学诞生至今已经有上 1000 年的历史了，然而外部质
量保障却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兴事物。13 世纪初，当巴黎主教的
代表——来自圣母大教堂的校长对巴黎大学进行学术控制时，巴
黎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外部评价。大学憎恨这种外部控制，并在废
除之纷争中成功致胜。1231 年格雷戈瑞九世教皇发布敕令，结束
了主教与校长统治大学的现象。外部质量保障的概念在休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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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沉睡了 600 年之久。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还与今天仍然流行的某种潜意识有关，
对大学学科与专业知识的崇拜，正像“象牙塔”这个表述所描述
的一样。由此，出现了不愿意质疑大学行为方式的现象。
外部质量保障的引入是遵循了高等教育扩张与发展趋势。
1832 年创建的杜汉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使得英国大学数
量增加了 50%，从 2 所增加 3 所，并引进了外部审查员制度。
外部审查员大多来自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其
主要目的是提高当地的“审查能力”，也向外界公布一些证据表
明杜汉姆大学学位的接受程度。因此，19 世纪，出现了一个政策
问题并一直引起学术界关注：如何实现跨高校质量标准的可比性。
英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质量保障体系都放在首当其冲的位
置。然而，只涉及到学习与教学过程的某方面，即整个体系中各
个学科标准的可比性。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运用恰当的外部
审查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然而，作为一个综合的外部审
查制度，其应用仅局限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其他国家基本上没
有采用，这是令人惊讶的现实。然而，出现了一个主要的变化是，
教职工成为外部质量保障过程最重要的群体。
在美国，区域协会最初目的是在高校与中学之间建立更紧密
的联系、制定标准，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好充分准备。后来区域协
会发展为区域认证机构。19 世纪末，中学与高校数量扩张、学生
人数增长意味着学校与管理者之间非正式的个人联系不再能够维
系其正常需求，由此该体系也开始变得更加正式。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却仍然一成不变，没有发生
多大变化。很多国家政府仍然控制公立大学，包括教职人员的任
命，但这些还不能称为教育提供者质量与教育产出的控制，要成
为质量保障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历史回溯
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INQAAHE）会员的演变显示
了过去 25 年间外部质量机构数量的增长情况。INQAAHE 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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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其核心成员由区域与国家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组成，也有
一些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保持浓厚兴趣的准会员。成立之初，
INQAAHE 只有来自 11 个国家的成员，基本上代表了当时部分或
全部具有外部质量保障组织的国家。INQAAHE 目前拥有近 200
多个正式会员，基本上所有国家都纳入其瓮。发生这个巨变的过
程仅仅只用了 25 年的时间。

三、什么是质量？
文献综述中（Harvey and Green, 1993）有许多不同的质量观
的表述，包括以下内容：
• 质量是追求卓越之理想。这是一条坎坷之道，因为并非所
有高校都是齐头并进地优秀；如果全部高校都卓越的话，那就贬
低了“卓越”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如果总是过
于想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那么往往会毁了它”。
• 质量是物有所值。这听起来也许太商业化，但我们不得不
承认的是资源的有限性，或许最好的办法是把资源作为我们寻求
质量保障与质量提高的约束机制。
•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换句话说，当每个人都高兴满意时，
质量就达到了。然而，虽然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很重要，却没有
真正提供一种有效的质量衡量标准，主要是因为学生、雇主与学
者等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的质量观。
• 目的达成的适切性。这可能是最为广泛接受的质量衡量标
准。结果能够证明该活动真正实现了它的目的了吗？但是这一概
念本身是不够的，因为目的可能不一定适合高等教育或某高校特
殊的使命。因此，为了目的达成的适切性，我们应该增加目标的
适切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成果是否满足目的的达成？
最后这个概念可以表述更为简洁的三个问题：
• 你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你是否正确地做对了这件事？
• 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
• 如何证明这是正确的？
这使得我们进一步明确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的功能以及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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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提供者承担的共同质量责任。

