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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为会议支持机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发起、牵头并联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

（筹）主办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至今已经举行 6届。

年会组织委员会由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原召集

人、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教授担任名誉主任；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以及

参与当年主办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厅、教委）分管副厅长及承办机构负责

人共同担任主任。年会坚持“学术为本、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宗旨。年会在

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下，围绕中外合作办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学

术研讨，以全国性、学术性、机制化、国际化为特征，为政府、中外合作办学者、

校长以及专家学者搭建高端对话平台，促进经验交流和规律探讨，推动建立中外

教育机构合作关系，增强中外合作办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培养理论队伍和管理人

才队伍，引导社会舆论。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第 1-6 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代表累计超过 2000

人次。其中，第一届年会代表 100 多人，第二届年会代表 200 多人，第三届年会

代表 300 多人，第四届年会代表 400 多人，第五届年会代表 400 多人，第六届年

会代表 400 多人。在构成方面，年会的代表为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及其

“国际口”负责人，大学校长及其国际处处长，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负责人，

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学者。在报名方面，由于规模限制原因，从第二届年会开

始，均有许多报了名而无法应邀参会的情况，如近 2届年会报名者均在 700 人左

右；据 11 月 3 日的统计，第六届年会报名人数已超过 700 人。大会组委会对这

些不能参会的报名者以书面或电话的方式表示感谢和歉意，并在下一届年会确定

代表名单时优先考虑。

从年会学术研讨的质量看，与会代表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会议期

间，多数代表自始至终专心致志参会，从未出现国内有些其他领域学术会议虎头

蛇尾的现象；教育部国际司领导、教育部学位中心领导、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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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领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领导、《人民日报》相关部

门领导以及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领导、中外大学校长、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负责人、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深入研讨中外合作办学的

理论与实践。

会议主办方在年会上提出：加强合作，努力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打造成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精神家园”；强调年会是一个为政府、中外合

作办学者、校长以及专家学者提供对话的高端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中外合作

办学交流与合作的代名词；她不止是 3天，而是 365 天！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把每届年会的《论文集》纳入中心主办出版

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工程系列丛书》，在年会闭幕之后的较短时间内，通过国

家一级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今正式出版的年会论文集有：《中外合作办学与高水

平大学建设》、《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研究》、《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化人才培

养》。据出版社反馈的信息，这些《论文集》备受广大读者欢迎，购书者、索书

者甚众。通过本研究中心的相关搜索，收录至年会《论文集》的论文，其被引用

率处于高位状态；同时，这些《论文集》在海外也产生了较大的、积极的影响。

实践证明，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已经成为国家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智库，

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发展决策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

引导者。年会在国内外的影响足以证明，她已经为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有序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学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历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主题分别为：第一届，“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

的价值、任务与方法”；第二届，“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与可持续

发展”；第三届，“中外合作办学与高水平大学建设”；第四届，“中外合作办学质

量建设”；第五届，“中外合作办学与国际化人才培养”。按照教育部相关领导关

于“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要围绕质量建设‘深挖几年’”的指示，第六届年会

在前几届年会重点研究质量建设的基础上，把主题定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外

合作办学的规模、质量、效益。分专题主要有：1.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

益的关系。2.“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外合作办学新发展。3.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

认证的理论与实践。4.新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团建

设与国情教育。5.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如何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培养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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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6.若干国家涉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比较。7.其他与主题相关的

分专题。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是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
①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高度

重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中外合作办学在规模有所发展的同时，质量监管体系日益完善，“管办评分离”

扎实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取得新进展，质量建设工程全面推进，

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迈出坚实步伐，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步提高，社会信

誉度和认可度不断上升；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和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作出有益探索，提供重要经验；加强研究和宣传引导，积极

健康的社会舆论初步形成。这些进展是主要的，应充分肯定。同时，由于中外合

作办学自身的极其复杂性，以及长期积淀而来的深层次矛盾难以一时化解，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和教育部领导对中外合作办学非常重视，高度关切，

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这些批示的重点是，对一些省、市和学校从不正确的政绩

观出发，竞相申报中外合作大学，甚至引发恶性竞争，造成“样子工程”、“浪费

工程”等问题作出批示，对一些省市和学校“一哄而起”，变相造成“新一轮扩

招”问题作出批示。这些批示的主要精神是：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应“加强顶层设

计，统筹规划，注重质量建设，强化规范管理，健全审批机制，合理布局学科专

业，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推动高校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服务。”

本届年会召开之前，大会组委会召开了三次筹备工作会议。筹备会议强调，

本届年会务必继续保持、发扬历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优秀传统，坚持“两

个方向”：即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专业方向；把年会

定位于学术。本届年会应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在前几届年

会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和深化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这一主线，凝聚质量共识，取

得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为国家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升服

①
分别请见 2014 年 11 月 19 日《人民政协报》记者解艳华对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

究中心牵头主办的第五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采写的长篇新闻报道《中外合作办学进入质

量提升新阶段》，以及 2014 年 12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教育部简报》中的《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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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举行，适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不久。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教育系统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会提出，要“坚

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坚持协调发展，正确

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本届年会要切实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质

量、效益”开展学术交流，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智库作用。

当前，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外合作办学必须主动适应、主动服务；

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必须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主办、

承办各方将按照教育部对年会的总体要求，主动适应和服务于新常态下的中外合

作办学发展新形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年会办得一届比一届好！

说明：应部分代表的要求，本届年会组委会强调：本届年会论文集《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受国家知识产权法等的保护。敬请

广大读者在引用本《论文集》的数据和文字时，务必注明出处，以免引起不必要

的纠纷。

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组织委员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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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主旨报告——

全面统筹规模、质量、效益，协调推进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动向

林金辉①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重大关系，具

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实现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的理论创新，构建规模、

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框架，破解发展难题，是主动认识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外合

作办学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框架是：适度规模

是基础，创新质量是关键，提高效益是目标；在应用三者基本关系理论时应坚持五个基本原

则，即找准结合点原则、明确政策界限原则、突出发展重点原则、把握准入标准原则、允许

差别化探索原则。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

引言

一、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二、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的理论框架

三、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的应用

四、关于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讨论问题的说明

①
林金辉，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一级重要岗位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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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举行，适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不久。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

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本届年会是深入学习和切实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

议。尤其重要的是，在研讨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时，必须贯彻落实五

中全会新的发展理念，以取得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服务于国家教育高水平对外

开放和外交战略。

截至目前，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2371个。未来几年，中外合作办学怎么发展，走什么样的路？破解这个发展难

题，必须按照十八届五中精神，把握发展全局，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全面统筹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这一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实现理论创新和政策创

新，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

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外合作办学的

规模、质量、效益”。选择这样的主题，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要围绕质量建设“深挖几年”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从 2010年成立起，发起、牵头并联合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教育机构举办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至今已有 6届。根据

教育部关于“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要围绕质量建设‘深挖几年’”的要求，从

第三届年会开始，会议主题都聚焦在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我在年会上的主旨

报告题目分别是：《中外合作办学：定位·质量·理论建设》（第三届）；《质量建

设：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发展新阶段的鲜明主题》（第四届）；《凝聚质量

共识，唱响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主旋律》（第五届）；《全面统筹规模、质量、

效益，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第六届）。以上报告题目都有“质量”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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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合作办学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

“中外合作办学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的理论判断和表述，是第五届全国中

外合作办学年会的重要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已成为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理

论依据。去年 11月，《人民政协报》记者为第五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采写了

一篇新闻，直接以《中外合作办学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为题。这篇报道发表在

《人民政协报》（2015年 11月 19日）。去年 12月 5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

简报》直接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入质量提升新阶段》为题，肯定了年会这一

理论成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年会的咨政效果。

（三）中外合作办学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工作重心下移

按照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的设想，在第六、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

学年会时，大会主题应适时转入微观层面，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教学和师

资等问题。因为，质量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在课程、教学和师资等微观层面，这是

质量建设的核心。去年第五届年会上，我提到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政策走向的两

个变化，一是工作重点转移，二是工作重心下移。一段时间以来，中外合作办学

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日益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相关政策逐步完

善；但是，当前还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管理者和教师对这个“核心”，

对工作重心下移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偏离了人才培养的本源，这个偏向使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托。

为什么本届年会主题还是宏观问题？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今年是“十二五”

收官之年，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学校书记、校长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五年规划”中谋划好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

益，使三者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第二，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平稳发展，

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但是，长期积淀而来的关于规模、质量、效益的深层次矛

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例、结构还不尽合理，一些“质量顽症”还很难克服，

办学质量总体水平还不高，办学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处理规模、质量、效益

三者的基本关系，任务还很艰巨。第三，实践证明，规模、质量、效益三者的基

本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中外合作办学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

使中外合作办学走弯路，付出代价。在中外合作办学历史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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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年会已有一些大会报告和论文已经涉及到微观层面，从

中外双方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课程、教材、教学与师资等视角深入探讨中外合作

办学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一、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总体上看，近几年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态势良好，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发

展有所推进。未来几年，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如何适度发展，质量和效

益如何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

一个时期以来，高层领导对中外合作办学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教育部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释放了加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强烈信号。

（一）最近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对中外合作办学非常重视，高度关切，作出

一系列重要批示

中央领导对中外合作办学批示的重点是，对一些省市和学校从不正确的政绩

观出发，竞相申报中外合作大学，甚至引发恶性竞争，造成“样子工程”、“浪费

工程”等问题作出批示；对一些省市和学校“一哄而起”，变相造成“新一轮扩

招”问题作出批示。这些批示的主要精神是：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规划，注重质量建设，强化规范管理，健全审批机制，合理布局学科专业，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推动高校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全面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服务。

（二）教育部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对中外合作办学作出了总体部署，提

出了明确要求，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

1. 2012年 3月，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

2. 2013年 1月，重新启动教育部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此后每年 1

次，评估工作逐步进入常态化；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试点于 2014年

11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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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年 6月，启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开展涉外办学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4. 2013年 7月，下发《教育部关于近期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有关情况的

通报》。

5. 2013年 12月，发布《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

保障工作的意见》。

6. 2014年 3月，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违

规超规模招生处理结果的通知》。

7. 2014年 5月，制定《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划（2014-2017年）》。

8. 2014年 9月，公示 615个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办学信息。

公布中外合作办学督查热线。

9. 2014年 10月，公示停办的 252个本科以下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

10. 2015年 1月，基本完成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六大系统的开发，并正式

上线。完成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网站的改版工作。中外合作办学已初

步建立“一站式”审批机制。

11. 2015年 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和行动》提出“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发布）

12. 2015年 9月，发布《中外合作办学 6问答》。

……

以上只是列举了“一打”有代表性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教育部已经作出了

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工作重点从规模扩大、外延发展转移到内涵建设、质量提升方

面的战略部署。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已定，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落

实，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落实上述政策措施，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科学发展，

必须充分认识和全面统筹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

（三）为什么要有一个理论框架

对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这一发展中重大关系的认识，必须提升到

理论高度，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以理论创新引领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

这是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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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为政府中外

合作办学决策提供依据；可以为学校和中外合作者提供发展思路的启迪；可以据

此评估政策效果；可以引导社会舆论。

具体而言，充分认识、正确处理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

是由于如下几方面的现实选择。

1.主动认识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新阶段的需要。

（1）教育部近期制定 3个与中外合作办学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绕不开规模、

质量、效益的基本关系。按照教育部国际司岑建君司长的话说，3个文件都应体

现从“增量”到“增质”。这三个文件是：①《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十三五”

规划》；②《教育部“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专项规划》；③《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教育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

（2）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十三五”规划》，有的

省份还专门制定了《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划》。如福建省就于 2015年 6月委托厦

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研制《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云南省也委托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开展了类似工作。

（3）各学校也都按上级要求制定本校的“十三五”规划。

2.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的需要。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社会关注度高，其关注的焦点多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

质量、效益有关。例如：

（1）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数量是不是不发展了？

（2）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才叫“适度”？

（3）一个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应有多大规模，才足以推动学校自身的国际化

发展？

（4）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招生规模到底多大才叫“适度”？

（5）学校计划或正在申请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得到批准

的可能性有多大？

（6）教育部释放出“适度发展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

学院）”之后，许多学校纷纷试水，争办二级学院机构，甚至出现一个学校一年

内申报 2个机构的现象。到底“二级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门槛有多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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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成功率有多大？

（7）如何克服和消除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过程中的“质量顽症”？

（8）应如何理解和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对高校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的示范、辐射作用，给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学校工作中应有的地位？

3.主动引导社会舆论的需要。

中外合作办学主流话语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家长、学生选择中的迷茫，导致

不法分子趁虚而入，导致中外合作办学在跨国教育中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例如：

（1）不良媒体或由于缺乏常识，或由于利益驱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不实

报道、虚假报道随时可见，严重影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认可度和美誉度。

（2）一些媒体、网站自发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优”、“排行”，依据不足，

扰乱视听，严重干扰中外合作办学的正常秩序。

（3）一些机构、项目的招生宣传过多过滥，有的被“黑中介”牵着鼻子走，

严重误导学生，误导大众。

对于新闻媒体，“皇粮”吃不饱就会到处找“杂粮”，这是规律。在中外合作

办学领域凝聚共识，需要引领。打好舆论主动仗，扭转社会舆论种种不良倾向和

导向，必须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引领。

二、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的理论框架

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规模扩大是发展，质量提升是发展，效益提高也是发

展。应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发展的观点统领规模、质量、效益。在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中外合作办学应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注重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的理论框架是：适度规模是基础，

创新质量是关键，提高效益是目标。在应用三者基本关系理论时，应坚持五个基

本原则，即找准结合点原则、明确政策界限原则、突出发展重点原则、把握准入

标准原则、允许差别化探索原则。

（一）适度规模是基础

目前，在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 237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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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 1084个，具有法人资格高等教育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 11个（含筹），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57

个（含筹）。把高职高专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计算在内，高等教育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约占机构、项目总数的 90%。

2010年以来，新批具有法人资格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6个（含 2个

已获批筹备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26个（含一个已获批筹备

设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578个。新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项目总数累计为 610个。也就是说，5年来，平均 3天就诞生一个本科及以

上中外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数

图 1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数量发展比较示意图

表 1 具有法人资格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简表

机构名称 批准时间 中方合作者 外方合作者

长江商学院 2002年 汕头大学 李嘉诚（海外）基金会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04年 浙江万里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

苏州港大思培科技

职业学院
2005年 苏州科技学院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学院

2005年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06年 西安交通大学 英国利物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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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纽约大学 2011年 华东师范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2011年 武汉大学 美国杜克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 2011年 温州大学 美国肯恩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12年 深圳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筹） 2015年 汕头大学 以色列理工学院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筹） 2015年 北京理工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表 2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简表（2010 年以来）

机构名称 批准时间
中方

合作者
外方合作者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

院
2010年 中山大学

法国格勒诺布尔国立综合理

工学院等 5所大学

东南大学—蒙纳什大学
苏州联合研究生院

2012年 东南大学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

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2012年 华中科技大学 法国巴黎高科等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2012年 上海交通大学

法国巴黎高科技

工程师学校集团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2012年 中国人民大学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

法国保罗-瓦莱里大学
法国马赛商学院

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
联合工程学院

2012年 中山大学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2012年 北京工业大学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2013年 大连理工大学 日本立命馆大学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

与海洋学院
2013年 鲁东大学 韩国蔚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 2013年
中国科学院大

学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

8所丹麦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 2013年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英国班戈大学

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

与创意学院
2013年 河北大学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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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2014年 四川大学 美国匹兹堡大学

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

院
2014年 东华大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中德国际学院 2014年 上海理工大学

德国汉堡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科堡应用技术大学

德国富特旺根应用技术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中德工程师学院
2014年 浙江科技学院

德国吕贝克应用科技大学

德国西海岸应用技术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联合学院

2014年 中国医科大学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
香港科大可持续发展学院

2014年 西安交通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2014年 西南交通大学 英国利兹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
2014年 中国传媒大学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

南开大学-格拉斯哥大学
联合研究生院

2014年 南开大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
2015年 东北师范大学

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
学

武汉纺织大学

伯明翰时尚创意学院
2015年 武汉纺织大学 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中法工程师学院
2015年 南京理工大学 法国梅斯国立工程师学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雷丁学院 2015年
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
英国雷丁大学

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

（筹）
2015年 天津音乐学院 美国茱莉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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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2010 年以来）

批准时间（年）
符合形式要求的申报项

目数（受理数）（个）

批准项目数

（个）

批准率

（%）
2010 - 28
2011（2010年度申报） 90 38 42.22%
2011（2011年 3月申报） 161 45 27.95%
2012（2011年 9月申报） 202 86 42.57%
2012（2012年 3月申报） 151 63 41.72%
2013（2012年 9月申报） 127 61 48.03%
2013（2013年 3月申报） 180 68 37.78%
2014（2013年 9月申报） 141 64 45.39%
2014（2014年 3月申报） 136 50 36.76%
2014（2014年 9月申报） 113 43 38.05%
2015（2015年 3月申报） 71 32 45.07%

2.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生数

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约 56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

作办学在校生规模约 46万人。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已超过 160万人。有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在校学生数已达几千人，有的机构、项目在校学生数则为几百人。

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每年招生数超过 10万人。

3.中外合作办学的类别结构

在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本科教育项目和学士学位教育项目有

872个；硕士学位教育项目有 200个，博士学位教育项目有 12个。

图 2 中外合作办学类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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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外合作办学的区域布局

截至目前，具有法人资格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分布在广东（5个。其

中长江商学院办学地点已迁址北京）、江苏（3个）、浙江（2个）、上海（1个）。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则分布在上海（10个）、辽宁（8个）、北京（7

个）、江苏（5个）、山东（4个）等 16个省市。

表 4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分布表

省份 数量（个） 构成（%） 省份 数量（个） 构成（%）
黑龙江 176 16.2 福建 17 1.6
上海 109 10.1 四川 16 1.5
江苏 97 9.0 陕西 15 1.4
北京 96 8.9 安徽 14 1.3
河南 82 7.6 广西 14 1.3
山东 71 6.5 云南 10 0.9
浙江 60 5.5 内蒙古 10 0.9
湖北 59 5.4 贵州 3 0.3
吉林 42 3.9 山西 2 0.2
辽宁 37 3.4 海南 2 0.2
天津 35 3.2 甘肃 1 0.1
广东 25 2.3 新疆 1 0.1
江西 25 2.3 宁夏 0 0
河北 23 2.1 青海 0 0
湖南 22 2.0 西藏 0 0
重庆 20 1.8 - - -
合计 10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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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分布图

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布局

截至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涉及 11个学科门类。以本科及以

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列表如下。

表 5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科分布表

学科 数量（个） 比例（%）
工学 398 36.7
管理学 286 26.4
经济学 99 9.1
艺术学 83 7.6
医学 52 4.8
理学 43 4.0
文学 42 4.0
教育学 38 3.5
农学 21 1.9
法学 21 1.9
历史学 1 0.1