四、质量保障与认证的意义
“质量保障”与“质量认证”往往交替使用，尤其是在英语
是非本族语言的国家。“质量保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涵
盖了保证所有高等教育质量与发展过程的政策与行为。借用美国
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的定义就是，质量认证即“‘是’
与‘否’二元质量评估决定的结果，通常是授予评估高校或学科
专业某种特定的等级。”
使用上面的术语，一个质量认证机构可能会决定某学科专业
低于标准，但决定开设哪个专业却是其他机构的工作。这些国家
或地区的政府机构给予高校权利，开设能够最终获得高等教育资
格的专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国质量保障机构与各国政府之间的性质
与关系大相径庭。一些国家的政府与质量保障机构保持距离，而
另外一些国家则采取直接的指导性态度。但几乎在所有体系中，
如果政府认为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缺乏有效性，都会采取监督与控
制的行动。

五、学科专业或高校质量保障
一些国家的外部质量保障主要服务于高校层面，而其他一些
国家的质量保障机构主要是评估学科专业层面，或两者兼容。然
而，即使在评估高校层面的国家，获得专业或职业资格的某些专
业也需接受专业认证的评审。这种评审通常会由专业协会为主开
展评审。
随着外部质量保障的发展，许多国家的重点是高校，而不是
学科专业。然而，在开展高校质量保障的过程中，重点是该高校
如何保证其学科专业的质量。

六、最新变革

70

随着外部质量保障的发展，一种标准模型可能在全世界上通
行，尽管各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在该模式下，一个外部质量保
障机构会定期评估学科专业或高校，通常是每五年一个轮回。
21 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质量保障机构遵循当时称为
“传统”的一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 该质量保障机构制定一套条例准则或指导方针；
• 高校完成其自评；
• 任命一个评估高校或学科专业的同行专家组，从高校自评
开始评估；
• 同行专家组开展现场评估；
• 某些情况下只公布评估报告结果。
虽然几乎所有的质量保障机构都声称，自评或自查是评估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全世界的自评应如何完成却是迥
然有异。
虽然几乎所有的质量认证机构都规定其自评格式，然而对于
如何回答其中的问题却判若云泥。一些国家的质量保障机构给予
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高校可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另外一些
国家，特别是亚洲，“自评”是一个误称，质量保障机构提供了
一个必须完成的、包括许多定量问题的表格，基本上没有留出自
我陈述的空间。这种差异方法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但在推进过
程中有许多变化。

七、新兴趋势
早期，外部质量保障主要依赖以下 2 个主要元素：
• 评估专家的直觉判断，并非基于明确要求，而是基于他们
的经验；
• 比较粗燥的定量数据的输入与测量措施，如教职人员的资
格证书、生师比、图书馆藏书数等。
自那时以来，外部质量保障已经有所改变，并坚持变革，其
质量保障问责制是增强质量的关键，牵动这个“牛鼻子”就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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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全局。
问责制要求高校与学科专业表明，其运行是保持在最低标准
之上，而质量提高是一个质量持续改进的过程。
导致这一积极变革的一个因素是质量保障体系的成熟。高校
多次被现场评估，必须明确指明他们没有低于最低标准。
显而易见，质量提高很重要，但质量保障机构最重要的当务
之急是确保高校开设的最差学科专业也得在标准能够接受的标准
之上。在其职权范围内提供可接受的标准。这个评论是对于学习
体验等新形式的学习，尤其是就业导向的学习必须要有关联性，
对于传统方式的评估标准也依然要有最低标准的相关性。

八、从学习输入到成果输出的过程
许多年前，在引进外部质量保障这个概念时，就只是一个输
入性的测量指标：教学人员的能力。当外部质量保障第一次引入
时，输入这个措施保留在首要地位。对于教学质量来说，加入教
员这个指标好比图书馆增加了书的数量。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早
期教员就是一个重点投入措施。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
为其客观性、相对容易衡量。经常被忽视的是，测量实际输入比
较罕见，用一些其他内容取代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教职员的
教师资格被用来作为衡量他们做教师的素质。
似乎有一些因素促使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包括对质量保障
评估员的专业化。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不断增
加。从历史上看，简单输入为基础的方法是基于传统高等教育模
式：合格的教职员工教授教室里的合格学生。然而，高等教育界
现在更为多样化，例如远程学习的学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证书。
在讨论输出之前，我们应该提到过程的重要性，因为有些人
会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段时期内高
等教育教育的输出不能被直接测量，如诚实、严谨、终身学习需
要等。在该情况下，学习体验的评价可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替代
措施。某些学习过程可能比其他一些更有利于这些特点的促成。
因此，质量保障过程需要考虑促进这些重要特点达成的教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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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不是便于测量这些特点。