6.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教育机构所在国家（地区）布局

截至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外方合作教育机构所在国家（地区）共

有 36个。其中，典型的教育输出国也是同我国合作办学最多的国家。以本科及

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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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外方合作机构所在国家（地区）分布表

国家 数量（个） 比例（%） 国家 数量（个） 比例（%）
英国 243 22.4 奥地利 4 0.4
美国 219 20.2 波兰 4 0.4

澳大利亚 148 13.6 丹麦 4 0.4
俄罗斯 117 10.8 台湾 4 0.4
加拿大 64 5.9 新加坡 4 0.4
德国 45 4.2 比利时 3 0.3
韩国 44 4.0 印度 3 0.3
法国 41 3.8 白俄罗斯 2 0.2
香港 37 3.4 芬兰 2 0.2
爱尔兰 31 2.8 葡萄牙 2 0.2
新西兰 18 1.6 乌克兰 2 0.2
日本 13 1.2 西班牙 2 0.2
荷兰 12 1.1 南非 1 0.1
意大利 7 0.6 挪威 1 0.1

瑞典 7 0.6

图 4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外方合作教育机构所在国家（地区）分布示意图

7.相关分析

这个规模的发展来之不易，发展成果值得珍惜。

没有一定的规模，难有质量，也不会有效益。1995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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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当时没有项目的类别）只有 71个，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或“规模效应”。

单个机构、项目的规模（如招生数）也如此。一个机构、项目如果只有几个学生，

安排和组织教学都很困难，质量又从何谈起？机构、项目的收费，由地方物价部

门会同教育、财政部门按成本补偿原则并适当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学生承受

能力进行确定；虽然一些省份给予机构、项目收费自主确定报备的权限，但如果

收费太高，学生在权衡出国留学还是读中外合作办学时是会算这笔账的，他们“用

脚来投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是关键。“师资就是钱”！如果没有一定

招生数，连成本都保不住，质量、效益便无从谈起。

规模太大，发展过快，很难顾及质量和效益。规模大了，如果不注重质量和

效益，还有可能出现规模越大质量、效益越差的“负面效应”。近几年，高层领

导多次批示，中外合作办学不要“一哄而起”、形成新一轮“扩招”，说明了这一

点。

单个机构、项目的规模如何发展，也值得研究和统筹。“小而精”是不少办

学单位的明智选择。我很欣赏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授在 2015年全国政协会

议的提案《鼓励小微学校的发展》。上海纽约大学每年招生 300人。我问俞立中

校长为什么不多招一些，他说招得越多赔得越多。昆山杜克大学也是采用“小而

精”的办学模式。我们还在调研中发现，一个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总规模 1200人，每年招 300名学生是比较合适的。

这里，还有一个超指标招生的问题。2014年 3月，教育部办公厅针对 2013

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中发现违规超规模招生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下发了《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 4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严重违规超规模招生处理结果的通知》[教外

厅(2014)1号]。这是抓了几个典型案例进行正面教育；实际上，超规模招生的机

构、项目不止 4个。

通过一个阶段的努力，教育部建立了中外合作办学颁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

证平台，注册了 30家机构和 456个项目共计 10万余名学生的学位证书认证信息，

接受各类信息查询 15万余次，有效遏制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超指标

招生、自行变更专业或增发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等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应“适度”超前。确定这个“度”要“顶天立地”。一是

站位要高，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与教育高水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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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的国家大局相适应；二是要根据一个地方、一个学校的实际，“有需要，

有条件再办”。超前，是由于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要着眼于长远，实

现高质量、有效益的规模发展。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规模仍有发展空间。从全局上看，政策创新应着眼于不断

拓展发展新空间，建立规模稳定增长机制。

以下几方面，是规模发展的着眼点：

（1）截至 2015年 7月 30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达到 3559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规定，到 2020年，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 40%。其实，按这几年毛入学率的提升速度，到 2020年

有可能达到 45%左右。超出的 5%将主要用于高教结构调整，扩大高职和中外合

作办学招生。

（2）惩罚引退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使一些不达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项目有序退出。当前的政策重点在于盘活存量，“腾笼换鸟”。

2013年 1月，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并致力于评估常态

化发展。此后，每年评估 1次，至今已进行 3次。此前的两轮评估分别为 2000

年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评估和 2009年教育部国际司组织的中

外合作办学试点评估。新一轮评估以学校自评为主，突出学生满意度。以 2013

年的评估为例，本次评估对 23个省（市）129所高校临近办学期限的、教育部

批准设立或举办的 31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进行了合格性评估；其中，机

构 5个，项目 309个。本次评估有 88个项目（约占当年本科及以上项目总数的

十分之一）因办学不达标退出办学（含评估不合格和自愿申请不参评并停止招生

的）。近几年，通过评估引退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超过 100个。

（3）关于“扩大中外合作办学”。

2014年 10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扩大中外合作办学”。一时间，

不少人为之兴奋不已，我所在的一些微信群都“刷屏”了。

在对规模发展前景充满乐观时，应注意到，本次会议主题是“部署推进消费

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要联系上下文，不可断章取义。“扩大中外合

作办学”的上文是“会议要求重点推进 6大领域消费。……五是提升教育文体消

费，完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扩大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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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扩大”，是指中外合作办学范围的扩大和类型的扩大。①从推进消

费扩大层面看，当前应鼓励尝试探索“营利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尤其

是在非学历培训的层面。例如，国务院于 2014年 1月对上海自贸区有关法规和

审批措施作出暂时调整，在调整的目录中有：“允许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经营性

教育培训机构和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由上海市制定发布相关管理办法”。

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办法还应及时跟上，否则会出事。例如，2011年上海曾发

生一所中外合作语言培训学校办学者“人间蒸发，携款外逃”的事件，200多名

在职白领学生聚集“讨说法”。②应鼓励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并按营利性和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原则，扩大民办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消费。这也符

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的精神。该《建议》提出：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

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

（4）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发展可以向“境外办学”方面拓展。

中外合作办学应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 2

条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

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适用本条例”。这里，没有参照 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

行规定》的体例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直接定义，而是框定一定范围的办学活动。

“适用本条例”的言下之意是，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条例》只

调整规范其中一部分办学活动。

《教育研究》2008年第 1期“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发展战略

探新”（作者：厦门大学林金辉、刘志平）提出：应把境外办学纳入中外合作办

学的理论视野和法律框架。2013年起，教育部把境外办学与中外合作办学划归

同一部门统一管理；有时在文件上提出某种指导意见，也把境外办学放在中外合

作办学的框架内表达。“请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是相通的。应该指出的是，

境外办学与中外合作办学还是有差别的。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到这种差

别。相信教育行政部门在不久的将来会出台新的关于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的管理办

法。

目前，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和举办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总数为 103

个，其中机构 5个，项目 98个；这些机构和项目分布在 14个国家和地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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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方兴未艾，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高校走出去办学需求旺盛，

应用技术教育合作办学需求量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约旦准备办一个中约

大学。埃及的高教部长也向我国提出能否有我们的应用型大学到他们国家办大

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 10 多个国家也已向我国发出了到他们国家办学的

邀请。一些国家把校舍都盖好了，来中国高校洽谈，邀请前往办学。我们称之为

“筑巢引凤”。关于境外办学，目前的政策走势是：“小而精，项目先行”。境

外办学的重要“瓶颈”之一是“双语教师”的缺乏，缺少能用外语讲授我们课程

的教师。应尽早谋划，如学科专业、师资等问题要提前做好规划。

（二）创新质量是关键

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底线保证。当前，应把质量稳住，并有所创新，

有所提高。只有这样，规模才能稳步增长，效益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又是中外合

作办学效益的原发资源，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效益的发挥程度。

最近，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项目组完成了教育部国际司关于“中

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的委托项目，撰写完成了国内首份中外合作办学年度发展

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发展报告（2014年）》。报告发现，近几年来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1.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资源明显增多。

近几年，办学基础好、起步较高的中外办学机构、项目明显增多；外方合作

教育机构的层次有所提升，国别有所拓展（目前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教育机

构所在国家和地区为 36个），引进了一批典型教育输出国之外的优质教育资源；

截至目前，我国“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有 80多所举办了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举办项目数占项目总数近 20%（共有 600多所中方高校参与中外合作办

学）；地方高校作为中外合作办学主力军，举办项目数量大，质量向好。

2.质量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机制日益健全。

2013年 12月 10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

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正在发力。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

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形成。

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进入常态化，认证工作加大探索力度。近 3年来，不具有

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评估工作顺利开展；201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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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目前，教育部还在酝酿中外

合作办学优秀评估和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从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的尝试

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探索，民间倡导的中外合作办学认证正在朝着提升社

会认可度和美誉度方向努力。

中外合作办学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经过 10多年的有效探索，中外合作

大学的理事会制度和党的工作制度日臻完善，对办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现有“国际

学院模式”和“依托院系模式”等管理模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逐步规范。办

学机构、项目质量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一些机构、项目的示范课程、精品课程建

设数量逐步增多。在课程、教材、教学、师资等方面与外方实质性合作不断往纵

深发展。

3.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

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最终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毕

业生每年 10万人左右，其就业率逐年上升。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一些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就业率高达 95%以上；又如，据江苏省的数据，2009-2014

年，江苏 1个机构和 34个项目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及以上机构和项

目的评估中均为合格，据学生评议和网上公示反馈信息统计，项目学生满意度均

超过了 90%，有的高达 98%。①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生毕业后到国外知名

高校继续深造的人数也在逐年攀升。

另一方面，近几年中外合作办学数量逐步增加的同时，质量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正如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

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办学目标不端正，片面逐利倾向、

办学整体质量不高等问题。”在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已有相当发展的同时，质量问

题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三）提高效益是目标

中外合作办学效益的高低反映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水平。效益不断提高是

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前景兴隆的标志。反之，如果效益低下，中外合作办学就无法

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

①
杨频萍,蒋廷玉,张欣.江苏省中外合作办学创四个“最”[N].新华日报,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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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定的规模和发展质量，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难以发挥；反过来，效益

提高了，有利于促进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

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既受规模、质量的影响，也受管理者和办学者发展观

的影响。从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看，规模越大，效益就越好；而质量和效益却不

同，确保质量可能会引起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的降低，牺牲质量则可能带来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这是一些办学者不顾质量的根本原因。中外合作办学不

仅要看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还要重视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作为公益性事业，

中外合作办学重在社会效益、长远效益。

从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看，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主要体现在：

1.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也就是通常

说的中外合作办学“贡献度”。

2.促进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在这方面，一些高校在选择拿什么学科、专业进

行合作办学时常遇到困惑。一般上，选择自身的优势学科和强势专业与国外高校

“强强联合”，以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对校内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这比较好

理解。有的高校则拿自己的弱势学科或新设专业进行合作办学，在申报论证时会

强调一个理由，即通过合作办学促进本校弱势学科或专业的跨越式发展，加快学

科建设进程。在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情况下，这一理由在申报项目评议工作中，

评议组有时也会予以考虑。

3.促进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无论是哪个学校，在与国外教育机构洽谈合

作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这个机构或项目办成之后，对本校其他学院能起到什么

样的辐射作用。也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办好了，怎样能够让其他学院师生受益，

能够对学校整个管理体制、教育教学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几所中外合作大学在现

代大学制度创新方面，已经为我国高等学校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少鲜活的

经验。

4.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教育是民生之首。国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

手中有钱了，首先想到的是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接受国外优质教育最主要的

有出国留学和中外合作办学等途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之初，人们提出“不出国

的留学”；目前，教育部有意把这个口号“旧话重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江

苏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40%的家长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完成孩子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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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在调查中，这一选项占比最高；而选择通过“正规留学中介机构”的人数

只占 26.67%。受访家长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有中方学校作依托，是他们选择的

主要考虑因素之一。
①
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46万在校生中，约有一半选择不

出国。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每人每年平均 3万元人民币计算，而到国外留学按

每人每年平均 12万元人民币计算，中外合作办学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外汇 200多

亿元。这个钱本来是要花到国外去的，在国内消费了，对于拉动国内教育消费是

有贡献的，也满足了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最近梳理了六七百份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协议发现，在这些协议中，大部分有学生出国学习 3个月到 1年不等的条款约

定。2015年 10月 13日，英国《卫报》报道：“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最近的一份报告，在 2013-2014学年，越来越多进入英国高校的学生是通过跨国

合作项目（占 55%）而非直接录取（占 36%）开始他们首个学位的学习的。”可

见，中外合作办学与出国留学是相互融通的。

5.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进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树立中国教育良好的国际

形象。

中外合作办学是业已建立的几个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

战略也把中外合作办学纳入建设范围。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行动》提出五大合作重点，其中有：“第五，在民心相通方面，扩大相互间留学

规模，开展合作办学……”。

从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看，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则可能体现在：

1.关于“合理回报”问题。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合理回报”，但实际操作上

还存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瓶颈”。要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必

须尽早突破这些瓶颈。

2.一些高校片面逐利倾向严重。近期，教育部出台的一些政策文件显示，对

这方面问题的监管正在逐步加强和规范。

（四）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的应用

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理论框架的构想是初步的，必须应

用于实践并加以检验，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①
王珊.海外留学“旺月”来临，四成家长青睐中外合作办学[N].常州晚报,2015-9-29.



22

在应用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关系理论时，应坚持如下基本原则。

1.找准结合点原则。

全面统筹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三者的基本关系，应找准三者之间

协调发展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国际化教育的

需求，依法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个原则通俗地说，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中外

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维护好学生的合法权益是统筹规模、质量、效

益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

提出终止申请时，应当同时提交妥善安置在校学生的方案；在终止进行财务结算

时，应当首先退还学生的学费和其他费用，等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单位应提供符合标准的校舍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按照招生

简章或者招生广告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应建立妥善的学籍管理制度；实施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应按学年

或学期收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办学条件问题，是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的重要

问题，也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问题。在申报机构、项目评议和中外合作办

学评估指标体系中，都有重要的占比。一些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基本办学条件保

障不够，保障不力。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近期就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二级学院）提出了保障“三个相对独立”的要求。第一是“财务相对独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财务应由学校财务职能部门统一管理。但

是，各母体学校管理模式不一，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办得好的，其母体学校都

没有对学费进行提成或截留，保持其财务的相对独立性；第二是“人事相对独立”。

母体学校应下放权力，让“二级学院”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在聘用教师和管

理人员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第三是“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相对独立”。母体学

校应保证“二级学院”有更加独立的教学场所、教学设施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平台。

2.明确政策界限原则。

这一点，我在前几届年会也强调了，看来，今天还有必要再强调。因为，中

外合作办学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人们对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的认识不清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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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混淆有关。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受教育部国际司的委托，完成过一个研究项

目，即“高等学校涉外办学问题研究”。项目组对当前我国教育涉外办学形式进

行梳理，发现有 16种涉外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其中的一种，是法规政策

体系最完备，社会效益最明显的一种涉外办学形式，有人称之为“体制内”的办

学形式，是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并列的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三驾马车”

之一。正因为中外合作办学被戴上了这样的光环，有人就故意混淆，如把一般校

际交流项目美其名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形式”；一些留学预科、学分互认、校

际交流项目一旦出现了问题，有人就把这口“黑锅”扣到中外合作办学头上。又

如，中外合作办学评议专家组在评议申报来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二级学院机构

时常会发现，一些中方教育机构与外方教育机构在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或进行人才

培养方案设计时，把一般的涉外办学活动与中外合作办学相混淆，拿校际交流项

目申报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其中申报的项目充其量只

是学分互认、双联课程等。作个比喻，中外双方的校际交流项目就像“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中外合作办学则必须在管理、课程、教学等层面实质性合作，深度融

合贯通，这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10天前（2015年 11月 5日），国务院发

布的《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

号）指出：“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营

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留学生的吸引力。”

该《方案》关于“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的文字约 200字，其中与中外合作办学直

接相关的文字就占了一半。

中外合作办学实行“审批制”和“证书制”，从法规政策体系来着，政策界

限是十分明确的。尽管教育部已采取措施强化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其收效尚

待观察。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长期坚持。应从

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对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

3.突出发展重点原则。

要及时准确把握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的动态发展，密切关注社会

需要、生源情况变化等。近年来，政策上重点支持了理工农医，以及急需、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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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学科的合作办学；严控已有相当规模的商科、管理学科、国家控制布点学科

的合作办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大气科学、灾害护理学、生态学（自然

资源保护）、给水排水工程、职业治疗学、物理治疗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义肢

矫形学、文化遗产保护、互动创意等是未来几年将持续鼓励的合作办学专业。在

政策导向上，对办学水平一般的外国教育机构，同一外国教育机构在我境内举办

多个合作办学项目以及拟举办专业在我境内较为集中的，将会受到严格控制；高

职院校通过探索引进境外精品、特色职业教育，重点培养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

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技能人才，也在被鼓励和支持之列。

既然如此，能不能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指导目录》？2011年，在教

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工作会议（威海会议）上，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

个主意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多大可行性。上海市目前正在尝试研制《上海市高

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申请专业指导目录》。就一个地方而言，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能否成功，只能靠实践来证明。

4.把握准入标准原则。

全面统筹规模、质量、效益时，要明确和坚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标准，包

括中方教育机构和外方教育机构的准入门槛，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标准。只

有坚持标准，才能稳定规模，确保质量和效益。要发挥标准对质量、效益的引领

作用。

（1）关于“大学排行榜”。参照各种《大学排行榜》，提出应与世界排名前

几百的高校合作，是目前一些省市的通常做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选

择外方合作高校时，还应按照“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新要求，综合考虑

其学科专业排名。美国的“文理学院”培养了许多科学家、总统，可是它们的排

名并不靠前。我认为，对外方高校来华合作的资质标准，应从中外合作办学的实

际出发，单独研究和制定。

（2）关于“清单准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机制改革的一个信号是，将

来可能采用“清单准入”制度。其实，上海市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探索。我认为，

“清单准入”制度很有发展前景。关键是谁来制定这个“清单”？怎样制定？尤

其是“负面清单”的制定一定要进行充分调研和科学研究，充分考虑原则性与灵

活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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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准入门槛”。

①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

A.关于“4+0”与双学位。电子科技大学探索的“双录取、双注册、双学位”

模式值得肯定和推广。

B.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在相同或相近学科内设置专业。

目前 5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有不少是“综合性”的，人文、经管、

理科、工科等学科混合在一个学院。这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初期有其必然性。但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工程的推进，这样的“综合性”学院显示出一些“质

量顽症”，最明显的问题是它不利于打造学科群，创建一流学科；不利于外方优

质教育资源和质量保障体系的整体引进；不利于课程与教学的规范管理。未来的

一段时间，凡新申报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机构内设置的专业必

须在相同或相近的学科范围内。

②鼓励民办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目前，相关部门正在酝酿与公办高校不同的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准入门槛。