九、不同类型的输出措施
似乎有两组不同的结果评价方式，一是有关学生的成绩，通
常被称为学习结果；另一组是间接的措施，这可能与高校绩效有
关，经常是通过绩效指标来衡量。
（一）学习成果
近年来，在美国认证界学生学习评价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进
展。
我们可以引用美国 CHEA 给认证机构的建议。CHEA 是美国
两个对认证机构认可负责的机构之一，另一个是美国教育部。
在一份名为《学生学习成果共同责任声明：认证、高校与专
业》中，CHEA 建议：认证机构应对高校寄予以下期望，他们应
该：
• 定期收集与报告学生已知并会做的具体证据，他们各自的
课程学习结果、制定学习成果的框架，并提供一个适当的综合水
平框架，例如在高校或学科专业层面；
• 补充该方面的证据，提供高校或专业成绩有效性的学生成
果信息。例如，毕业、在学率、转学、工作场所、升入研究生院
等，这些不构成学生学习的直接证据；
• 与学生学习成果有关的突出特征，与高校绩效有效性成就
的其他维度，展示高校或专业的有效性（CHEA, 2003）。
请注意，上述陈述包括学生学习的直接成果以及间接衡量的
绩效指标。
（二）间接衡量：绩效指标
引用 CHEA 的文献资料表明，需要高校考虑绩效的其他方面
的特征，毕业率、就业率等不构成学生学习的直接证据。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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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被许多国家确认为是主要指标（OECD, 2008）。
然而，除非存在可比对象，否则一个指标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一所高校可以使用时间顺序分析比较当前与过去的绩效，用于比
较其他高校的绩效也非常有效。过去 20 年质量保障进展的一个特
点是高等教育国家统计数据的长足发展。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英国
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每年发布高校学科专业层面数据，有关
学生发展、证书颁发、就业或研究生课程的到课率记录等。

十、质量文化
早期质量保障的重点是放在审查一所高校、一个专业培养方
案是如何完成的。随着质量保障的推进，通常是每年开展内部自
评，每五年由外部质量保障机构开展外部评审。质量保障的关键
因素是对历史的梳理与现状的核查。在过去五六年间，该观点已
经得到了扩展：质量保障不仅仅是核查，更应该是高校日常活动
中要积极完成的一项活动。“质量文化”这个词经常用来描述这
一内涵与外延的变革（EUA，2010 与 2011）。
质量文化理念对质量保障机构在两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是在
该领域范围内影响了质量保障机构与高校的关系；二是开展外部
质量保障的方法。在关系方面，质量文化鼓励质量保障机构从
“核查”角色转变为“伙伴关系”，特别鼓励高校使用提高其质
量文化的程序与过程。另外一个影响是质量保障机构开展其院校
层面与学科专业层面审查时更注重其评审方式，更注重保证质量，
而不是简单地试图衡量质量本身。

十一、未来展望
虽然大学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大多数国家的外部质量
保障仅仅只存在了大约 30 年。相对较短时期内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从强调输入到输出，更强调“核查”到“合作伙伴”等关键
元素。现在质量保障体系是否稳定？评审过程中变化是否更大？
毫无疑问，变革正在发生，两个主要的驱动力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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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体系过于繁琐；
• 更应加强调结果产出。
纵览全世界各地的诸多实例，我们注意到美国与英国的发展。
2015 年 9 月，美国两位参议员提出一个法案，为美国高校创建一
个自愿的、选择性的认证系统。根据拟议的立法，将看到既定认
证机构主导地位的终结，更大的关注将给予高等教育体系的产出
结果，大学 4 年传统学位只能被看作是结果的一个部分。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当下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太过繁
琐。英国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HEFCE）2015 年 6 月发表了质量评估如何开展的咨询文章
（HEFCE，2015）。该文建议赋予高校更多的信任，以达到质量
保障：
“基于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学位授予权、设置与维护学术标准
的自主权，质量保障对所有提供者负责，为学生在何处学习、如
何学习提供最合适的学术体验。”
该文建议，基本上对于既定教育提供者（即非新建高校），
质量保障应该是基于“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文章进一步讨论
说：
“除非有证据表明非得实施不可，否则不重复再核查一个既
定的教育提供者是否可以进入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基准要
求。”
这将意味着，外部审查员不会每五年采用相同的评审程序来
“骚扰”教育提供者。对于既定的高等教育提供者来说，实际的
外部质量保障程序将是非常轻松容易通过的，除非有一些迹象表
明存在问题。
其他许多国家可能会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这可被看作是消
极的也可认为是积极的。消极看法是质量保障将会被削弱，而积
极的解释是这将加强质量保障，因为对于高校日常工作将产生更
大的影响，与外部质量保障机构一道行使一个简单但有效的监督
机制。
我们的结论是质量保障与认证机构正在朝着一个与高等教育
提供者更加相互依存的关系发展，正在描绘一个更综合的质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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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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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七：质量与时代变迁

约翰·丹尼尔爵士（Sir John Daniel）
英国学习共同体前主席
开放大学前副校长

质量与时代变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具有灵活性、创新
性与创造力，并随着学生的需求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以保证其
多样性，使社会对其充满信心。
关于质量与时代变迁原则的行动将包括以下内容：
•

当前 时代变迁的四 大 外部驱动 要素 是：经济疲

软、毕业生失业或就业不足、互联网技术影响与公众态度
•

这四大驱动要素给学生带来了以下问题：
- 学生不使用先进的在线学习模式
- 学生不够努力
- 学生没有学到正确的知识

•

教职人员的决定性作用

•

需要很快增加在线学习的使用率，更强调培养通

用技能，提高学生掌握其学科领域的学科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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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CHEA/CIQG 认为，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国际活动迫切需
要达成高等教育质量的全球共识。CHEA/CIQG 已经制定的七
大质量原则有助于达成全球质量共识，同时尊重高等教育体系
的差异性。这是重构当下高等教育体系、重塑质量观的重要基
础。
为鼓励该质量原则的讨论，CHEA/CIQG 邀请了一批学者
与专业人员分别对各大质量原则发表评论。为了尽可能具有普
识性，七大质量原则本身的介绍比较简明扼要。然而，这些论
述文章的目的在于鼓励全球在其本土环境中使用七大质量原则，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七大质量原则要求高等教育要具有灵活性、创新性与创
造力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以保证其多样性，使社会对其充满信
心。本评论将解决三个问题：
•
实施该质量原则将采取什么行动？
•
实施过程中涉及哪些挑战？
•
该质量原则如何提高质量？