③关于评估后再申报。教育部国际司《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4年下半年本科

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教外司办学（2014）1654号］

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六条、第三十七条有关规

定，对已在华举办了机构或项目的外方合作者，其在办机构或项目需参加并通过

我部组织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或认证，方可再次申报项目。”

（4）关于“连锁店”。

中外合作办学不是“麦当劳”。在中外合作办学初期，“连锁店”现象的产生

有其历史原因；在质量建设新阶段，这一现象则已不合时宜。目前，参与中外合

作办学的外方高校有 300多所；其中，有的高校与我国高校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多达几十个，如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在华有 44个合作办学项目。2013年

7月 31日，教育部国际司发文《关于近期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有关情况的通

报》[教外司办学（2013）1210号］，通报了外国高校“连锁店”办学现象。《通

报》指出：一些外方教育机构利用中外合作办学作为营利手段开办连锁店。有的

外方院校与多个国内院校在同一专业举办多个项目，或与众多国内院校举办不同

项目；还有的同时在本科、专科层次举办多个项目。这些办学项目以数量扩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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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其实质是国外教育倾销，无法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也无益于提高办

学质量和水平。

教育部已采取措施，坚决遏制、逐步消化“连锁店”现象，如在审批新项目

时对一所外方院校在同一专业举办项目的数量以及与国内高校合作办学的院校

数量画出了红线。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项目组在 2014年提出中方高

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是否也存在“连锁店”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

5.允许差别化探索原则。

要使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部署和总体规划落地生根，应把全面统筹与发挥地

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和学校进行差别化探

索，解决好发展的动力和责任担当的问题；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发展也好，提质增效也好，离不开特色。一些地方和学

校把“特色办学”放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划里，我觉得很好。值得关注的是，

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指标体系有“特色”一项，但难以操作。在评估中增加多一

些“自选特色”项目，是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度建设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地方、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相对较慢，如福建省是东部沿海开放省

份，拥有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核心区，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占全国总数不

到 3%，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目前是“零”的状态。在统筹处理规模、质

量、效益时，就应该给予这样的省份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自主权。福建省成为全国

中外合作办学“部省联批机制”试点的第二个省份，就体现了这一点。（目前，

教育部试点中外合作办学“部省联批机制”的省份有浙江、福建、广东、重庆 4

个省市。）

11所中外合作大学中，广东占 5所。为什么？上海、深圳、温州、宁波、

苏州、昆山等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许多外向型经济特色明显的跨国公

司或大公司，对国际化办学需求旺盛。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按照岑建君司长

的说法，中外合作办学落户这些城市是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具有海派文化，有包

容、创新的传统。在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DP等指

标）、城市人口数、当地出国留学人数在未来都将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和审批

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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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讨论问题的说明

各位代表，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是国家中外合作办学的“智库”，大家都

是这一智库的成员。全面统筹规模、质量、效益，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

设，需要这样的智库；各位代表应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担当！

中外合作办学智库要做改革发展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

会舆论的引导者。我相信，通过各位代表的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本届年会一定

能够在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咨询、政策评估和社会舆论引导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下面就今明共一天半要讨论的问题作几点说明。

本届会议论文我都仔细拜读了，总体上体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科学性，

可行性。在研讨交流中，我提几点建议。

（一）关注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时代的新实践和新启迪

建议研讨时多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特殊性。中外合作办学涉及“中外”，重在

“合作”，具有许多特殊性和极端复杂性。在研讨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

益基本关系时，应充分注意这一点。请尽量结合代表所在办学单位的实际进行研

讨，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增强研讨的针对性，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办

法。

（二）“一带一路”没有缺席省份

当前，一些省份积极争取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没有实质性意义。对

于中外合作办学，“一带一路”建设没有缺席省份。一些省份已经把未来几年中

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联系起来，寻找新的合作机会，拓展

新的发展空间。希望多研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三）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认证

评估以政府主导，认证由民间倡导，各具特色。如果从 2000年国务院学位

办组织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评估算起，目前政府组织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已

有 5轮。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早在 10年前就进行中外合作办学认证的探索，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对认证的探索也在进行之中，目前已有 10来家中外合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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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构或项目自愿申请参加认证。由于起步不早，理论准备不足，无论是评估还

是认证，其基本制度尚未建立。建立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认证制度，还需

要各位代表智慧的推动。建议各位围绕“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等问题

开展一些讨论。可以讨论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认证的区别和联系，讨论两者如何

错位发展。以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按照“管评办分离”的

基本要求，创新评估认证理念，增强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建立规范高效

的评估认证组织系统及其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评估、认证制度，是全面统筹

规模、质量、效益，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坚持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两个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教育系统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继续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发展新阶段，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外合作办学应从

国家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理论引导，全面统筹规模、质

量、效益，强化依法管理，完善审批机制，严把引进资源“入口关”，维护我国

教育主权。本届年会必须保持和发扬历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优秀传统，坚持“两

个方向”，即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专业方向。党团建

设与国情教育，是中外合作办学不可回避的问题。总结中外合作办学党团建设和

国情教育的新鲜经验和理论成果是本届年会的重要专题。不少办学单位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希望各位代表在这方面充分交流研讨，以理论创

新引领教育工作方法和途径的创新。

（五）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培育发

展新动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

国际化人才，是中国的“国际化人才”；他们的绝大部分将成为国家未来建设的

栋梁，必须具备创新创业能力。希望大家的讨论不要停留在“应该”，而应深入

到“如何”。可侧重于课程、教学与师资等微观层面，总结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得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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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享和借鉴跨境教育的经验和理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教育国家，在跨境教育取得的成功经验应与

世界分享。同时，世界各国跨境教育也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经济全球化、

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境教育涉外办学的规模、质量、效益已是一

个全球性话题。

各位代表可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享和借鉴跨境教育涉外办学在规模、质量、

效益关系问题上的新见解和新经验，使本次年会的研讨活动更加充实，使会议的

成果更加丰硕。

以上分专题都是正确处理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基本关系必须解决

的前提性问题。本届年会的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将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建

设性探讨。

明天的分组讨论，请各小组主持人统筹安排，既让有论文的代表有发言的机

会，也让未提交论文的代表畅所欲言，贡献真知灼见。

谢谢大家！

To Balance Quantity, Quality and Benefits in Order to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CFCRS--Where is its Policy Going

Lin Jinhui

Abstract: Relationship among quantity, quality and benefit are an overall and

crucial point for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CFCRS). It is

demanded to make some innovation on its theory and establish a basic theory

structure on 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FCRS at this new stage. The basic structure

about connections among these three elements includes: appropriate quantity is the

base; innovative quality is the key; and promoting benefits is the goal. We have to

adhere to five principles when applying the theory to practice: to get the right joint

point; to confirm the policy boundary; to highlight the priority; to stick to the access

standards; and to allow explor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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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化视野下的“温肯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

应永宏 钱 菲 阮茜茜

（温州肯恩大学国情与文化教育中心）

摘 要：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知识经济的繁荣和教育事业的改革与

发展，带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办学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推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各项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一

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传统高校思政教育思想和美

国大学一般通识教育理念，对建设具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思政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

的探索研究和创新实践，并初步形成了具有温州肯恩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温州肯恩大学；思政教育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知识经济的繁荣，世界各国的交流

和合作日益密切，尤其在教育领域，呈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国际间多样

化的合作办学模式也逐渐成为这一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近些年来，我国与国外

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交流项目日益增多，“截止目前，全国依法获得批准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 2000 余个，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约 55 万人，其中高等

教育阶段在校生约 45 万人。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超过 150 万人。
①
”

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在我国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推动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

改革发展和创新。思政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适应这一发

展趋势？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思政教育的课程如何设置，思政教育的课

程体系如何改革和创新？这是摆在我国高校，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高校面前的一项

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中外合办高校国情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带来

新机遇新挑战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趋势，国际大学协会

①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教育部批准的本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名单［EB/OL］.http://ww
w.cfce.cn/a/mingdan/zwhz/2015/0521/2858.html,2015-05-22/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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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IAU) 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这

样定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

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

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
①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在

中外办学理念与思想文化的交融下，更加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以中国传

统思政教育为基础，还要融入国际化多元化的理念进行创新，不论是教育理念还

是教学方式等，更是需要结合国际间知识交流合作的背景机遇与自身改革面临的

挑战来体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多元化。

（一）目前国内一般普通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现状

党和国家一直都把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自 2004 年起，

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中发[2004]16 文）、《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 号）、《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 号）等文件，对高

校的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意见。按照这一要求，目

前我国一般普通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的教材内容、参考书目以及课程计划均由教育

部全面规划和统一规定，将课程分为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政治理论课有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中国

近代史纲要；思想品德课有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制基础、形势与政策。各高校基本

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进行上课，教师也基本没有权利对教学内容进行改变或者

调整
②
。这种体制下规定与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正

确价值取向以及道德意识的引导和提高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高校的思政教育并没有达到特别满意的效果，除有小部分高校已

经在开始进行思政课教育模式的改革以外，大部分高校的思政课教育仍处在一种

较为模式化的教学状态中，上课方式大多以 100-200 人的大课堂进行理论讲授，

用 ppt 课件来进行灌输式教育，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传统的大课堂方式使得师

①
张树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对策[J].江苏高教,2006(2):54-55.

②
王熠晔.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比较分析[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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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缺少交流和互动，加上思政课程本身理论性较强，内容较为严肃枯燥，学

生自身对于思政课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也不高，兴趣也不强，导致上课效果不是

很理想。同时，传统的课堂分数+期末考试成绩的学生成绩评估制度也不能全面

体现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更重要的是，按照这种批量式的、模式化

的思政课程教育，虽有利于理想理念的统一，但不利于学生独立个性的培养和发

挥，不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一般普通

高校传统思政教育的模式亟待改革与创新。

（二）中外合办高校思政教育的特点与基本要求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作为一种特殊的办学形式，其思政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

和基本要求。在思政课程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中国高校思政教育的一般原则，

也要大胆吸收国外高校教育先进的创新思维；既要以中国传统高校的教学思想和

教学理念为指导，也要结合西方高校的教学思想和理念进行改革和创新，并有机

地将这两者进行融合，凝练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教学内涵和教学模式。同时，在中

外合办高校中，由于其主要课程均以外教为主进行授课，因而对学生意识形态方

面的教育只能通过思政教育来完成。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必

须以体现自身意识形态为特点，又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教育内涵，既不能“全盘

西化”，也不能完全排斥“西化”，是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创新多元，具有中外合

办高校思政教育特色的新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合办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中外合办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是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的客观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中西方的文化、思想、观点乃至教学

理念不断进行交汇，中外的文化、理念、意识等不断的碰撞和融合，高校的思政

课程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而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处在国际教育合作的前

沿，加快思政课程教育的改革，理应首当其冲。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合

办的高校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坚持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在保持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观点以及教学理念的同时，有效融入西方有用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

念，加快进行思政课程的改革和创新，以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客观要求。要在

牢牢把握好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思政课程的教学形式和内容等要进行深入的

研究，以服务于知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为出发点，建立符合知识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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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实践有机融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与国际公

民意识，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更好地将自身所学运用于社会实践中。

2.中外合办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高校国情教育体系的

客观需要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是全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中外合办高校思

政教育改革也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高校国情教育体系的客观需要。构建一个具

有中外合办高校国情思政教育体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国是一个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外合办高校国情思政教育体系的建立必须要以党和

国家的要求和规定为原则，以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为坚实的思想基础，坚

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学习，紧

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

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进一步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①。

3.中外合办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是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独立个性、通识中

西方历史文化、对全社会有用人才的客观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高校的一项重要课程，担负着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培育健康的人格等重要任务。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趋势，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其思政教育不仅要担负着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培育健康的人格等重要任务，更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

有独立个性、通识中西方历史文化、对全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在这方面，国内

已有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有的高校思政课则在一般传统

高校思政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课程的改变，打破了传统思政课的硬性科

目要求的模式，结合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融合了中西方历史文化内容，对学生

的政治思想认识、公民意识、道德意识等进行了正确的引导教育，诸如宁波诺丁

汉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中国思想传统、中国近两百年历史、中国国民与世

界公民、中国法律等课程，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学开设的文化课程、国情课程、历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0502/t20050207_80415.html,2005-02-07/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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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课程、法律课程以及管理课程等主要课程，都对学生进行了中西方历史文化的

解读和熏陶，让学生更加全面地学习中国与世界的人文历史内容。同时，在上课

方式上也趋向于中小班教学，实行多样化的授课方式，增加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实

践活动，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加深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增加了对社会的

理解和认识。

但是，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思政课模式也正处于一个探索和建设时期，至今

也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课程类别和教学管理模式，教育部也没有对中外办学高校

的思政课教育模式有统一的要求，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温州肯恩大学特色思政教育体系的

探索和实践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知识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

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中美合作办学的高校，在这样的大趋势背景下，其思政课程以

知识普遍性为内在动力，结合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力，为建设具有温肯特色

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一所中美合办的大学，致力于“为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

发展方向”，引进借鉴了美国优质大学的办学资源、理念和模式，紧密结合中国

国情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和事

务，具备创新、创造和开拓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学校在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建设方

面，紧紧围绕这一办学宗旨，以培育学生“五 C”（creativity 创新、criticism

批判、cooperation 合作、character 个性、care 关怀）教育理念为基本指导思

想，以中国国情和文化为核心，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国际潮流和时代需求，又体现

中国传统和现实情况的独具特色的素质教育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批判思维，在充分展示自身个性的同时又能善于和他人合作，爱惜自己又

能关爱他人；教育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

情怀；引导学生通识具备关怀能力，实践积极健康的生活模式，努力成为社会的

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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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培养学生“三项基本素质”（有积淀、善思辨、敢超越）为主要立

足点

在“5C”教育思想指导下，温州肯恩大学思政课教育立足于培养学生“有积

淀、善思辨、敢超越”的综合素质能力，在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的基础上，通过

加深和拓展学生对中国国情、文化的了解和传承，关注学生智力、情感、社会性、

物质性、艺术性、创造性与潜力的全面挖掘，帮助学生以踏实的姿态做好知识技

能储备，训练自身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和适应能力、爱国主义情怀、批判性思维及

合作精神，能独立思考并能清晰表述自身的意愿，勇于接受不同的挑战，敢超越，

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二）以树立学生“五项基本意识”（人文意识、法律意识、爱国意识、自

我管理意识、国际公民意识）为重要发展目标

在思政教育培养最终目标上，温州肯恩大学始终强调学生必须树立 “人文

意识、法律意识、爱国意识、自我管理意识、国际公民意识”等五项基本意识，

要求学生通过思政课程的学习，能从不同的学科内容，不同的角度，全面地了解

国家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培养自身的爱国情操，了解全球

知识及文化，传承本土知识及文化，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帮助学生顺利适

应大学独立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正确认识自我，并促其积极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

和道路，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三）以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建立“4+2”交叉复合式思政课程体

系——国情与文化课程体系

在思政课程设置方面，温州肯恩大学打破传统高校思政课 4门理论课程教学

的模式，结合西方先进的通识教育以及中西方倡导的专才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创

新性地开发设置了《古与今》、《辩与思》、《我与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国际化》

四门国情文化课程，以及一项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和一项网络互动平台教学方式。

四门国情文化课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领域进行专

题课程教学，在结合传统高校思政课大纲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知识面的拓展

和提升，没有特定的教材，仅有参考书目。课程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学生的逻

辑判断能力、思辨能力进行培养和提升，在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修养教育、法律

法规教育、爱国教育等基础上，从社会学、心智健康、人格塑造等角度为学生提



39

供学习的机会，让学生更加了解社会，了解自身。同时，向学生们广泛呈现中国

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最新成果，从而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民

族和社会以及发展形势。

社会实践活动则是系统地让学生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以及撰写实践报告

的方法，让同学们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更好地理解课程内

容，更好地认识社会。

为了能让同学们及时获取上课的内容和最新的课程内容，学校正在逐步建设

网络教学资源分享平台，方便同学们及时获取上课信息和课程内容。

（四）以多样性课程考核评价为手段，建立“五级制”课程评价方式

在学生的成绩考核方式中，摒弃传统的“一考分数定终身”的方式，采用“五

级制”（ABCDF）课程评价方式，即学生的课程考核成绩主要构成组件有：课堂反

思学习单（20%）、互动讨论表现（40%）、测试（20%）及论文（20%），而不是只

凭一次期末考试成绩来定最终课程成绩，充分吸取了美式教育精华，教师可以为

学生提供有效、及时的反馈，在学习过程中切实提高学习效果。

三、温州肯恩大学特色国情与文化课程体系教育取得的教学效果

办学以来，温州肯恩大学在国情课程体系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中，坚持“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积极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与先进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

并将中西方先进的教育与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有效融合，凝练出符合自身特色和

内涵的、具有温肯大学特色的国情思政教育方法与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课程体系教育内容更加丰富而全面。首先，学校以通识教育的广泛性与

专才教育的重点性相结合的交叉复合式课程设置，不仅让思政课程在传统内容的

基础上更加丰富，学科内容覆盖全面并且能够广泛交叉，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

识面，使思政课程已经不单单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多的是一种学科覆盖全面

的课程，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多项技能。其次，学校结合国情课程内容

积极安排学生外出进行实践考察，使同学们对各种内容丰富、形式特别的实践课

程与内容环节有更多的直观体验，提高了教学效果。

二是教学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和保证。学校以广泛竞标、严格筛选的方式聘

请海峡两岸优秀教师团队为学生进行高质量的教学，通过与上海高展会合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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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聘请海峡两岸优秀兼职教师及助教团队共同组织开展教学，保证了教学质量；

同时，学校摒弃灌输式教育方式，更加重视互动式教学、任务性教学来引导学生

思考，并通过学生的课程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和手段，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课程满意度总体达到 90%以上。

三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首先，在具体的组织教学

过程中，学校采取了大班讲座授课、中班理论互动、小班集体讨论等多种教学方

式上课，使学生多方位、多途径地掌握所学知识。其次，学校采取互动式的教学

方法，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在教学内容方

面，学校更多的采用对比法，促使学生对国际背景下的中国国情进行积极的思考

与关注，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

四是学生成绩的展现得到更加立体客观。学校采取“五级”课程考核评价方

式，使得通过“五级”多方面、多层次考核学生的成绩，学生不再拘泥于“一考

定终身”，而是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体现了学生成绩评估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四、对未来温肯国情课程教育的规划和展望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面临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思政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教育的重要课程，在当前高等教育国际

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国情思政课程教育体系，是摆在

每个高校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

高校，进一步做好国情思政课程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义务。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新的复合式的教学模式

要根据国情思政课程教育的实际，进一步完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复合模

式，开发更加丰富而有内涵的课外实践活动，拓展“学城联动”，增加国情课程

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实践作为新时期思政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

必须要不断为学生开发创新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实践活动，既能做到紧密结合理论

学习，又能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尤其要重视与学校周边的

街道如丽岙街道的实践合作，拓展“学城联动”的内容和范围，促进学生与社会

积极接轨，社会为学生拓展视野，培养公民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学校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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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同时，要经常性地组织国情与文化课程的相关竞赛活动，建立相应的