二、实施变革：驱动与行动
变革通常需要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两大行动要素合力才能
推动高校内部的变革。我们确定了四个变革的驱动要素，并认
为学术人员（教师）与学生是最关键的内部行动者。
（一）外部驱动
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处于变化莫测的状态。四大变革驱动
要素尤为重要：经济疲软、毕业生失业与就业不足、互联网技术
影响、新闻媒体宣传的公众态度。这四个变革驱动要素相结合，
改变了变革的方向。所以在探讨其共同作用的变革方向之前，我
们将首先简洁地逐一描述每一个驱动力。这些变革会给质量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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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影响？
1. 经济疲软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等新冲击的出现，全球经济仍在努力从
2008 年经济衰退中复苏。这种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对公共
支出持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许多国家的实际收
入停滞不前，使得大学难以通过提高收费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
2. 毕业生失业
2013 年，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失业一代”的年轻人，
失业与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全世界 1/4 的青年，
近 3 亿人，处于失业、教育或培训状态。然而雇主却在抱怨他们
找不到具备合适技能与能力的毕业生来填补一些工作的空缺。
此外，美国与中国等差异性很大的国家，其毕业生就业不足
的问题严重。在这类和其他类型的国家，许多毕业生都选择那些
不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比如调酒师或零售店员。教育与就业市
场似乎总是踩不在同一拍节上。
3. 互联网技术影响
技术能够提高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产品与服务的效率、效
益与质量。然而技术却不可能以同样方式也提高高等教育的影响
或降低成本。然而，这一变革却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各国开放大
学已经表明，低成本与高质量是可以兼得的，但该方法对传统的
校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4. 新闻媒体宣传
新闻媒体的宣传是我们第四个变革的驱动力。这涉及到第三
大质量原则，即判断高等教育质量是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标准，促
进公共信任并维持其公信力。媒体报道是公众对高等教育缺乏信
心的反映，而不是对其发展的客观反映。在许多国家，与早些年
相比，新闻记者已经变得明显不太尊重高等教育，他们的许多批
评是关于高等教育未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下面有三个例子：
全球媒体狂热报道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始于
2012 年美国的精英高校。早期的报道在高等教育界被誉为一场革
命，因为 MOOCs 将允许每个人在网上学习自由。然而，大多数
校园的教学方法继续像从前一样，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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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漂移：大学校园内学习有限公司》一书（Arum &
Roksa, 2011）报告说，学生学习得不多，引起了广泛的评论。一
个评论引证说“36%的学生在大学 4 年学习中没有呈现显著的改
变。”（Jaschik, 2011）“其罪魁祸手……缺乏严谨性……32%的
学生不选一个学期每周阅读作业量超过 40 页的课程，一半学生不
选超过 20 页作业的课程……学生花每周化在学习上的时间平均只
有约 12-14 小时，而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小组为单位的学习”。
由于年轻人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刺激，媒体成为公众关注高
等教育的声音：今天的教育是否可以提供毕业生今天与明天所需
要的技能与知识？
小 结
这四个外部变革驱动要素强调高等教育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以
提高其质量：
• 学生不使用先进的在线学习模式
• 学生不够努力
• 学生没有学到正确的知识
变革要求高等教育内部行动主体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学
生与教师这两个关键行动者持有什么态度？
（二）内部行动者
1. 学生
如果学生可以随意决定，他们就会选择更广泛的学习。有些
学生会选择面对面的教学，另外一些会津津乐道于在线学习，还
有更多的学生会选择混合式方法。高校提供的学习机会将不可避
免地向满足学生喜好的方向延展。那么，学生们在寻找什么？
2015 年，《经济学人智库》在世界各国开展关于“启动技能
议程：为未来培养学生”研究，涉及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
中国、芬兰、加纳、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南
非、西班牙、瑞典、泰国、阿联酋、英国与美国。研究发现，在
中学层面，“增加技术使用成为需要变革名列前茅的选项，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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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岁的学生最喜欢看到学校增加技术使用，比例高出 14 个百
分点。这种现象在西班牙、俄罗斯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分别有 68%、
63%和 58%的学生呼吁学校使用更多的技术。‛这与高等教育层面
的研究结果同出一辙：‚只有占 23%的 18-25 岁的学生认为他们国
家的教育体系是有效地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当然，正如下面例子所示，学生的态度在世界各地均不完全
相同。有些人更喜欢面对面的教学，有些人喜欢混合式学习，而
另外一些人就只喜欢在线课程。
2015 年，王（Wong, A. L. S.）在香港的研究调查表明，尽管
香港个人电脑拥有率高、宽带接入技术可用性强，然而香港传统
的面对面学习仍然是学生的首选模式。他的调查结论认为，网络
学习最大的障碍是学习者自我约束力弱、自我学习动机不强。产
生该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源于教师为中心、功利性的学习文化，传
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违背在线学习必备的自我导向和学生中心。
几乎没有香港高校制定在线学习发展规划，学生以最小努力通过
课程的功利目的往往映射了老师希望减轻教学指导工作的现象。
北美国家的态度不同。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混合式学
习研究发现，高成就的学生特别热情（Owston, York & Murtha,
2013）。报告说：“学习观点与成就程度之间有一种非常紧密的
关联性。与低成就的学生相比，高成就者对于混合式学习最满意，
愿意再次优先选择混合式课程，而不选择面对面教学或在线学习。
高成就者也发现混合课程更方便、更有吸引力，他们觉得与其他
传统面对面课程相比，混合式课程能更好地掌握学习的主要概
念。”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学习与教学办公室
《在线学习给教师的益处》文献研究表明（Schwartz, 2013），
在线学习的质量不仅与课堂教育学原理一样好，而且课程结构对
学生认知的影响最大。教师作用也是学生在线学习质量的关键因
素。学生“希望他们的教师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学科专业知识内容，
搭建学习体验平台，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并提供及时反
馈……他们希望有教授指导。”（Barcelona, 2009）
施瓦兹（Schwartz）注意到其他研究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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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比传统课程更具挑战性，也有更好的学习机会，而这些
机会更容易体现在阅读作业中。她发现的证据表明，大龄学生和
女学生比年轻学生和男学生对在线学习持更多偏好。最后，她发
现，那些已经选修了一门网络课程的人更可能成功完成另一门网
络课程。
对学生观点的以上综述表明，影响学生技术为基础的学习以
及取得好成绩有以下 5 个影响因素（Uvalić-Trumbić & Daniel,
2013）：
（1）机械学习、复制知识与传统考试的文化传统对于提高
质量、引入变革产生了不良影响。
（2）高分者比低分者更容易选择混合式学习。学生对混合
式学习的体验越多，表现就越好。
（3）混合式课程与在线课程刺激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更
多投入课程，从而提高学习质量。
（4）语音教学，尤其是明确的路标教学，是网络教学质量
的关键。
（5）对于未达到技术标准的课程，学生们对课程质量持非
常消极的学习体验。
2. 具备什么样的技能与知识？
不出所料，学生对学习“正确事情”的观点是普遍一致的。
作为其战略规划过程中的一部分，2015 年康考迪亚大学
（Concordia University）的报告说：“学生告诉我们，他们想要
的是目标驱动的动手学习。他们要促进其多学科的思维方式与合
作方式。他们受益于强化电子数字的教学方法，因为能够直接帮
助他们动手实践、知识迁移、并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而不是为
了技术而使用技术。”
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意识到高校课程的劣势。2015 年《经济
学人智库》指出：“学生似乎缺乏与教育相关的信心：18-25 岁
中 44%的人认为，其教育体系是提供他们进入国家劳动力大军所
需技能的培养。”然而，基于全世界研究的报告也指出，学生自
我学习时学到更多的知识：“尽管 18-25 岁中有少数人说，教育
提供了他们在工作场所需要的技能，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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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信或非常自信。同样，该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几个例子表
明，超过 20%的学生认为，他们在某些技能的优异表现并非是接
受正规教育所获得。”
小 结
在上述三大问题基础上，研究表明大多数学生都很乐意接受
更多的在线教学以及基于技术与语音的教学法。他们发现，在线
学习需要更多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但如果能够导致更深入的学习，
他们欢迎这一种学习方式。学生对学习“正确事情”的观点有些
不肯定。目前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相关性问题似乎比某个具体方法
的变革更重要。
3．教师
第七大质量原则呼吁“弹性、创新性与创造力以确保高等教
育的发展与变革以满足学生需求，以保证其多样性，使社会对其
充满信心。”高校内部教职员工必须要主动变革才能实现推进理
想质量的实现。
4．谁决定变革？
学术人员（教师）的看法具有多样性的价值，所以期望他们
表达变革具有一致性的相同观点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在没
有得到教师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情况下，不能实施变革。
今天高等教育变革的作家们得感谢托尼•贝茨（Tony Bates）
教授撰写的权威之作——《数字时代的教学：教与学设计指南》
（Bates, 2015）。很高兴在此感谢他，并希望那些想进一步探讨的
人参考他这本杰出的专著。
在他著作中，有一段话很重要。他认为，“如果大学要变革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外部压力，改变必须来自组织内部，特别是来
自教授与教师本身。教职员工必须看到变革的必要性，并愿意自
己行动实施这些变革。”
他的理由是，大学已经存在 800 多年了，因为设计当初是故
意要抵抗外部压力的。“他们看到了国王、教皇、政府、企业走
马灯似地来来去去，却没有一个外部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大学
的性质”。任何威胁到大学核心价值对社会做贡献的变革都会受
到教职员的强烈抵制，因为大学应该拥有独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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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质量原则阐述了政府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质量的作用。
要履行这一角色，他们首先要记住，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创造知识、
评判知识、保存知识与传播知识；其次，要履行这些角色，他们
需要拥有独立的自治，而不是因为特定知识的潜在价值难以预先
评判而随意妥协。也就是说，学术界的核心价值观是其质量支撑。
正如贝茨所言，“通过鼓励创新研究与发展，大学为社会提
供了一个未来赌博的安全方式。这些研究与发展可能不会产生直
接、明显的短期利益，也可能一事无成，却不会引起重大的商业
或社会损失。另一个关键角色是大学具有挑战大学外强大机构臆