奖励机制，如优胜同学可以参加国情与文化教育中心组织的“文化旅游参观活

动”，激励同学们学好国情思政课，热爱国情思政课，充分发挥课程教学效果。

（二）进一步开发和运用线上与线下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对接

网络作为新媒体代表在高校的思政课程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发挥出至关重要

的作用，思政课程体系的发展完善依旧需要不断挖掘网络等新媒体的潜力。不断

做好线上与线下课堂内容的对接，建立教学资源学习、分享、考试的网络平台，

是发挥网络新媒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因此，温肯的国情思政课程，应以线上与线

下课堂来不断充实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充分运用新媒体构建学习资料分享的平

台，并且逐渐开发线上考试平台，让学生们的学习时间和考核时间更加自由充裕，

并且能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内容。

（三）进一步加强和延伸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教育相结合的教学互动机制

网络等新媒体的运用不仅仅是线上与线下课堂的开发，还有着师生互动学习

交流的优势。通过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可以增加师生一对一、多对多网络交流，

将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教育相结合，构建思政导师的教育体系，延伸学习的内涵

与范围。构建温肯新的思政教育网络交流平台，不仅让学生可以密切联系课堂所

学内容，还可以向任课老师进行课后的反馈和提问，有助于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

果的评估，同时也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和共同进步。

（四）要进一步培养和造就一支教学科研过得硬的国情文化教育师资队伍

要立足现有条件，一方面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等方式，加强对现有

本校专职教师业务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指导与培训，进一步提高现职教师的教学技

术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和待遇，吸引和引

进更多地区、甚至是世界的优秀教师作为外聘老师，形成专职为主、外聘为辅的

师资团队和科研力量，促进中外师资在国情文化教育的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中，

共同合作与创新，不断提高国情文化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五）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国情文化课程管理与服务工作水平

国情文化课程教育除了积极做好教学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课程和教学服务，必须更加充分地了解并掌握每一位学生的课程学习和领会情



42

况，并针对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课程安排，为学生做好课程规划，提供更加自由

化、人性化、科学化的课程学习方案，帮助学生顺利而有效地完成课程学习任务。

总结：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未来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大背景

下，温州肯恩大学对于思政课程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创新，才能不断发

展和完善好中外合作大学的思政课程，构建温肯特色的课程教学体系，为我国的

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WK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Ying Yonghong & Qian Fei & RuanQianqia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contributes to the prosperity of knowledge economy, also promotes the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With the trend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which inevitably advances the

re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s a US-China cooperatively

run universit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bbreviated as WKU) combines

traditional thoughts in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American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oncepts,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unique curricular

system of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 run institution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eliminarily, WKU forms WKU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ar System (WIPEC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enzhou-Kean Unive

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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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合作工程师人才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陆歆弘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摘 要：法国工程师教育在法国发展时间较长，以其严格的人才选拔制度、优秀的教育

质量和高比例的毕业生就业率享誉全球。但我国多个中法合作办学机构在引进法国工程师教

育的过程中，却也遇到了一些不适和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也启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生的高

考选拔、淘汰渠道、校企合作、学分转换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重点。

关键词：法国工程师教育；中法合作办学；高等教育改革

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与欧美其他国家以及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法国高等教

育体系是由综合大学和大学校（Grande Ecole）共同组成的。其中大学校中的工

程师教育很长时间以来都以其严格的人才选拔制度、优秀的教育质量和高比例的

毕业生就业率享誉全球。
①
在国内中法合作办学培养优秀的工程师人才已经实践

多年。本文将讨论中法合作人才培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带来的启示。

一、法国工程师教育的特点

今天法国的工程师教育有 3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设立在高中的预科教育+考

试+大学校；一是设立在大学校内部的预科+大学校；还有就是大学中的工程师

学院。这 3类模式每年共同为国家培养 3万名工程师。其中，那些具有一两百年

历史的传统工程师大学校所保持的优秀教育质量及独特的吸引力仍是其他两类

学校所不能比拟的
②
。法国有 250所左右可以颁发工程师学位文凭的工程师学校。

总的来说，工程师学校的规模较小，专业设置也相对较少，一所学校可能只有四

五个专业方向，但其专业教育与企业联系紧密
③
。

法国的工程师教育为精英教育体制，具有目标明确、选才严格、专业交叉、

密切结合实践等特点，工程师教育强调扎实的理论基础与过硬的实践能力相结

① Jean DOREY,刘敏.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② Jean DOREY,刘敏.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③
杨晓芳.法国工程师教育模式及启示[J].高等建筑教育,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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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只有少数拔尖的学生才能进入工程师学校学习。在进入工程师学校之前，学

生需要接受为期两年的预科教育。预科教育以数理化的基础教育为主，旨在培养

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进入工程师学校的三年中，主要在预科

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理论联系实践的工程基础教育，旨在培养其自主创新的

能力。学生从工程师学校毕业后，大多能迅速成长为科研、管理等各领域的中坚

力量和领军人物
①
。

在法国“大学校”体制下，工程师学校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培养的工程师

人才促使法国在航空航天、高铁运输、核能源、信息技术、建筑等领域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实现了工程建国、工程强国和工程富国的使命
②
。

二、法国工程师教育在中国的实践

工程师院校作为法国的“品牌高校”，是培养管理、科技领域精英人才的重

要机构，国际人才流动和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尤为活跃，长期以来在法国科学外交

实践中担当重要角色
③
。法国工程师学校十分重视与海外院校合作，开拓海外办

学市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级人才。

目前在中国北京、上海、天津、中山等地的一些大学已经与法国工程师学校

合作开展工程师教育。其中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等都已经先后有了毕业生，其毕业生广受用人

单位青睐。

在国内由中法合作培养工程师学生的实践中，比较典型的模式有两种。其一，

以成立于 2005年的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为代表，该学院得到中法两国政府和教

育部的支持，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由法国 5所中央理

工大学组成）合作培养通用工程师。学生在北航学习 6年，毕业时可获得法国工

程师学位职衔认定委员会（CTI）认证的中法工程师学院工程师及北航工学硕士

双文凭。其二，以成立于 2006年的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为代表，该学院

由上海大学与法国技术大学集团（由法国 3所技术大学组成）合作，在机械工程、

①
杨晓芳.法国工程师教育模式及启示[J].高等建筑教育,2013(3).

②
熊璋,于黎明,徐平.法国工程师学历教育认证解读与实例分析——兼谈北航中法工程

师学院的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5).
③
张为宇.法国工程师院校及其发展趋势[J]. 中国高等教育,2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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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四个专业招收中国学生，部分专业课程由

法国技术大学集团教师讲授。采用 3年中国+2.5年法国的学习模式，毕业时可获

得上海大学本科及法国技术大学集团工程师文凭。

从以上中法合作办学机构近年来的实践来看，法国工程师教育代表的精英教

育体制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之间存在着一些不适应之处。

三、中法合作办学中出现的不适之处

（一）入学选拔制度

在法国，凡是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年轻人都可以上大学，毕业会考并不是筛

选考试，而只是资格考试。目前法国毕业会考通过率大约为 80%，进入大学校却

要难得多
①
。首先要在高中会考后成绩合格并且高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大约占高

中会考合格的 10%左右）进入预科班学习 2年。2年后，学生再参加工程师学校

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进入工程师学校的录取率大约 60%左右②
，

知名的工程师学院的录取比例为参加工程师考试人数的 10%左右。严格的入学选

拔制度保证进入工程师学校学习的必然是少数精英。而且长期以来，法国的大学

校依然保持很少的招生规模
③
。

高考制度是中国高等教育入学选拔的长期做法。从 1977年恢复高考至 2015

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从 4.7%上升到 74.3%，其中 2013年录取率最高时达到 76%。

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近年来全国高考的一本录

取率也逐年升高。2014年全国高考一本录取率近 10%④
，目前来看中国高考的一

本录取率与法国工程师的预科录取率相当，但是全国已经有 13个省（直辖市）

的一本录取率超过 11%，北京、天津、上海的一本录取率更超过了 20%⑤
。为保

证精英人才的培养质量，优秀生源的严格选拔是必须的。除了一次高考，还应该

① Jean DOREY,刘敏.法国高等工程师教育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②
熊璋,于黎明,徐平.法国工程师学历教育认证解读与实例分析——兼谈北航中法工程

师学院的实践[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5).
③
传统与变革,竞争与合作——访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安•莱米尼奥[J].世

界教育信息,2013(12)
④
高考网. 2014各省市高考一本（重点大学）录取率统计[EB/OL].[2015-10-6].http://ww

w.gaokao.com/e/20141216/548fd29a26829.shtml.
⑤
高考网.2014各省市高考一本（重点大学）录取率统计[EB/OL]..http://www.gaokao.com

/e/20141216/548fd29a26829.shtml,20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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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试等多种环节。

（二）学制

工程师院校的学制类别主要有三年制和五年制。三年制院校选拔并录取高中

预科班学生或具有大二水平（Bac+2）以上的大学生，学生学习三年后可获工程

师文凭；五年制院校（约有半数的院校设有五年学制）则直接录取高中毕业生，

学生经过两年的校内预科学习后，再经过选拔后学习三年，以获得工程师文凭。

在国内，一种法国工程师培养采用的是 3+3模式，即预科 3年、工程师阶段

3年，其中预科阶段第 1年以强化法语为主。另外一种模式采用的是前 3年国内

学习（含法语学习）+后 2.5年在法国学习。但是按照我国的体制是 4+2模式，

即 4年的本科学习和 2年的研究生学习。也就是在国内学习 3年后，如果不适合

继续工程师阶段的学习，学生并不可能得到任何文凭。

（三）淘汰制度

在法国工程师教育体系中，即使在预科学习阶段也逐年进行筛选淘汰：那些

由于学习强度大，不堪学习重负、无法达到学业要求目标等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被淘汰。从预科阶段进入工程师教育阶段，还需进行严格的筛选淘汰。而无法进

入工程师教育阶段的学生，亦可以获得一份预科与大学之间的学历对等证明并转

入综合大学继续大三学习或就业
①
。在工程师学习阶段，每年依然有不能满足学

习要求的学生被淘汰，他们也可以进入综合大学继续学习。

但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从大学三年级进入大学四年级是不存在分流

淘汰的。学生若无法适应学业，离开工程师学院到哪里去是个难题。在学生家长

的传统观念里，学生进入大学后，通常不会有被分流淘汰的想法，也无法接受被

分流淘汰的结局。即使学生接受被分流淘汰，成功转入其他本科学校/学院的也

较少。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分流淘汰后继续接受其他教育的渠道并不畅通。

（四）培养模式

法国知名的大学校沿袭传统的工程师培养模式，由 2年高中所承担的预科教

育和 3年大学校教育组成。预科阶段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解决各类理科

问题的数学方法、了解物理和化学的一般知识、熟悉一些抽象分析的概念、养成

①
杨佩青,杨东华,苏尧君.法国工程师培养模式本土化过程中学生分流淘汰的困难及对

策[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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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工作习惯。预科生每周要上 30多个小时的课程，包括习题课和实验课，

除此之外每周还有 2-3个小时的口试（Colle），教师会给每个学生或一小组学生

现场出题。工程师阶段的课程也很重，工程师大学校平均周课时是 25-30小时，

在知名的大学校，如中央理工大学，每周则有 30个小时以上的课程，学生课下

还要完成很多作业。工程师阶段特别强调概念和方法的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是

对学生进行能力的培养，考试也是对学生能力的检验，既有笔试也有口试，内容

常常是系列性的问题，答案需要学生独立思考
①
。

相对而言，对在中法合作的工程师学院中学习的中国学生来说，除了要在正

常课程中加入法语强化学习外，还需要适应法国工程师培养的高强度学习压力。

与国内高校其他学生相比，这些按照法国精英模式培养的学生必须在两种不同的

教学模式中转换和调整，在相同的时间内他们的学习困难可想而知。只有具备充

足学习动力以及顽强毅力的学生才能适应这种环境。

（五）与企业结合

学生到企业实习被视为法国高校尤其是工程师院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政

府部门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合作牵线搭桥。2006年，法国劳动就业部、高教

部和国民教育部共同发布了《学生企业实习章程》，还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在

学生实习、实习报酬和实习报告等多方面明确了企业、学校和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推动了企业对办学的参与度并保障了学生实习的权益
②
。

为了帮助学生顺利找到实习企业，学校与经济和工业界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包括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俱乐部、校友资源开发等
③
。在实习过程中，

学生一般有两位导师，分别来自校内和企业。工程师的 3年就读期间，学生需经

在校学习（不超过 1800小时/年）、设计与实施项目以及到企业实习（不少于 28

周）等几个环节。第一学年通常学习工业产业知识和方法，第二学年学习和应用

更为复杂的技术参与项目实施，第三学年即作为初级工程师解决工作实际问题，

最后论文或报告通过评委评审方可毕业获得文凭
④
。

但是我国现阶段高等工程教育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明显不足，学生毕业

①
陈家庆,韩占生,郭亨平.法国的高等工程教育及其发展趋势.[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

8(4)
②
张为宇.法国工程师院校概览[J].世界教育信息,2013(13).

③
刘敏.法国工程师大学校的学生实习及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1(9).

④
张为宇.法国工程师院校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高等教育,2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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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用人单位不能马上上手。与法国工程师教育相比，我国对学生的企业实习采

取的激励和扶持政策不到位，企业没有动力提供实习和见习场所，也没有将接受

实习生作为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高校的教育者——教师

队伍本身也缺乏工程实践背景，难以指导学生真正贴合实际的工程设计和实施。

就实践教学这一环节来讲，要达到法国工程师教育的水平需要有效的国家支

撑体系。

（六）学分转换

1999年，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了一个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

划——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该计划的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

打通教育体制。法国是“博洛尼亚进程”的四个创始国之一
①
。博洛尼亚进程有

六大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创建可比性欧洲文凭系统，以及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

②
（简称 ECTS）。可比的学位体系和统一的学分制是欧盟高等教育走向统一和互

认的基石。

通过博洛尼亚进程，促成了欧洲内国家之间学生、教师、研究人员的流动。

许多法国工程师学校都把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交流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方面。例如法

国特鲁瓦技术大学(UTT)要求学生们申请去海外留学，留学的最短期限为 6个月。

截至目前，学生们的平均留学时间已经达到了 9个半月。拥有在其他国家学习的

经历对工程师学生应对未来全球化的工作环境很有必要，他们需要获得在多种文

化共存时的团队协作能力。

所以在国内中法合作的工程师学院中，学生获得国际学习或实习经历也是必

要的。当然，对中国高校的学生来说，近年来赴海外学习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但由于与 ECTS学分制的理念不一，学生海外交流后获得的 ECTS学分在认定为

国内高校学分时往往不易对接，常常会低估学生已经获得的学习成效（预期学习

者知道、理解和能做的事情
③
）。这就为学生的国际流动带来障碍。

①
陆华.波洛尼亚进程中法国的四种声音：一体化 VS保持特性[J].比较教育研究,2006(9).

② European Communities. ECTS User’s Guide [R].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
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③ European Communities. ECTS User’s Guide [R].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
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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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尽管很多国外的办学模式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都会多少遇到需要适应和

调整之处，但法国工程师教育向中国转移过程中的不适多少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

面临的改革挑战。

（一）精英选拔与培养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留下一个深刻而沉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高考录取率的逐年升高，已经让考大学的竞争激烈程度降

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易得。但是对于解决创新问题所需的功底深厚、

见识卓越的精英人才，依然只是少数。因此需要保持适当小规模的精英选拔方式，

以培养未来所需的杰出人才。

对于这些通过竞争性选拔出来的少数学生，其培养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学习

强度和挑战性，调动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和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力。有研究证实

中美大学本科生的学业挑战度差距非常大，甚至“985工程”高校的学业挑战度

也低于美国同类大学
①
。在国内中法合作的工程师学院的学生培养经验中，也证

实一定的学习强度是教育质量的基础。曾有成绩优秀的学生反馈，尽管比其他非

中法合作学院学生的学业压力重，但也只是投入了 70%的努力，但如果他们到了

法国进行工程师阶段的学习，则必须 100%投入。对精英学生的培养，需要教师

投入更多精力设计课程和学习任务，需要对学生提出更高期望。当然，这样的培

养模式需要在教师培训、绩效激励、教务管理等方面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二）淘汰制度与转学渠道

相比高考环节这个“入口”的淘汰程度，国内多数高校的“出口”——毕业

环节的淘汰却没有那么残酷。在大学学习期间没有竞争和淘汰压力，让学生心生

怠惰，反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效果。当然，如果大学有了淘汰就必然应当

有对应的“接口”，让在大学学业失败的学生可以转入一定机构继续学习（如果

需要），获得一定文凭以提高就业技能，同时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需要一定

的学分累计和转换机制作为保证。

①
吴凡.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业挑战度的比较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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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工程师学校非常重视与企业界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学校通过校董会的体制

使得企业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学校的兼职教师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一线的

工程师，学校获得企业的培训税，承担企业的研究课题和员工的继续教育等。企

业也非常重视与学校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所需的生产实习机会，承担学校的一部

分教学任务，向学校出借或赠送可供教学用的仪器设备等。这种紧密的产学研合

作有力地促进了工程师的培养和企业的技术进步
①
。2010年我国教育部实施“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也特别强调企业和行业参与人才培养。但卓越计划目

前还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与企业和行业的联系比较宏观，急需进一步加强联系。

但是，仅依靠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无法建立起全面的工程教育支撑体系，需要其

他政府部门、企业和行业、其他机构的共同参与。

（四）重视学习成效的学分制度

在 ECTS学分的理念中，是以学生获得预期学习成效所需付出的工作量为依

据的，关注的是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采用各种学习方式，也可以在不

同的地点学习，最终目的是学会理论的实际应用。而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课程学

分多数是以课程的讲授时间为依据，主要关注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内的“接触”时

间。似乎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取决于课堂内所花的时间。于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很

容易就简化成了聆听教师课堂讲授这种单一模式，而忽略了其他多种学习方式，

如小组讨论、项目、实践等。但可能正是其他多种的学习方式更有利于掌握知识

并灵活运用。

此外，ECTS学分可以累积、在不同教育机构之间转换和互认，这更促进了

学生在不同学校、国度之间的流动以体验多种文化，甚至促成了终身学习行为。

如果说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那么目前的学分制度则有必要改变得更加以学

习者为中心，重视最终的学习成效。这也许是将大学课堂由“以教师为中心”转

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途径之一。

综上，从其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欢迎这一结果来看，国内中法合作工程师人

才培养的实践是成功的。但这一成功也提醒我们，如果要继续保持这种人才培养

①
呼文亮.法国工程师教育与企业的关系[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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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效或需要将其扩大，则仍有很多需要探索和改革的方面。

The Problems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Engineer Training

Following the Sino-French Cooperation Model

Lu Xinhong

Abstract: French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for a long time. It has a

worldwide reputation for its serious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the excellent quality for

education and a high proportion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However when the

Sino-French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ry to introduce French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o China, they encounter some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enlighten the

expected change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by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such

aspects as students’ selection by GAOKAO, the chances for failed student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compan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system of

credits.

Key words: French engineering education; Sino-French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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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引入优秀的研究生教育资源

——以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为例

吴 璇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合作处）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经历了探索、规范和发展等阶段，目前正在蓬勃兴起。合作办学

的发展从规模化走向注重质量，从单纯模仿走向学习创新，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丹麦八所高

校合作举办的二级学院——中丹学院，在建设过程中结合研究生教育培养特点，通过中、丹

两国学生合班上课，中、丹双导师制及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方式，来达到真正引进优质研

究生教育资源的目的。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四个“三分之一”的教学要求，统筹兼

顾外方高校知名专业。确实达到了促进中国、丹麦两国年轻人才相互了解的目的，带动了学

校一批大项目的启动，为我校研究生教育培养了一批优质师资队伍。让中丹学院的中国研究

生达到了不出国即可留学，把更多的科研成果留在国内的目的。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优质教育资源；中丹学院

一、概述

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中外合作办学走过了近 35年的历程，已从规模化

走向注重质量，从单纯模仿走向学习创新，从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补充发展成为

我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最初的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学习方式的

选择”为目的走向以“为高校建设自己的优质师资和课程”为目标。中外合作办

学经历了探索、规范和发展等阶段，目前正在蓬勃兴起，从中外合作办学这几年

的总体数量逐年攀升可见一斑（如图 1）。截至 2015年 8月，我国共有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 2058个，合作办学总量持续增加。其中，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 67个、项目 1038个；硕士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22

个、项目 184个（如图 2）。合作办学的设置方式有独立法人机构、高校二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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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合作项目等三种；招生方式有国家统招和自主招生两种方式；有些学校发放

合作双方学位证书、有些只发放外方学位证书、还有少数只发放中方学位证书。

图 1 合作办学总量趋势图

图 2 本科、硕士及以上办学层次所占合作办学总量比例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核心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有

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优化我国

高等教育的体制结构。1993年 2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教育市场的开放，为引进国外优质的教

育资源提供了基础，为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创造了条件。部分高等院校开始探索中

外合作办学，并不断尝试新的办学方式。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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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化进程，为我国培养适应当前国际前沿科学所需的高

素质人才提供了先决条件。

中外合作办学在有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趋

势不平衡的问题。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开展合作办学的地区主要集中

在我国教育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中东部沿海城市，国外的合作方主要集中在传统的

教育输出大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与我国合作办学项目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依次

是美国（201个）、澳大利亚（147个）、英国（144个）、俄罗斯（116个）、加拿

大（62个）、德国（53个）、法国（44个）、韩国（37个）、爱尔兰（31个）和

新西兰（18个）（如图 3）；有些高校偏重在办学成本较低的商科、管理学以及计

算机和信息技术等专业与外方合作，这些专业占全部合作办学专业的 34%左右。

没有计划的低成本办学专业，造成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很多专业的重复办学，也容

易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还会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中外合作办学是公益性

办学，必须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和所开设的专业，尽量淡化赢利，着眼长远，准确

办学专业的定位。应该注重从办学层次、办学专业和办学地区等三个方面加强统

筹兼顾和平衡发展。

图 3 与我国开展合作办学的外方排序

今后，我国合作办学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满足大众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拓宽人才培养的途径，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差距，加快培养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急需的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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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制化发展过程

合作办学在初期发展很快，也出现过一些问题。1992~1993年为一个停滞期，

国家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以规范合作办学的发展。1993年 6月原国家教委

发布了《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多种形

式的教育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5

年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首次对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全面详细

的规定，规范了合作办学设置、运行和监督的工作流程。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

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规范了中外合作

办学学位授予办法。2003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

条例》，是对《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补充和完善，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各项

内容的操作进行了细化规定。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

办法》的发布，进一步规范了合作办学具体执行过程。2006年颁布的《关于当

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当前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

的处理给予了指导性意见。2007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

的通知》，提出了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纵观中外合作办学各项法规的出台和制定，不难看出，其重中之重是抓好合

作办学的教学质量，确实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

合作办学的关键，也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决定性因素。把是否引进了优质教育资

源作为评价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要求，能够达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国际共享的目

的。

三、中外合作办学中的研究生教育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数量逐年增加，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研

究生及以上层次的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目前已有 206个，占合作办学总量的

10%。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我国研究生教育立足于培养学术型研究生。

对硕士研究生的要求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负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

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人才。研究生学习需要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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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到主动地创造知识。

培养研究生需要更多地了解本专业的国际前沿和科学进展。这就要求授课教

师首先要具备相当大的文献阅读量，对本学科的发展历史脉络有清晰的了解和认

识，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各自的科研方向；其次，培养研究生还要求授课教师

要有丰富的科研经验，在科研方法、试验设计思路等方面都能为学生提供有益的

指导；授课教师还要有大量的参加国际会议及发表过高水平文章的经历，这样才

能为学生讲授自己的经验、教训，让学生在努力攀登科研高峰的过程中，更学会

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给学生提供一个全面成长的机会。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引进国外优秀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学习国外知名高

校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法，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有益补充，对改善我国研

究生教育体系大有裨益。

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例——中丹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学院）与丹麦八所大学合作举办的机

构——中丹学院，就是一所在我国教育市场不断扩大开放，改革创新形式下成立

的研究生教育层次的二级学院，也是丹麦目前在海外投资建设的唯一一个科教机

构。学院在设立之初，谨慎“选择外方合作高校，反复斟酌签订了合作协议。执

行过程中严格遵守教育部关于四个“三分之一”的教学要求，统筹兼顾丹麦高校

的知名专业，开设了五大专业方向。中国、丹麦双方政府部门也对学院的建设提

供了大力支持，有政策上的扶持，也有资金及实物的捐赠。

（一）中丹学院建设历程

2008年 5月丹麦科学创新高教部和丹麦高校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与我校

确定初步的合作意向。10月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确定开展合作办学。2009

年 9月丹麦工业基金会捐赠我校 8000万丹麦克朗（约合 9800万人民币），在我

校雁栖湖校区建设 8000~10000平方米的“中丹中心科研大楼”，作为双方开展合

作研究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平台。中国、丹麦两国政府都很重视该项目的开展，

2010年 4月由温家宝总理和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见证，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

士与丹麦科学创新高教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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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合作伙伴协议》，并与丹麦工业基金会主席签署了《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雁栖湖校区中国-丹麦科研教育中心建设、维护和运行协议》，双方办

学的合作项目全面展开。2012年 9月丹麦首相专门到访中丹学院，出席了开学

典礼；2014年 6月丹麦女王访华期间，特意安排行程，为中丹大楼奠基。丹麦

科学创新高教部部长也在奠基仪式上发表演讲，鼓励丹麦学生与中国学生互帮互

助，传承友谊，在科研上取得累累硕果。使中丹学院成为联系中国和丹麦两国科

研合作的纽带。

中丹学院学生目前在校生 463人（如图 4），凡是达到我校和丹麦相应高校

毕业要求的学生都将获得中、丹双方学位。2015年 7月第一批取得中、丹双方

学位的研究生毕业，中丹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仪式，邀请教育部国际司相关领导

参加，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

图 4 中丹学院在校学生总数（包括中国和丹麦，博士生和硕士生）

（二）中丹学院专业设置特色

中丹学院在设立之初，就注意尽量避免学科的重复建设。在合作办学的专业

设置上，学院更关注双方的优势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参照 ARWU世界

大学学术排名（评价因素：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和 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评

价因素：学术领域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论文引用数、教师/学生比例、国

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师比例），在合作的丹麦八所高校中挑选排名前 150名的优

质专业开展合作（如表 1、表 2）。中丹学院统筹兼顾，尽量在我国急需人才的专

业方向与丹方进行合作。据此设置了五大合作专业领域：环境科学、生物技术、

新能源、医学影像和纳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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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丹麦八所大学 ARWU 学术排名及学科专业排名

大学 ARWU排名 专业 学术排名

哥本哈根大学
39 水与环境（理科） 46

39 纳米科学与技术（理科） 46

奥胡斯大学 74 神经科学和神经影像（医学） 101-150

丹麦技术大学 101-150 化学与生物化学工程-生物能源方向（工科） 40

南丹麦大学 301-400 生物组学（生命） 101-150

奥尔堡大学 401-500 创新管理（社科） 76-100

哥本哈根商学院 公共管理（社科） 76-100

表 2 丹麦八所大学 QS 综合排名及学科专业排名

大学 QS排名 医学 生物 环境 化工 材料 社科

哥本哈根大学 45 37 49 51-100 - - 51-100

奥胡斯大学 96 51-100 101-150 101-150 - - -

丹麦技术大学 123 - 151-200 20 41 51-100 -

南丹麦大学 308 - - - - - -

奥尔堡大学 363 - - 151-200 - - -

哥本哈根商学院 - - - - - - 101-150

（三）中丹学院教学特色

中丹学院正因为具备了以下教学特色，使学生、教师和整个学院都受益匪浅。

首先，中丹学院博采两国科教优势资源，成规模、成体系地引进国外一流大

学的优质教育资源，联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学院以学

科前沿知识为基础，采取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倡导跨学科思维，鼓励创新意

识。中丹学院的每位任课教师，都是由中、丹双方相关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挑选出

来的科研骨干，他们具有多年的授课和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中丹学院还大量引进

丹麦原版书籍和教学软件，在教学过程中严格遵守四个“三分之一”标准。国外

优秀教材使用率超过 60%，外籍教师聘用率达到了 50%（如表 3、图 5），外籍教

师所开设课程门数超过 50%，外籍教师所教授课时数达到了 60%（如表 4、图 6）。

表 3 近三学年中、丹双方教师数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中方教师 109 167 178

丹麦教师 161 170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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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三学年中、丹双方教师比例

表 4 近三学年中、丹双方教师授课时数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中方教师授课时数 606.5 2094 2093.5
丹方教师授课时数 1231.5 3847.2 2974.5

图 6 近三学年中、丹双方教师授课时数比例

其次，中丹学院采取全英文授课方式，对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学生经常说，在中丹学院的每一天，每一节课，每一位教师都让大家感到

接受了“头脑风暴”式的洗礼。授课内容和难度都比其他学院高，但课程的考试

方式灵活多样，由中、丹双方授课教师共同组织，考试形式包括笔试、口试、现

场实验操作和小组讨论等。这种教学方式使中国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大幅提高，

同时还为我校研究生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双语教师。

第三，授课过程中，中国、丹麦两国学生合班上课，学院还为每位学生分配

中丹双导师。中国学生与丹麦学生在文化、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上互相交流、互

相沟通，学生的实际生活氛围与身处丹麦留学一般无二。学院每年夏季举办的

Summer Party，中国、丹麦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等，都促进了中、丹两国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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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相互了解，让中丹学院的中国学生达到了不出国即可留学的目的。

最后，中丹学院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中丹学院依托中国科学院相关培养单

位以及高水平科教单位（北京大学、宣武医院等），设立了“实习基地”。实习过

程以中方教师为主，丹方教师为辅，共同组织实习、实验等教学任务。使学生的

动手实验能力和科学素养有很大的提高，让学生一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入工作及科

研角色，也更与国际化接轨。中丹学院是推动中国、丹麦两国科技人才交流的学

术平台，是为两国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研发平台。

（四）中丹学院的科研交流特点

学院定期举行各学科的专业学术研讨会，锻炼了学生用英文讨论科研问题的

能力。使学生对国际学术会议有所认知，为将来他们参与国际科研交流活动打下

了基础。这些学术会议也为中、丹双方教师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有利于他们

今后开展跨国项目合作。科研交流以导师间的合作研究为基础，密切关注世界前

沿学科的发展，也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实现了中外

高校、教授以及学生之间双向多层次交流互动，增强了中、丹两国科教合作和文

化交流，加快了我校国际化建设的步伐。在科研交流的过程中，切实带动了学校

一批大项目的启动，为中外高校的科研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综上所述，为了在合作办学过程中能真正引入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首先要

深入了解合作的外方院校。从合作方国家的教育实力、科研实力、学生培养方式

等多方面、多渠道收集资料。在与外方签订合作协议时，要以引入优秀教育资源

为核心，这也是双方开展合作办学的基础和前提。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与管理方式，

能大大提升我国教育整体水平。将引进的外国优势教育资源转化为自身改革和发

展的能力，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同时要严格遵守四个“三分之

一”这一教学管理标准，统筹兼顾开办国家所急需人才的合作办学。高校也可以

尝试安排学校年轻教师作外教的助教，向外方合作高校学习，主动参与教学辅导，

融入教学当中，汲取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建立起本校优秀的师资队伍和优质课

程体系。如果能够做到与合作方高校的学生、教师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科研交

流活动，将会为中方合作高校带来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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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展望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目前虽然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其未

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和值得期待的。我国留学生每年为国外高校的科学研究

做了大量的贡献，如果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机构能把大量优秀学生留在国内培养，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这种形式，给他们创造国际交流、科研合作的机会。如果在政

策上也能给予中外合作办学大力支持，如评选“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时，

可以把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优秀学生等同于国外留学归国人员对待，相信会有更

多的优秀学生选择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留在国内。

相应地，我国也将有更多的大学和学科专业跻身于世界前列，也会有大量的合作

办学培养出既有中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

设事业！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来华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的教育和

科研方式、方法，这将既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也有利于在世界范

围内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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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ntroduce High Quality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China-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Take

Sino-Denmark College for example

Wu Xuan

Abstrac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running school has experienced exploration,

spec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s. It has already developed from pay attention to

scal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quality, from only imitate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pattern to innovate it.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running school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cor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running

school is to introduce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Sino-Denmark

College (referred to as SDC) is one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running school. It

has esta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ferred to as UCAS)

in China and eight universities in Denmark.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SDC is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SDC has following characters. First, the graduate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the graduate students from Denmark learn in the same class. Second, each

graduate student in SDC has two research supervisors, one is from UCAS another one

is from Denmark. Third, SDC organized academic seminars regularly. SDC abided by

the “four times one third” teaching requirement. SDC selected well-known

professionals in the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from Denmark. From above characters

and running methods, we have introduced high quality 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SDC. SDC is a platform,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 young talent, to start a group of research programs between

Chinese and Danish, to cultivate a group of excellent bilingual teachers.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SDC can achieve the sam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 Denmark.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runn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high quality; Sino-Denmark College



63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标准研究

郭新宇

（江苏省教育厅）

摘 要：本文通过总结和分析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经验，提出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应遵

循的原则为：注重以能力建设为导向，构建同层次合作的标准；注重遵循人才培养规律，构

建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水平专业建设标准；注重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队伍标

准；注重构建高水平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引进标准重点应突出依法办学、教育质量、国

际化程度，主要包含：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条件、合作专业、培养目标、教育教学、

教学管理、招生要求、专业建设、协议保障、财务管理、以及设立机构的章程和经费投入等

方面。研究表明成功的中外合作办学应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升师

资队伍水平、促进管理机制改革、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打造国际交流综合平台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制定更高层次的

发展目标和规划，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和成果输出境外的路径。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标准

笔者近期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3]9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和国务院《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文件政

策，并根据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情况综合评价，提出高校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标

准的研究，旨在为今后中外合作办学更高水平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为什么要研究高校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

（一）中外合作办学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历了 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也已颁布实施了 12年。截至 2015年 10月，全国有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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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项目的总量逾 2371个，其中本科及以上层次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学已

达 8所。中外合作办学的成绩越来越引人注目，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办

学理念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

[案例]以江苏省为例：在中外合作办学历史上创造了“四个最”：即“最早、

最多、最优和最好”。“最早”：江苏是率先开展并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中美文化研究

中心，开创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先河。“最多”：全省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333 个,占全国总量的 16%，居全国第一。承担高等学历学位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为 298 个。“十二五”以来已培养 6万名国际化人才。“最优”：2011

年江苏提出通过“政府邀请、院校合作、不求回报、适当资助”，着力引进世界

一流大学来苏合作办学，取得实质性进展。江苏本科及以上层次机构为 7所（有

2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占全国 1/4），其中昆山杜克大学的外方为美国杜

克大学,全球排名第十三位，全美列第八位，为目前中国引进的排名最高的国外

大学。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及特色学院与江苏高校开展了多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最好”：2009 年至 2014 年，江苏的 1个机构和 34 个项目在教育部中外

合作办学本科及以上层次机构和项目的评估中均为合格，据学生评议和网上公示

反馈信息统计，项目学生满意度均超过了 90%，有的高达 98%。获得同行专家一

致好评，取得全国各省份中最好的评估成绩。2012 年教育部与苏州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签约共建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为全国首个高等教育国际

化示范区。

（二）中外合作办学仍面临一些困境

1.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占据强势地位，发达

国家教育国际竞争力优势显著，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庞大教育资源的力量。中外

合作办学尚处于发展初期，跨境教育输出国制度完善与输入国制度滞后的矛盾将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2.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够健全。与金融、贸易、信息等行业进军全球市场所

做的准备相比，我国教育部门对教育进入世界市场、融入全球化的准备不够充分，

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在立法上，一些原有的法规章程不符合WT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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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规则，国家级教育法规中多以条例、办法、规定等形式出现，而未以国

际化要求的正式法律形式出台，其他配套政策也没有及时跟进。政府相关部门亟

待协调，妥善解决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税收、外汇帐户等相关问题。

3.从目前布局和结构上看，全国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的机构和项目比例不

高。从办学者层面看，教育过程监控管理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加

强。

因此要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资产投入、合作

机制、办学质量和管理模式等重大问题。牢固树立教育的主权意识，维护好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和正常的教育秩序。高校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研究正是

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研究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进境外优质教育

资源标准的研究，体现贯彻落实《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审批

工作简政放权的必然要求。中外合作办学从产生至发展过程中，更多地考虑是其

发展模式，而对其引进的标准、质量保障的研究较少。此研究可为今后高校中外

合作办学申报评审、过程管理、质量评估等提供可借鉴的素材。推动教育主管部

门严格依法审批、办学者自觉依法申报、依法办学。

同时此研究也是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理论和中外合作办学理论在研究

对象和范围上深层意义的拓展。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高校都在紧紧抓住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合作，但如何有

针对性地提升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教育资源的质量，不仅需要理念的创新

作先导，政策的创新来保障，更需要实践的创新来支撑。在确立正确的中外合作

办学质量观的前提下，构建一套适用于不同合作方式的中外合作引进境外优质教

育资源标准和内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无疑将对此领域做出较大贡献。同时

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实现教育内部和外部共同监

督，维护中外合作办学健康秩序。

界定好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将进一步推动高校立足我国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实际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教学方法和

管理经验；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建设，推动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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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高校引进消化吸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