断与权威的能力，如政府或行业在道德原则或社会准则上出轨或
冲突之时。‛
正是由于该原因，学术界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研究，更重要
的是他们可以更好地传播研究结果及知识。大学教学与学术自由
与自治的理念休戚相关。因此贝茨说，“正是教职员工必须看到
变革的必要性，并愿意自己行动实施这些变革……如果政府或社
会……试图从外部实施变革，特别是以挑战大学核心价值的形式，
那必然出现一个严重的风险：大学赖以成为一个独特、有价值的
社会组成部分将遭到破坏，从而使他们更少、而不是更多成为社
会中宝贵的组成部分。”
小 结
重点突出教师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否认大学及其他要素的重要
性，只是再次提醒在实施第七大质量原则时，学者必须看到“需
要灵活性、创新性与创造力”，让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满足学
生的需求，以保证其多样性，使社会对其充满信心。
这使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三大问题。学者应该与学生一同探
讨什么是学习“正确事情”？这些选择不容易从外部强加，它们
必须主动来自大学内部的共识。但是如果质量是“目的达成的适
切性”，那么讲授与时代相关的课程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础。
不出所料，我们看到学生在特定领域所需技能与知识方面并
没有明确的观点。阐述与回应这些需求是教师的任务。我们应该
从技能开始着手。
5．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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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人们对生活与工作需要“21 世纪技能”这个话
题一直持热烈的辩论。早先引证的一个报告提到（EIU，2015），
询问雇主在招聘员工时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前五个回答是“解
决问题、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领导力”。像“读写
能力、计算能力”等基本技能排列在最后，可能是因为被调查的
雇主认为这些技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可能假设，毕业生拥有
工作需要的学科知识，即使需要进一步培训某一学科专业任务，
他们也可以开展。高校应该找到技能培养和教学内容之间的平衡
点，还需要明确毕业生需要什么类型的知识。
某种程度上，数字时代的教学（Bates, 2015）开始反映在当
下与未来世界中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技能和知识。结论是什么？
贝茨同意知识社会中某些技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的分析
比 2015 年《经济学人智库报告》更深入。为适应加拿大会议委员
会的主题工作，2014 年他强调以下技能的重要性：
• 沟通技巧（包括社会媒体的使用）
• 独立学习的能力
• 道德与责任
• 团队合作与灵活性
• 思维技能
• 数字技能
• 知识管理（他称之为“所有技能中最重要的能力”。他补
充说，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发现知识、评判知识、分析知识与传播
知识是一种技能，毕业生需要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使用知识管理。
他还强调，这些技能大多需要被嵌入某个特定的知识领域，
所以提高技能往往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他强调，高校中知识内容
与技能紧密相关，需要尽可能多关注技能培养方能获得高质量教
育的知识内容，因为“虽然知识内容可以通过广泛的媒体传播同
样有效，而技能提高却是与具体教学方法与技术更紧密联系在一
起” 。
6．专业知识
在讨论知识内容的获取方面，贝茨逆流而上，抨击“高等教
育外界说在互联网时代专业知识相关性弱”的观点。（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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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基于劳瑞劳德（Laurillard）2001 年的研究，他强调基于个
人直接经验的专业知识、知识或信念的差异。
不可否认研究体验学习的重要性。贝茨令人信服地表明，专
业知识是“知识的二级形式，寻求基于推理与证据的抽象与概
括”，很可能比体验学习更具有真实、具体的未来学习成果的证
明。他强调，专业知识的概念同样适用于纯理论与实用性知识。
这两类知识都包含专业知识的四个基本成分：透明、编纂、复制
与传播。
专业知识也适用于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包括社区学院以及普
通大学。一些高校在专业与职业课程中使用更多教材的原因是因
为许多行业与贸易的认知学习要素迅速增加。例如，现在贸易需
要更多的学术性学习，提高应用数学、电子工程等方面的能力。
工业时代与知识时代重视严谨、抽象、基于证据的归纳、理
性主义与学术独立，这并非偶然现象。专业知识一直是高等教育
质量的基础。贬低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就等于切断先进社会赖以生
存的根基。
这意味着我们如何整合学习手段？根据劳瑞劳德 2001 年的研
究，关键的一点是大学教学必须在学生体验及其符号表现性之间
游刃有余。我们不能指望学生简单地通过独立学习或与同龄人讨
论来构建学科知识。教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在辩证环境中掌握该
学科获取知识的规则与标准，通过与教师讨论或争辩鼓励与促进
该学科的发展。如果要实现这一点，对话与讨论是至关重要的。
（Bates, 2015）
用来区分经验与专业知识之间的经典例子，较为具体的是牛
顿第三运动定律，即对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个相等或相反的反应。
20 年前，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表明，即使是麻省理
工学院物理系学生在学习牛顿运动定律时，都是采用天真小学生
的做法（Gardner, 1991; Brown, 1992）。美国心理协会网站 2015
年提出了科学、数学与语言艺术“共同另类概念”的例子表明，
学生难以掌握专业知识。
小 结
21 世纪的毕业生需要提高技能和知识，并明确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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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内涵。在不同领域中，教师应该投入特别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是要给予技能更多的关注，同时在适当情况下，嵌入技能发
展训练；二是确保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扩展他们的学习领域。