4.0）和产业变革，推进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稳步健康发展。

二、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应遵循哪些原则和标准？

（一）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同层次合作的标准。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主要指：国外知名，具有优势专业的高校，特色鲜明、可填补我国弱势或空白

领域、行业急需学科专业的高校，在教学思想、办学理念、教学水平、人才培养

模式、学校管理、实训实践等方面具有先进性的高校，对相关专业建设和师资培

养有极大促进作用的教育资源。

二是坚持以能力建设为导向，构建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水平专业

建设标准。以培养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根本任务，

研究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的专业标准。在高水平大学、示范高职院校

建设计划、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体系中，要将中外合作办学作为重要考核和评

价指标，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经验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辐射作用。将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的品牌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纳入国家、省和学校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整体规划。通过五年左右的建设，创建一批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品牌特色专业、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教育教学计

划和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在线辅助教育资源应当不低于外国教育机

构在其所属国的标准和专业要求。体现鼓励中外教师共同开发、开设课程，合作

编写双语教材，推进课程本土化建设。

三是坚持“本土+引智”混编团队建设，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队伍标准。

外国教育机构教师在境内施教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合作办

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外国教育机构名义在国际上

招聘的教师，其资质水平应当获得合作双方办学机构的认可。以合作办学为依托，

加强中方教师的境外培训和素质能力提升，逐步使参与合作办学项目的中方教师

都有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四是坚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构建高水平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标准。教学内容

要与国外先进技术、行业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要与品牌企业的生产过程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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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研究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标准。有利于加快高校国际化进程，有利于推动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高职高专领域实施中外合作办

学要有利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道路”办学方针的落实，

标准设计上体现鼓励开设具有高职高专教育特点的实践类课程和理实一体化课

程，鼓励引进与外方有合作关系的跨国企业优质资源进行产学研合作，鼓励引进

外方强势专业、优秀教师和工程师、先进仪器设备和管理经验等，与中方共建实

习实训基地。鼓励部分高校开展试点，与国际认可的行业协会或机构合作，在本

校学生中增设选修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课程，颁发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

（二）基本标准

重点突出在办学定位、教育教学、依法管理等方面的标准。

1.基本标准之一：办学定位方面。

办学理念：借鉴国外先进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理念和经验，立足于引进的

优质教育资源具有鲜明特色、可填补国家和地方弱势或空白领域、行业急需的专

业和岗位。拟办机构或项目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或独特性，在办学理

念、教育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管理机制、人才培养、产学研创新等方面

具有优质特征。

办学模式：在符合国家法规，有利于引进和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理念和管理经

验，有利于中外双方充分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优化和改进高职专业、课程资源、

教学内容和实习实训经验，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高技能人才，在维护双方

利益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创新中外合作特色机构、特色项目的建

设模式和途径。高校采用跨国分段办学模式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境内教育教

学时间不得少于总学制的三分之二。

办学条件：办学投入和教学基本设施能够满足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的需要，知识产权界定准确、比例合理。提供合作专业在实施地所具有的竞争力、

不可或缺性以及预期社会效益的论证。

合作专业：中方已设置相同或相近专业，外方高校在拟合作专业的本土招生

已满 5届。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名称应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名称相一致，专

业代码应为普通专业代码后面添加“H”代码。如外方专业名称与中方不一致，

可在专业名称后加注外方专业名称。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以学历教育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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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项目选择要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要结合学校的定位

与特色，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医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

保技术、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专业。鼓励探索跨专业大类领域的中外

合作办学模式。

2.基本标准之二：教育教学方面。

培养目标：定位清晰明确，符合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反

映培养国际化创新创优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趋势和方向。对实施跨国分段式教学的

项目，需要针对不出国的学生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教学组织：中外双方共同设计、制订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评估和选用

具有先进性的教材，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与创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实践要求应不低于外方高校在其所属国的标准和学术要求。详细说明

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课程安排和教学管理（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

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 1/3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

在境内担负的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全部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的 1/3以上）。每个项目外方教师在

境内教授的专业核心课程达到 6-8门。工程技术领域专业可全部或部分采用外方

机构的课程和教材；人文社科领域专业的课程和教材，经学校组织审查通过后可

全部或部分采用。除中国文化等特殊课程外，其他课程可全部使用外语组织教学。

鼓励中外教师共同开发、开设课程，合作编写双语教材，推进课程本土化建设。

学科专业：促进所引进学科专业、课程、教材的本土化建设，促进国际科研

学术交流和学科专业建设。

3.基本标准之三：依法管理方面。

师资管理：有计划地培养国际化“双师”师资队伍，师资结构合理。在国际

上招聘的教师，其职业资格、学术水平、实践技能应不低于外方高校的教师标准

和水平，并获得中外双方的认可。双方对外方教师的规模、专业水平、任教的课

程和时间要明确约定，并建立监督考核机制。以合作办学为依托，加强中方教师

的境外培训和素质能力提升，逐步使参与合作办学项目的中方教师都有在国外学

习或工作的经历。

招生要求：招生标准和考核方式合理，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健全，质量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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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应纳入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在学校招生

规模内按照专业招生目录分列执行，并满足同地区同批次录取的要求。外方所颁

发的学位文凭证书应与其在所属国颁发的学位文凭证书相一致，并在该国获得承

认。

协议内容：能够体现合作双方平等协商的主体地位。应包括双方的名称、地

址、法人代表姓名；合作宗旨与原则；合作内容与方式；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理

（董）事会（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协议的期限、修

改、延续、中断、终止程序；违约责任；仲裁等内容。

财务管理：在物价管理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登记手续，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

项目和标准，并向社会公示，在招生简章中标明所有学习费用，包括国外部分的

学习费用，不得同时双重收取国内、国外的学费。国内收取的费用纳入学校财务

内统一核算，并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统一办理收支业务。

除上述基本标准外，设立机构还需附加：章程、办学硬件条件、经费投入等

内容。

三、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应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一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校办学理念、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结构等方面改革，利用中外双方共同设计、制订

的培养方案，科学评估和选用具有先进性的教材，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全面改

革与创新。在每个合作专业外方教师境内教授专业核心课程 6-8门的基础上，促

进所引进学科专业的本土化建设，共同开发一批高质量课程、编写一批高水平教

材。高等职业教育以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为切入点，推动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的改革。

二是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把握国际化创新创优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趋势和方

向，符合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着力造就一大批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鼓励探索交叉、边缘、空白学科专

业领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合作交流，积极推进学生互换、

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推动大学生海外学习计划的实施，为学生出国学习提供更

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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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着力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一方面支持高校围绕优

势学科、重点专业建设的目标与需要，引进一批业务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能带

领本学科专业赶超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加强本土教师的国际

化培养，以中长期访学或专业团队的形式选送教师赴外方合作高校学习进修，鼓

励中青年骨干教师协助外教讲授专业课程，建设创新型师资队伍。使一批学科专

业达到或超过外方高校学术实力，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是促进管理机制改革。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改

革，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高校应将国际合作交流

情况纳入院系考核范围。促进监督考核机制、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建设等。促进

招生制度改革。探索针对只颁发外方学位文凭证书的机构和项目，在不低于外方

高校在其本国录取标准的基础上，逐步采取与国内高考、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

质评价等方式相结合的录取方式。

五是发挥示范辐射作用。优化中外合作办学资源配置，形成一批具有示范辐

射作用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团队和教学成果。注重将引进项目的成熟经验迁移到

非中外合作专业，推动优质课程教材资源开放共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向本校学

生开放课程，逐步扩大先进的教学方法和课程的应用范围。推动本科院校建设全

外语教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推动高校整体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推动构建面

向国际学术前沿、对外开放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提高高校与主要发达国家互通

互认专业课程比例。

六是打造国际交流综合平台。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平台，推进中外教师和学生

的广泛交流，在扩大全英文课程资源的基础上，建设留学生教育平台和非中外合

作办学学生接受国际教育平台。服务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和开放型经济体制

改革，以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示范性机构和项目为基础，探索与国外高校、与企

业境外办学等多种形式教育输出。推动有条件的机构和项目进行国际认证。培育

组建一批与国际接轨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提升高校整体办学水

平、重点学科建设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

愿景：到 2020年，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层次类型更加优化、学科专业分布更

加合理、合作模式更加丰富、质量水平更加提升。对国际化人才培养做出积极贡

献。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推进作用更加明显。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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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度进一步提升。

Research on Standards of Introduced High-quality Foreign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Operating

Institutions and Joint Programs

Guo Xinyu

Abstract: Based on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operating institutions and joint programs, this thesis

points out the principles of introduced high-quality foreign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cusing on construction of capacity-oriented and developing cooperation standards at

equal level; paying attention to talents cultiva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up standards of

high-level professions to satisfy the urgent need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ying emphasis 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with international

levels;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build high-level bases of experiments and

training. The introduced criteria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respect of co-running

schools by law, education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which mainly includes

education philosophy, schooling patterns and conditions, cooperative professions,

training targets, teaching methodology and managements, enrollment requirements,

profession construction, safeguard agreements, financi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

constitutions, education funds and etc. It is indicated that a successful sampl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operating institutions and joint programs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cultivation, improving teaching faculty quality, as well as in performing its

demonstration function, and creating comprehensive platforms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Moreover,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as well, such as

we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operating institutions and joint programs, set higher targe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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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and actively explore good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o output abroad.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operating institutions and joint

programs; high-quality foreign educational resources;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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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建设

刘增美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进入内

涵发展新阶段。课程建设作为内涵发展的核心内容，在人才培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角度探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建设，旨在说明项目课程的本

土化与国际化并非完全对立，而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处在不断对话中，两者间的互动可以促进课程建设。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国际化；本土化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

方式，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

育教学活动
①
。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一种形式,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过多年

的发展,在数量和范围上都达到一个历史高峰, 截止目前，由教育部审批和复核通

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930个，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875个，遍布 28

个省、市、自治区。
②
此外，由省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报教育部备

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1049个，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 1979

个，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势头迅猛。合作办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高等教

育的国际化的发展，但不同项目因为合作国别、合作高校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

教学质量也存在很大不同。教育部制定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关

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

秩序的通知》等系列文件，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有效保证了中外合作

办学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和科学发展。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初具规模、布局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

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2/200408/2544.html,2004-7-1.
②
参见: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sort/1006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sort/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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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合理，学科专业结构逐步优化，进入快速、平稳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①
中外合

作办学正在从规模发展转入内涵发展新阶段，正如林金辉教授所言“质量建设已

成为鲜明的主题”
②
这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与目前大

多数高校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向保持一致。课程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其自身特点，无论是课程设置、课程大纲、课程实施还是

课程评价都需要双方在沟通交流基础上达成一致，其中会面临课程的本土化与国

际化间的矛盾。本文将从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的角度探讨中外合作项目课程建设

问题,以此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对话。

一、本土化与国际化再认识

关于本土化与国际化论述，常常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专家学者对

此做过研究与论述。在中国知网搜索栏输入“国际化、本土化、高等教育”三个

关键词，按主题搜索到的文章达三千五百余篇，数量惊人。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

与本土化的论述虽然很多，但什么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早

在 2000年，《教育理论与实践》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就教育的国

际化与本土化专门研讨，该杂志 2000年第 8期刊文《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研究

会综述》作了评述。有学者认为，“对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XX化’来描述，

认为国际化这样的提法是“不成熟、不合理的”。还有学者认为：国际化这个概

念如果成立，也应该界定在某个范畴，如教育内容的国际化，教育模式的国际

化……等等；对于教育本土化的界定也是一样，“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就是本民

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东西。教育本土化就是吸收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的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文化选择……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本土化这个概

念不能成立……‘本土化’的概念就应该包括在‘国际化’概念之中”。
③
当然，

也有学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笼统的界定，如“国际化是指超越两个国家之间的交

流”。和这一界定相似的是刘海峰教授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论述：“高

①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情况[EB/OL].http://www.crs.jsj.edu.cn/i

ndex.php/default/news/index/80,2014-4-23.
②
林金辉,刘梦今.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基本要素及路径[J].中国

大学教学,2014(5).
③
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研讨会综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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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

遣与接收，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 不过，我们在大力提倡和推动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应有意识到地注重高等教育本土化或民族化，即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或者说是建立一种

适用中华民族特性的具有特定面貌的高等教育系统。”
①
由此可见，国际化与本土

化并非仅仅是一个概念，还是一种趋势。

界定的困难引发更多的思考和争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与本土化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互动的

过程。本文谈到的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既是概念，但更多地

看作是一个过程。作为概念，课程建设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是相对的。本土化指的

是课程建设的民族性或民族特色，国际化指的是课程的国际特色。作为一个过程，

本土化与国际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互动的。项目课程的国际化须经过本土化过程

才能融入课程体系，这一过程既是本土化过程同时也是国际化的过程。只有实现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才能实现中外方课程优势互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国际

化课程体系。同样，在课程实施方面，中外教师之间的合作，中外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和课程评价体系之间的碰撞与对话，也是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的过

程。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课程建设作为内涵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众所周知，课程是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决定着

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有学者明确指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设置是

否合理，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
②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设置需要协调课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矛盾。

中外双方共同参与建设课程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要求,也是合作办学的主

要特征。中外双方要共同制定培养计划。首先双方需在课程设置方面达成一致，

包括外方课程以及引进课程的比例等；其次是中外方课程之间的衔接。由于中外

①
刘海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中国高等教育,2001(2).

②
林金辉,刘梦今.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基本要素及路径[J].中国大

学教学.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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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学制、课程要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合作办学项目课程设置方面往往

存在本土课程与外方课程两张皮现象，即中方课程与外方课程存在割裂现象；或

者“一味‘拿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课程体系”，存在课程依附现象
①
。不管是割

裂中外方课程之间的关系，还是依附外方的课程体系，都有违中外合作办学初衷，

难以实现合作办学的目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课程设置中,并非简单的把双方

学校课程做简单的加减法，进行排列组合，也并非奉行“拿来主义”，照搬外方

课程体系，而是双方以课程大纲为依据，充分论证，融合双方课程的优势，从而

建立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项目课程体系, 是一个沟通、协商、合作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关键问题之一在于课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协调

统一。众所周知，中外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给课程设置带来了挑战，但差异是合作的基本前提，

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合作的必要。正确认识中外方在课程体系、课程建设以及课

程评价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将外方的优质课程资源内化为合

作办学课程优势，对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

要的意义。

处理课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矛盾，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引进外方课程的

本土化问题。因为引进的外方优质课程资源不能独立于中方课程之外，需要与中

方课程融为一体才能优化课程体系，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保障。以山东财经

大学与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合作举办会计学本科教育项目为例，该项目始于

2012年，是在 2006年合作会计学专科基础上经教育部正式批复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会计学专业是我校的重点学科，教育部首批“本科教学工程”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会计学也是

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的优势学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本项

目以我校会计学专业学科优势为办学基础，融合新方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应用

型人才培养优势，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联合培养具有系统的会计基本理论知识，

掌握较全面的会计实践规律，拥有基本的会计操作技能，熟悉中外会计准则和有

关经济法律法规，掌握宽广的经济管理知识，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的

应用型会计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坚持基础课程的本土化和专业课程的国际化

①
王卫平.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依附现象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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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在项目培养方案中，“两课”、通识课程，以及部分的学科基础课程坚持本

土化原则，在专业核心课程方面，充分发挥外方课程优势，着重引入实践性较强

的外方课程，如：Business Accounting、Accounting Application、Management

Accounting、Financial Accounting、Professional Practice，这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

优化了我校会计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进一步突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

在课程内容方面，经过双方的沟通协商以及两校多年合作的经验，引进课程

的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本土化过程的改变。例如在 Accounting

Application课程教学中，外方教师采用教学实例不再完全是新西兰背景，而是教

师根据课程需要，加入项目学生更为熟悉的外资企业或独资企业作为案例，例如

一名新西兰老师在讲授 Accounting Application课程时，邀请沃尔玛济南公司的一

名主管到课堂为学生讲授实践经验，将外方课程理论与学生了解熟悉的企业实践

相结合，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这样既讲授了课程内容，又兼顾到项目

学生的特点，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

引进教材方面，中新项目引进课程采用自编教材和国内出版英文教材相结合的方

式，实现教材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在国外，教材版本的更新很快，特别是

商科的教材更是如此。而且原版教材往往是针对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内容编排、

使用语言方面并不完全适合项目学生；此外原版教材价格较高，对于项目学生是

一个不小的负担，经过双方教师的沟通协商，决定由中外双方教师共同合作，根

据课程要求和学生实际，自编教材供教学使用。自编教材包括 Source Book和

Work Book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学习内容，后者为学生实践用书，充分体现了外

方课程重视实践教学特点。除了自编教材外，教师还为学生指定在国内出版的英

文教材书目，作为课程教材补充。此外，项目教学还引入新方Moodle网络教学

平台，建立有效的在线学习社区，为学生提供课程相关学习材料，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在引进教材方面，中新项目没有简单照搬原版教材，而是通过一些措施对

课程内容进行针对性的编排——即本土化过程改造，使之更加适合项目特点。

强调外方课程的本土化并非是要否定外方课程的国际化，外方课程的本土化

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化过程。从课程本身看，只有经历了本土化过程的外方课

程，才能与课程体系内的其他中方课程实现有机衔接，融入课程体系。本土化并

非要改变外方课程，而是更好的发挥外方课程优势，优化课程体系，从而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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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水平。

三、课程实施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中外方课程体系需要中外双方教师共同完成。由于中外教师在教育理念、教

学方法以及课程评价体系存在差异，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同样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

的矛盾。例如在课堂教学中，中方教师更重视教授，课堂实践环节偏少，而外方

教授往往将教学与练习结合在一起，更加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为了避免中外

教师授课模式差异过大给项目学生带来不利影响，经合作双方协商，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建立外方课程助理教师制度。在课程教学中，引进课程主要采用课堂

讲授（Lecture）及辅导课(Tutorial hours)和计算机实践(Lab Practice)等形式。课堂

讲授以外教主讲，中方教师担任助理教师，帮助解答学生疑问；辅导课和计算机

实践以中方教师为主，外教为辅。担任项目外教的助理教师一般是有博士学位和

副教授职称的年轻的专业教师，中方教师与外方教师共同授课模式加深了中外教

师之间的互动，不仅提高了中方教师外语授课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更学习吸收

外方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对于改进自身的课堂教学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

时，中方教师担任助理教师帮助学生解决听课困难，协助解答学生疑问，提高了

课堂授课效果，也让外方教师对中方教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其次，建立项目教师

培训制度。定期组织中方专业教师到合作院校集中培训。自两校合作以来，已有

十多名专业教师到合作院校参加了为期 4周的培训。此外，合作项目还设置了专

项科研经费，鼓励中外教师合作进行教学科研活动。所有这些措施激发了专业教

师参与项目教学的积极性，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中方教师的国际化水平。经过几

年的实践，中新项目已建立起一支职称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适合项目教学、

相对稳定的专业师资队伍；在教学方法上，努力吸收新方先进教学理念，改进教

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

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借鉴外方课程评价模式，建立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评价模式，实现评价体系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课程评价