三、迎接挑战
我们对变革驱动因素与师生态度的分析表明，变革将主要出
现在以下三大发展方向：
• 增加在线学习使用；
• 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更强调提高技能；
• 在学科领域中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可能在这三大方向发展过程中最大挑战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
教学职能中更多地引入专业分工与劳动分工内容。幸运的是该研
究已经在实践之中了。
与大多数现代组织相比，高等教育的教学仍然只是一种“家
庭手工业”，一个人负责生产和交付的所有阶段。以上提出的所
有变革都需要劳动和专业化分工。线上学习材料的运行状态很好，
其中大多数高校有网页设计师、软件程序员和媒体专家，可以帮
助教师设计和开发课程。
支持三大发展方向交互要素变革，也需要实施同样的原则：
在线学习者个人支持、技能发展与嵌入专业知识的辅导等。这种
团队合作需要在线工作的教师实现一个实质性的变革。然而，由
于学生人数增加，学科专业带头人要重视获得在线学习者的帮助，
举办以培养技能为主的学徒式训练，批改学生作业。这将成为一
个重要的教学工具。
不是把一个大班划分成几个小班，每位助教自动负责一个或
半个班，而是有效地使用在线课程，充分利用助教的沟通与交互
作用。这种方法改变了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及其需求。一旦这两个
群体彼此熟悉后，他们就能获得更大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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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质量
本文概述的变革在高等教育不断变革的质量话语中不断物换
星移。政府及质量保障机构正稳步迈向学习成果质量的评价重点。
这一点在 CHEA/CIQG 开发的非传统高等教育提供者“质量平台”
核心准则中得到最好证实（CHEA, 2014）。
事实上，我们描述的三个关键的变革领域仍然使用传统方法
开展质量保障，如查阅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或验证教师资格，这已
经是明日黄花了。今天的互联网就是图书馆，教师及其配套辅料、
专业人士的团队效能比个人简历更重要。这给高校一个千载难逢
的契机。高校应该准备重新设计基于丰富技术方式的教学，给予
毕业生拥有 21 世纪的技能与知识。
正如其他生活领域一样，运用现代劳动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
教学，提高质量。
当高校实施网上教学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贝茨 2015
年撰写的《数字时代的教学》就是一个重要资源。涂维莉主编的
《开放教育资源：在线学习质量指南》与《后传统在线高等教育
质量指南》（Uvalić-Trumbić et al., 2013）这两本质量保障指南也
聚焦于质量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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