主要分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同时，项目结合中国学生的学习特

点，采取口头汇报、项目报告、期中测验、课外作业、期末考试、课堂出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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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le网上社区参与讨论等多种形式，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起

来，全方位考察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提高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的参与度和

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结语

作为一种普遍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引进境外教育理

念、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就课程

建设而言，国际化并非简单照搬外方课程体系，因为没有本土化的国际化课程如

同空中楼阁，没有根基，对人才培养不可能产生积极作用。本土化也并非盲目的

过分强调本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将外方课程孤立起来，或者简单的与外方课程

并置，课程建设的本土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方课程优点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本土

化还是国际化都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过程。无论是课程设置与课程实施，

只有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课程建设水平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发展才能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Project

Liu Zengme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project has already stepped on a new stage of content development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Course' construc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talent training as

the core conten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project from the view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iming to illustrat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between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ead of complete

opposi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who are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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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stant dialogue, wh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can improve cours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projects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curriculum; 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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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设置的探讨

——以中美合作培养应用型体育管理人才为例

黄 葵 黄宝玖

（三明学院国际学院）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培养国

际化应用型人才和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核心。本文以中美合作项目体育管理专业为例，

通过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探讨培养应用型体育管理专业人才。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和朝阳

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然而我国体育产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起

步晚，高校体育管理专业建设面临诸多困境，特别体现在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中美合作体

育管理项目是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和服务于学生发展和成长而实施的，旨在通过

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借鉴国外高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等经验，培养国际化应

用型体育管理人才。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的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但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
①
尤其是体育产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不高，体育

产业专业管理人员缺乏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不熟悉国际化体育产业运作

方式，无法使各类资源更加有效地进行配置，这将直接影响到体育产业在我国的

持续发展。因此，加大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符合国家和地方体育事业

（产业）的发展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是公认的体育强国，职业体育、

竞技体育、娱乐体育已经成为美国体育产业的核心，完善的体育产业管理、体育

场管理与运营、体育媒体等体育产业结构也已形成。美国尤其在体育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方面也是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在约300多所高等院校设立体育管理专业，

每年培养10000多名高水平体育管理人才。②为此，积极引进国外成熟的体育管理

①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

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ent_9152.htm,2014-10-20.
②
王彬.中美高校体育产业管理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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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养掌握现代体育管理知识并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管理专业人才，成为三

明学院与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联合开办体育教育（体育管理）本科项目的任务和

目标。

一、课程及课程设置的内涵

课程是教学过程的最基本单元，从广义上说它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全部经

验，从狭义上说它是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所设置的学科的总和及其进程的安排
①
。

学科知识是构成课程的元素，课程是对学科知识的传播和拓展。学校课程是将专

业人才知识结构中所需要的学科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教育综合体。课程设置可以定

义为教学计划即课程的总体规划，是根据一定的培养目标选择课程内容，确定学

科门类及活动等，形成合理的课程体系。高校课程设置直接决定着学生知识结构

和能力的培养，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方面。课程设置要紧密围绕人才培养

目标展开, 使学生掌握管理技能和与之相应的知识。因此，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

置应体现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建设特点，反映教育者的价值取向，其设置是否科

学，直接影响着体育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及相关专业设

立较晚，国内体育产业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尚不充分，在课程设置和课程结

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二、当前部分普通高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多为体育竞技人才、体育教育人才以及体育

教练等；而体育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起步较晚，面临诸多困境，特别体现在本科

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建设过程中。目前我国从事体育产业经营的人士大

多是体育科班出身，懂体育却不懂体育的营销。并且有限的体育管理教育资源也

无法满足国内对于人才的需求量，人才瓶颈严重制约着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由

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育产业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人才培养规格

又有特定的要求，具有地区行业的走向性。因此，课程设置必须结合体育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确定。当前普通本科院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主

①
姚军等.体育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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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

（一）通识教育课程比例偏少

通识教育，其教育哲学的核心在于通过全面的知识传授，使学生成为具有国

际视野、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有广阔的文化知识和通识基础，拥有数字处理和

解难能力，具备批判性思维，能清晰表达有条理的想法以及具备领导和服务团队

的精神等品质。我国部分高校现行通识教育课的现实是政治素质教育课比重过大,

而且人文、艺术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设置偏少，所涉及的知识面较窄，造成对公

民基本素质培养的忽视，影响学生的成长。其次，虽然国内高校逐渐开始重视通

识教育课程，但没有较为明确的通识教育目标，课程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系统的

整合和规范化的设计，体现在部分高校教师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具有随意性,造成

课程设置上的随意性和散乱性。

（二）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

1.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体育类课程。体育管理相关专业通常设在体育学院

中，专业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偏离，偏重于体育类课程设置。体育类课程资源较

为丰富,体育类课程的设置较多，而管理类课程较少。

2.对专业核心课程还没有一致的认识。目前部分高校对体育管理专业的核心

课程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同一类型课程有的院校设置为必修课，而有的却为选修

课，专业特色课程不突出，这也是目前高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最大的问题。

3.课程模块配置比例不合理。课程设置的模块主要可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目前部分高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着专业必修课程数量偏多，选修课偏少

的问题。必修课数量过多将导致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自由选修空间狭窄,学生

就业困难和发展无后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4.实践性课程设置缺乏。体育管理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

对学生的实践技能要求较高。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具体包括专业课程实践、专业实

习实践及就业实践等。当前，由于体育管理专业在我国办学起步较晚，教学资源

的相对缺乏，办学经验不足，造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加强。

2013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中美合作办学体育教育（体育管理）本科项目由

三明学院和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合作建设，正式列入计划内招生，学制四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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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招收三届学生。该项目前三年学生在三明学院学习，第四年符合特拉华州立

大学入学条件的学生可转入特拉华州立大学继续深造，学生在国内所修学分获美

方认可。学生在修完两校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所有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

后，授予特拉华州立大学理学（体育管理）学士学位，以及三明学院本科毕业证

书、教育学学士学位证书。选择在三明学院继续深造的学生，在校学习大四课程，

成绩合格可获三明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合作办学体育管理项目旨

在通过加强中外合作，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双师教学团队，强化实训条

件建设，构建资源共享平台，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①
培

养适应国内外体育事业发展，培养熟练运用中英双语，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体育

管理国际规则，具备体育管理及经济、法律方面知识和体育管理事务运作能力，

懂得体育运动基本知识的，能在体育产业系统从事行政管理、经营运作以及教学、

科研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课程内容陈旧、教师单向灌输。课程体系中还存在着课程与课程之间缺乏

内在的有机联系和必要的衔接以及课程内容陈旧、教师单向灌输等弊端。

三、优化合作项目课程设置，加强教学质量管理

对比我校与特拉华州立大学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美方采取的是通识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和设置，注重实践教学。首先，美方课程

设置重视通识教育课程，给予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以及跨学科学习的可能，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学以致用的思维，并让学生具备良好的伦理道德和公民素质，

使学生终身受益。其次，美方课程设置重视对学生进行专业方面的教育，使学生

能够在一个特殊的领域里进行深入学习。专业课程设置均立足于学生就业，注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包括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和实践课。通

过引进国外优质资源，我校积极借鉴国外高校体育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

等经验，优化体育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和服务于

学生发展和成长。

为实现体育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熟练运用中英双语，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体育管理国际规则，具备体育管理及经济、法律方面知识和体育管理事

①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管理与质量保障[D].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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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运作能力，懂得体育运动基本知识的，能在体育产业系统从事行政管理、经营

运作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必须构建与体育管理专业学生素质教

育相匹配的课程结构。构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坚持“厚基

础、宽口径、强能力”原则，优化课程结构。其中，专业必修课在确保培养人才

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而专业选修课在拓宽专业口径,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修课不能替代的；专业实践课程

则是对学生实践能力与创业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

（一）合理设计通识教育课程

除开设必要的国情课程和英语强化课程外，还引进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结合

国内课程，开设了涉及自然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哲学与思维等四

大类通识教育课程，例如大学物理、数学、演讲与口才、心理学和哲学导论等课

程。同时，不定期聘请校内外专家为学生做专题讲座和报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

实践、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及竞赛活动等，培养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视

野、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审慎地判断、如何有效地沟通以及如

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二）引进优质资源，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设置由我校和外方合作学校共同商定，充分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

体现专业知识和领域知识的有机结合。引进对方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美方专

业课程设置均立足于学生就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

1.引进必修专业课程，实现“厚基础”。引进美方的体育管理专业核心课程

包括会计学、市场营销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体育管理概论、国际事务

与体育管理、体育组织行为学、体育公共关系、体育领导与修养、体育营销学、

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文化等。这些课程作为体育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使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通晓体育管理国际规则，具备体育管理及

经济、法律方面知识和体育管理事务运作能力。引进的专业核心课程均由项目合

作外方教师授课，而且引进的专业核心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占合作办学项目全部

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2.加强选修课程设置，实现“宽口径”。注重与其他体育类专业课程的交叉

和融合，丰富本专业的学科理论、拓展专业知识的外延，开设运动生理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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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运动心理学和休闲娱乐方法与原理等选修课程;同时增加术科教学的学

时与门数，比如开设游泳、田径、篮球和网球等，提高学生的体育技能与体育意

识，突出本专业的体育特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有开设课程均是美方认可，

可转移学分课程。

3.增加实践教学课程，实现“强能力”。立足于学生就业，为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专业应用能力，引进外方体育管理专业实习课程大纲和要求，设置以实

践活动为主的专业实践课程，主要包括体育管理见习和 400 小时的专业实习课

程。同时，为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成才，学校还建立了“第二课堂”活动

课程化和学分化，鼓励学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科技文化竞赛或考取有利于职业发

展的证照等活动，并可获得相应学分。通过实践和实习，使学生获得许多课堂上

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与创业意识的培养，推动学生走上社会。

（三）加强教学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课程体系的形成，为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既需要自身

的完善，也需要通过加强教学管理，不断改善教学资源，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1.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

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作保障。教师是教育

教学的主体，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以及学习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的水平

和综合素质。体育管理项目教师队伍由外方教师和中方教师两部分组成。美方每

学年选派专业教师来我校面授专业课程，参与教学的比例相对有限；而对中方教

师要求更高，特别是承担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往往要求有体育管理专业从

业背景或工作经验，又要有良好的英语表达能力。目前，我方教师特别是专业课

程教师多为从事体育教育和体育训练等相关知识的教学，缺乏体育管理的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缺乏国际视野，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

（1）通过引进美方教师来校上课时，安排校内相应课程教师跟课。中方教

师通过全程跟进、协助辅导和考试等环节全面了解国外课程情况、授课方式和考

核方法等。

（2）注重教师的国际化培训。除从行业引进部分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突出

的兼职教师外，现有教师的再培训势在必行。选派专业教师赴合作方及国外其他

大学进行课程进修培训，将国外的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引进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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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以请进来的方式吸引国际化师资，即通过引进留学人员等方式实

现师资国际化。

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并重，使一部分教师具备与国际同行独立开展学术交流

合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队伍。

2.健全体育管理专业人才质量监控体系

中外双方成立了项目联合管理小组，由双方校领导担任组长，负责处理项目

中的重大事宜，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学校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内的

教学、管理等工作。建立了项目沟通机制，保证中外双方、校内各部门间沟通畅

通。在质量体系建设方面，学校建立了教学质量长效监控机制，通过教学环节监

控、教学过程监控、教学效果监控实现教学质量监控。

3.重视实践教学，建立特色教学体系

体育管理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体育管理专业的办学必须

密切结合社会实践，实施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根据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方案，

一方面加强与美方的合作交流，争取美方建议和支持；另外，积极与有关体育企

业建立联系，已经选取若干健身俱乐部、职业体育俱乐部及其他体育企业作为体

育管理实习基地，给学生参与一线管理的实践机会。其次，支持体育管理专业的

教师深入实践，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践教学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以

确保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使实践教学得以制度化、规范化。

4.秉持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学生能力水平特点和国外学习要求，因

材施教，针对性地开展教学。项目课程注重过程性评价，学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的相关活动都会对最终的成绩产生影响。考试模式从根本上走出死记硬背、照本

宣科、高分低能的误区，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展现和发挥。

总之，通过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近三年合作双方的努力，我校的体育

管理专业已初步构建一套较完整的国际化的专业课程体系和一支国际化教学团

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努力，坚持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和服务

于学生发展和成长合作办学的原则，为我国体育事业（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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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Curriculum forA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Project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in Sport Managment——ACase Study of

Sanming University

Huang Kui & Huang Baojiu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is the core to improve quality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s well a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This paper will use Chinese-American joint project of sport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ow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in sport management with practical

skills through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ports industry being the sunrise

industry and green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enterprises in China. However, China started late to implement

the sport management programs in Universitie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in

construction of Sport Management program, especially in design of curriculum.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Program of sport management is implemented to adapt

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 as well as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t aims to introduce oversea high-quality resources and learn experiences,

such as curriculum design, et al,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doing well in sport

management, and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sports management personnel with

practical skills.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sport

managemen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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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大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转向

孙 珂

（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中外合作大学课程体系建设基于全面引入西方高校的课程体系，在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等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国际化特征。然而，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在中国

的社会环境中难免会遇到不适应问题，为推动课程的有效实施，中外合作大学必须结合本国

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对国外大学的课程体系进行本土化改造，具体形式包括适应性本土化、

补充性本土化和重塑性本土化三种。

关键词：课程国际化；课程本土化；中外合作大学

大学课程的国际化是将国际因素整合到大学课程中去的过程。
①
其中“国际

因素”的本质属性是双向流动性，即一方面“输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另

一方面“输出”本民族的优秀经验和文化。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课程国际化过程

中一般首先关注国际因素中的“输入”侧面，表现在实践中就是引入和借鉴发达

国家大学的课程，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当地的需要对其进行改进和

发展，即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从而真正对国外的课程消化吸收，形成具有自

身特色的课程，最终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大学。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中，一种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大学正是以全面“输入”国外大学课

程体系起家的大学，这就使西方课程在中外合作大学中是否会遇到“水土不服”

成了一个容易引起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中外合作大学的课程体系

建设实践，探索其在引进西方课程时是如何将其“本土化”，以适应中国学生和

当地社会需要的。

一、中外合作大学国际化课程本土化的必要性

英国学者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指出，“大学是继承

西方文化的机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

①
张贞桂.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国际化道路[J].教育与职业,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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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①
大学的遗传和变异并不

只是作用于一所大学的纵向发展，在不同大学之间的横向影响过程中也会有所表

现。以 19世纪的德国大学为例，经过了洪堡等人的改革之后它对其他国家的大

学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许多美国学生赴德国留学，并在留学归国后致力于本国

大学的改革。在课程改革方面，美国大学在引进了德国大学的科学课程的同时，

又能够积极回应美国社会的不同需要从而增加了课程的多样性，使美国大学的课

程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实现了对德国大学遗传基因的重组。

随着大学国际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入，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中外合作大学，它由中外两所大学合作举办，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独立校园并

独立运行，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的高级形式。目前我国的中外合作大学有宁波

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上

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 7所（大

陆与香港合办的大学按照中外合作大学的相关政策执行），其在国内高等教育界

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外合作大学一般建基于全套引进国外大学的优质专业及其

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因此其在遗传基因上保持着与外方合作大学相似的特点。然

而根据阿什比的理论，一所大学要生存发展，除了要保持它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

还必须采取措施与其所处的社会保持联系。因此，无论中外合作大学的课程体系

和教育模式与其外方合作大学多么相似，它毕竟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学，时

刻要面对中国特有的生存环境，从而决定了这类大学的课程体系必须要通过适当

改革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变异”，即通过课程本土化的过程来帮助这类大学不断

“进化”，保持外来基因与本土环境之间的恰当平衡。

二、中外合作大学课程体系的国际化

探讨中外合作大学课程体系的国际化问题先要明确课程体系的结构。综合相

关学者关于课程体系的研究，课程体系主要由 3个要素组成。第一是课程目标，

它是课程设计和课程实施的基本依据；第二是课程内容，它是课程体系的实体部

分，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媒介；第三是课程结构，它是课程内容的组合方式，并会

①
（英）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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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制约。由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建立是以全面引进西方大

学的课程体系为基础，因此其课程国际化是以“输入”为主的，其自身独立开发

的课程输出国外的情况还不太多见，因此这里考察中外合作大学课程体系的国际

化时主要探讨其外方合作高校的课程对其课程体系的影响。

（一）课程目标的国际化

由于中外合作大学的课程大都是从其外方合作大学中引入的，因此其在课程

目标的设定上较多体现了其国外合作大学的影响。如上海纽约大学的外方合作大

学是美国的纽约大学，该校的基本精神是“在城市中服务于城市”（in and of the

city），具体到课程目标上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服务社会的精神。受其影响，上海

纽约大学指出在教学上要培养学生的发现能力，
①
实际上与美国纽约大学课程总

目标中的服务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的外方合

作大学是美国的肯恩大学，该校将自己定位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充满活力的和多

样化的大学，
②
而这种多样化的精神也为温州肯恩大学所重视，其课程总目标中

提出要“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发展路径”
③
，从而与其外方合作大学保持了相似

的基调。除了上述这些中外合作大学之外，还有一种中国大陆与香港合作举办的

大学，虽不是中外合作，但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一直按照中外合作大学的

相关规定执行，因此也将其作为中外合作大学中的一类进行说明。第一所由中国

大陆与香港合作举办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其港

方合作大学是香港浸会大学，该校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积极开展全人教育，其相

关课程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通识课程。与此相对应，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际学院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通识教育学院，
④
其课程目标主要围绕全人培

养展开。

（二）课程内容的国际化

① NYU Shanghai. Vision and Mission Statement [EB/OL].http://shanghai.nyu.edu/about/
vision,2014-11-06.

② Kean University.About Kean University [EB/OL].http://www.kean.edu/about,2014-11-0
6.

③ Wenzhou-Kean University.About [EB/OL].http://www.wku.edu.cn/index.jsp?id0=z0hnvd
v7gz&id1=z0hnwi1x16，2014-11-06.

④ UIC. Mission and Vision [EB/OL]. http://uic.edu.hk/en/about-uic/mission-and-vision,2
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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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大学在课程上的特点是全面引进外方合作大学的专业和课程，并通

过在课程内容上保持与外方合作大学的一致性来实现与国际接轨。现有的几所中

外合作大学都有一定比例的专业与外方合作大学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见表 1），

其中一致性比例最高的是温州肯恩大学，其现有专业包括会计、金融、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平面设计、英语和计算机科学等 7个专业，①
所有的专业从专业名称

到课程内容与美国肯恩大学都是基本相同的。一致性比例最低的是最新成立的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在现有的 8个专业中只有统计学一个专业与香港中文大学

名称和内容相同。虽然从专业设置上看该校的课程内容与香港中文大学具有较大

的差异性，但由于该校的主要课程资源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引进的，就一个专业中

的具体课程来说依然与香港中文大学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表 1 中外合作大学与其外方合作大学专业一致性统计表

大学

名称

宁波诺丁

汉大学

西交利物

浦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香

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

际学院

上海纽约

大学

温州肯恩

大学

昆山杜克

大学

香港中文

大学（深

圳）

专业

金融财务

与管理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

管理
经济学 会计学 全球健康 统计学

英语语言

文学
工商管理

应用经济

学

计算机工

程
金融学

医学物理

学
经济学

计算机科

学
经济学 金融学

计算机科

学
国际商务 管理学 国际商务

计算机科

学与人工

智能

工业设计 影视学 生物学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建筑学 生物科学 国际新闻 电子工程 平面设计 金融学

土木工程 建筑学
公关与广

告
化学 英语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环境工程 土木工程
文化、创

新和管理
综合人文 计算机

电子信息

工程

机械工程 环境科学 会计学 数学
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化学工程 中国研究
市场营销

管理
神经科学

① Wenzhou-Kean University.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B/OL].http://www.wku.edu.cn/index.j
sp?id0=z0ho6pn6gx&id1=z0hsfdpy7h，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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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名称

宁波诺丁

汉大学

西交利物

浦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香

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

际学院

上海纽约

大学

温州肯恩

大学

昆山杜克

大学

香港中文

大学（深

圳）

电气与电

子工程

国际商务

与语言

应用翻译

研究
物理学

产品设计

与制造

保险精算

学

当代英语

语言文学
金融学

专业

建筑环境

工程

经济与金

融

政府与国

际关系

全球中国

研究

环境科学
人力资源

管理

社会工作

与社会行

政

互动创意

与技术

国际商务

管理
会计学

第二语言

英语教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传播学

应用心理

学

国际商务

与法/德/

西/日/汉

语

国际商务

英语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国际商务

经济学
传媒英语 环境科学

国际学与

法/德/西

/日/汉语

金融英语 金融数学

国际传播

学
应用英语

食品科学

与技术

国际商务

与国际传

播

电子科学

与技术
统计学

国际学
信息与计

算科学

欧洲学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

英语与应

用语言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英语研究

与国际商

务

金融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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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名称

宁波诺丁

汉大学

西交利物

浦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香

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

际学院

上海纽约

大学

温州肯恩

大学

昆山杜克

大学

香港中文

大学（深

圳）

计算机科

学与管理
应用数学

软件工程 应用化学

数学与应

用数学

数字媒体

技术

机电工程
生物信息

学

电气工程

建筑工程

公共健康

通信工程

城乡规划

相同专

业比例
46% 24% 30% 77% 100% 67% 12%

注：底纹为灰色的专业为与该校的外方合作大学相同的专业

（三）课程结构的国际化

发达国家大学的课程体系在结构上普遍具有“十”字型特征，其一竖代表主

干性课程，一般以必修课的形式出现，强调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文化素质和基础

性的知识和技能；其一横代表拓展性课程，主要以选修课和其他课外实践活动的

形式出现，强调培养将来从事基本工作以外更广泛的活动所需要的相关领域的态

度、知识和技能。中外合作大学由于全套引进了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在课程结

构上也基本体现出这种“十”字型特征。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该校是华东师范

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举办的，深受美国通识教育传统的影响，在学生入学后

的前两年为学生开设了许多创新性的核心课程，整合了人文和科学领域的内容，

实际上属于主干性课程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两年，学生要进入专业领域的学习，

每个专业的课程中还有一些基础性的课程，为其未来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本框

架，也属于主干性课程的组成部分。在主干性课程之外，上海纽约大学还开设了

许多选修课程，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择，属于拓展性课程的一部

分。另外，学生还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从而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大学的交流拓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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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全球视野，
①
也属于拓展性课程的组成部分。

三、国际化课程体系中的本土化

国际化的本质属性是双向交流性，一个国家的教育和课程若丧失了特色化的

本土基础便失去了与他国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
②
因此，从国外引进的课程只有

实现了充分的本土化才能为课程提供继续国际化的前提。所谓课程本土化就是使

外来课程适应本土（本国、本民族）情况并成为本地课程的变化发展过程。通过

考察中外合作大学的课程实践可以发现，各所大学纷纷以各种形式对其从外方合

作大学引进的课程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应当地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具体做法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目标的本土化

大学课程的新形态的出现要依赖于更新或杂交的过程，体现在中外合作大学

的课程目标上，就是实现外方合作大学原有的课程目标与中国发展需要的“杂

交”。以昆山杜克大学为例，该校是一所由武汉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举办的

中外合作大学，在这所大学里，“通识教育遇见中国传统”
③
，美国大学教育的特

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其课程目标中交汇。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

合国际学院虽然在学校定位上将自己视为一所通识教育学院，但这所学院的目标

是服务于中国和世界，虽然教育模式是国际性的，但培养的人才要能够为中国的

发展做出贡献。

还有一些中外合作大学根据自身的特点提出了比外方合作大学更具国际性

的课程目标。如我国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校训是“一流

学术成就一流国际人才”，其中便暗含了该校的课程总目标是培养国际化人才。

我国的第二所中外合作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办学宗旨中提到“要使该校成

为中国一所国际性研究型大学，还要使之成为一所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大学”，

为此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能力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④
可见，该校

① NYU Shanghai. Academic Life [EB/OL].http://shanghai.nyu.edu/academics,2014-11-12.
②
杨启亮. 守护家园: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本土化[J].教育研究,2007(9).

③ Duke Kunshan University.About [EB/OL].http://dku.edu.cn/en/about,2014-11-06.
④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Vision and mission [EB/OL]. http://www.xjtlu.

edu.cn/en/about-us/mission-statement,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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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总目标也是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导向的，而且该校还认识到了国际化的双

向流动性，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导向中加入了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是一种

具有本土意识的国际化。

（二）课程内容的本土化

中外合作大学的课程虽然大都是从外方合作大学中引进的，但这种引进并不

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当地或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如西交利

物浦大学现有 31个本科专业，其中课程内容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相应专业基本

相同的仅有 8个，其余 23个专业的课程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①甚至有

较大创新。例如，该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就是一个新生的专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

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并不能找到。该专业将英语与在中国的浸入式生活和学习体验

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学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评估其文化发展的政治、文化和

社会动因，具体课程内容包括高级现代标准汉语、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国历史、

社会和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学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中的角色等。
②
可见，该专业

是在引进西方课程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巨大创新，不但成功实现了引入

课程的本土化，而且为通过招收国际生以实现课程输出奠定了基础。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课程本土化程度也较高。该校共有 28个专业，其中 13

个专业的课程内容都根据中国或本校的实际进行了调整，占总数的 46%。在课程

内容有所调整的 13个专业中，有 2个专业是理工科专业，其余 11个为人文社会

学科专业，可见人文社会学科由于受文化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其输入中国之后本

土化的程度也更大。在这 11 个专业中，除了“欧洲研究”和“英语与应用语言

学”之外，其他的专业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国际性”，包括“国际商务管理”、“国

际商务与传播研究”、“国际商务与语言”、“国际商务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研究”、“国际研究与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汉语”、“国际传播学”

和“英语研究与国际商务”等。
③
这些专业的课程表现出的突出国际性实际上也

是课程内容本土化的一种形式。由于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外高校合作举办的，因

①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Programmes [EB/OL].http://www.xjtlu.edu.cn/en
/admissions/undergraduate/programmes.html, 2014-11-06.

②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EB/OL]. http://w
ww.xjtlu.edu.cn/en/admissions/undergraduate/programmes/975-contemporary-china-studies.html，
2014-11-12.

③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Undergraduate courses [EB/OL].http://www.
nottingham.edu.cn/en/admissions/domesticstudents/undergraduate/programmes.aspx，201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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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为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平台。从这个侧面切入，该

校课程内容的本土化就是将外方合作大学的课程中并无突出国际性的内容从国

际交流的视角重新解读，或将外方合作大学的课程中已经具备国际性的内容进一

步改造以更加符合中国当今社会的需要，从而在国际化的“输入”和“输出”两

轨之间创造一个连接点，借此既要培养中国学生的国际素养，同时也要吸引大批

国际学生来校学习，从而在这种交流互动中输出中国元素。

（三）课程结构的本土化

课程的本土化还包括课程结构的本土化，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英国诺丁汉大

学的 3年制课程扩展为 4年制课程，学生在第一年暂时不学专业课，而是要接受

由学校的英语语言教育中心（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提供的英语

语言技能培训，相关的课程主要是将学术英语与学生的专业课内容相结合，使学

生一方面在英语技能方面能够达到二年级专业课学习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够提

前学习一些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此外，该校一年级学生还要进行“中国文化课”

的学习，从而深入了解关于中国思想传统、历史、公民和法律方面的知识，使学

生在学习西方式课程的同时，不忘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

西交利物浦大学也是如此，该校的一年级课程由语言中心（Language

Centre）、数理中心（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entre）和中国文化教学中心（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Centre）开设。其中语言中心主要为学生提供学术英语课程，旨

在发展学生的学术素养、研究技能和学习技巧，从而在英语学习和专业课学习之

间搭建桥梁。
①
数理中心主要是为学生提供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础性课程，使学

生能够从高中数理课程的学习方式过度到大学理科的学习方式，培养其问题解决

能力、自我激励能力和创新能力。
②
中国文化教学中心主要为学生提供人文思想

教育方面的课程，具体包括人文课程、国情课程、历史课程、法律课程和管理课

程等几个部分，使学生具备“人文意识、法律意识、爱国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

等四个基本意识。
③

①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Language Centre [EB/OL]. http://academic.xjtlu.e
du.cn/lc/SitePages/HomePage.aspx，2014-11-14.

②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entre [EB/OL]. htt
p://academic.xjtlu.edu.cn/mpc/welcome?menuCode=010，2014-11-14.

③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文化教学中心 [EB/OL]. http://www.xjtlu.edu.cn/cn/academics-zh

/teaching-centres-zh/chinese-culture-education-centre.html,201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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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化课程体系本土化的三种形式

阿什比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用在对大学发展问题的认识上，认为大学要实现

“适者生存”，就必须主动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自觉对社会提供的信息反

馈做出相应改变。
①
对于中外合作大学来说，对从国外“输入”的课程进行本土

化改造，就是面对外界的信息反馈而作出的重要变革。具体来说，课程体系的本

土化主要有以下 3种形式：

（一）适应性本土化：提供基础性课程

由于从外方合作大学引进的课程体系与学生原来的学习基础不能直接衔接，

因此需要改革课程结构，增加课程种类，使学生通过过渡性课程的学习，顺利进

入未来专业课的学习，这种形式的课程本土化可称为适应性本土化。适应性本土

化在与英国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外合作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英国大学的学

制是 3年，而中国大学的学制是 4年，因此与英国合作建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和

西交利物浦大学都在英国的 3年课程之前增加一年，并在这第一年为学生提供基

础性、预科性的课程，包括英语培训课程和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课程等，其目的

是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全英文教学环境和西方的课程体系，迅速融入学校的学习

生活。

（二）补充性本土化：增设中国文化类课程

由于大学中的课程往往被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手段，
②
西方大学课

程体系的课程目标与中国大学的课程目标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外合作大学不

可能原封不动引入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而是要对其课程目标进行调整，并在课

程设置中加入额外的课程来实现调整后的课程目标，这种形式的课程本土化可称

为补充性本土化。补充性本土化在中外合作大学针对中国学生普遍开设的中国文

化类课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课”就是这样

的课程，它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补充进课程体系的课程，目的是加深中国学生对

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的了解。课程分为教学和实践两部分，分别由中国文化课

①
任增元,刘娜,李一鸣,于天罡.危机时代的大学治理与变革——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

大学教育》核心思想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4(7).
②
（英）罗杰•金等著.赵卫平主译.全球化时代的大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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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和学生事务办公室承担，
①
从而将学生对中国文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同在现

实生活中的切身实践结合起来，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实现国

家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塑性本土化:创新专业课程

中外合作大学并不完全囿于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

情况，重新定位本校的办学特色，从而在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处寻找新的生长点，

重塑本校的课程体系，这种形式的课程本土化可称为重塑性本土化。重塑性本土

化往往从中外合作大学重新定位自己的课程目标出发，并在专业课程内容的改造

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为例，该校有

“工商管理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和“科学与技术学部”三个学部，其

中“工商管理学部”中有 3个专业是香港浸会大学没有的新设专业，包括“会计

学”、“文化、创新与管理”和“市场营销管理”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中

有 5个专业是香港浸会大学没有的新设专业，包括“应用翻译研究”、“政府与国

际关系”、“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第二语言英语教学”和“当代英国语言文学”

等；“科学与技术学部”的所有专业与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专业都不完全相同，

包括“应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金融数学”、“食品科

学与技术”和“统计学”等。可见，该校在进行专业课程设置时并不是直接照搬

香港浸会大学的课程，而是在“输入”课程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需要和自身特点，

重新设计专业课程，因此是一种重塑性本土化。重塑性本土化实际上反映了这些

大学对国际化的正确认识，即国际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是意味着中西文化的平

等交流，因此突出课程的国际性就是打破西方课程的单方面输入，结合中国的现

实和诉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课程国际化。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urning of Localizati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Sun Ke

①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Centre for Research on Sino-foreign U
niversities [EB/OL].http://www.nottingham.edu.cn/en/crsfu/teaching/index.aspx,201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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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are based on the wholly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systems, which makes their curriculum objects,

content and structure show obvious in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western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systems are inevitable to meet adaption problems in Chinese

social environment,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have to localize their curriculum

systems according to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ality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effectively. The forms of curriculum localization include adaptive localization,

supplementary localization and reforming localization.
Key Words: curriculum internationalization; curriculum localization;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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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指标的商榷

——关于进一步完善“四个 1/3”考核指标的建议

李 佳 黄克明

（三江学院）

摘 要：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高校教育办学模式悄然改变，全球教育资

源共享与人才流动的加速，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成为我国高校新型办学模式。为规范中外合作

办学的发展，教育部颁发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试行）》，并在部分省（市）进行了试

点。笔者结合江苏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中的四个“1/3”

指标提出了改进意见，期望为进一步完善评估体系，推进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提供

参考。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标准；四个“1/3”；改进途径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寻找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已是全球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充分体现了各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先进

教育理念的共享，弥补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的短板，缓解了我国高校教

育结构性矛盾，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加入WTO后，我国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化、多样化的高素

质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入高校

学习作为一种教育投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培训与专业训

练，能够获得国内外人才市场的青睐，能够在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的

才能。而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恰恰顺应了时代事物发展，满足了个人与社会的需

要。

从 1993我国首个高校中外合作项目设立以来，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十分

迅速，办学规模与办学层次都有了很大程度地提升。以江苏省为例，截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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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达 4个，本科项目 78个，专科项目 144个，

专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52所，体现了一定的规模效应。①为了提升中外合

作办学的质量和水平，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试行）》(以

下简称《评估方案》)，构建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体系，并在辽宁、天津、

河南、江苏 4省（市）进行试点，以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评估办法

后在全国推广。
②

《评估方案》作为新生事物，必然有其逐步完善的过程。如何根据各地高校

的不同情况，构建合理有效的评估体系，更好地推动和促进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

良性发展？这是摆在教育主管部门、各中外合作办学举办单位面前的、无法回避

的实际问题。笔者立足于江苏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对《评估方案》所提出

的“四个 1/3”的指标进行商榷，并提出改进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评估方案》

提供参考。

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中的“四个 1/3”指标

目前，我国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经进入高水平、示范性

发展阶段，维护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良性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都迫切需要合理、有效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及评价体系的建立。

为加强对高校中外办学水平评估与验收已经成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

工作，国家教育部在评估体系中重点提出了“四个 1/3”的指标，即：

1．引进的外方课程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

2．引进的外方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

3．外国教育机构教师人数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教师人数的三分之一以

上，

4．外国教育机构担负的专业课程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总教学

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一指标的设立的确为中外合作办学产生了一定的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其目

的无外乎是要求中外合作办学要体现与国际化的接轨程度，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中

①
洪海燕.江苏省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研究[J].内蒙古教育,2013(5).

②
郭莉.英国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对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启示[J].学习月刊,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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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与应用。

但是，结合当前江苏省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我们也应看到在此标准

下江苏省一些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各

类高校情况不同、起点不一，一些实行双校园、双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因

为资金和条件的限制，很难达到“四个 1/3”的要求。由于评估标准没有体现出

应有的针对性与粘合度，迫使一些高校不得已放弃了合作项目和机遇，错失了发

展壮大的机会。

三、完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四个“1/3”指标的几点建议

江苏省开展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时间已有 20余年，发展已具一定的规模。本

科合作项目与专科合作项目各占其比例的 35.7%与 64.3%，合作办学国家多以欧、

美、澳和亚洲等国家高校为主，办学层次也涵盖了专科至博士等不同层次，办学

模式也多以本科的“4+0”、“3+1”、“3+2”、“2+2”和专科的“3+0”、“2+1”

等为主，合作办学学科专业主要以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与电子、电

气、计算机等为主。
①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江苏大多数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

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据各校目前的办学实际，尚难达到教育部提出的“四个 1/3”

的要求。为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拟对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途径提出几点意见，为

进一步完善《评估方案》提供参考。

（一）资金投入比例影响评估指标执行

因各个学校开设合作办学专业不同，再加上各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投入

比例不同，收取的学费不尽相同。依据 2005年江苏省制定的《关于高等教育中

外合作办学收费问题的通知》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办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为 1.8

万，民办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为 2.1万，且各校还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 20%

的浮动限额。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明显要高于一般专业学费收费标

准，且在前文我们提到目前江苏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科目多以传统低成本专业为

主，缺乏“高”“精”“尖”的合作机构与项目，因而很多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不满意。再则，当前外籍专业教师在江苏高校的平均年薪为

①
洪海燕.江苏省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研究[J].内蒙古教育,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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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左右，各高校在聘请请外籍教师的力度就不会十分到位，因此在完成评估

标准中“外国教育机构教师人数及其担负的专业课程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全部教师人数和总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就非常地吃力。

（二）进一步完善“四个 1/3”评估指标的建议

既然“四个 1/3”评估指标旨在体现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高

效应用，我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受资金与条件限制而不能

完全完成“四个 1/3”这一评估指标的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1. 在实行双证书、双校园体制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外方可以向中国学生开

放网上学习资源，比如：mooc课堂，这样就不必聘请合作学院的外籍教师到华

亲自授课，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快捷同样可以完成外方核心课程的学习任务，从而

达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目的。当然我们也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外方课程资

源学习的考核，可以与外方合作沟通，让其根据提供的教育资源为中方制定考核

标准，以此来保证网上资源学习真正得以落实、有效。

2.对于中方学校中一些有留学背景、高素质的教师，我们可以与合作方进行

协调，派送他们到外方去进行进修与学习，并经过外方的考核后，通过者可以得

到外方的代为授课的认证书或委托书。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国内高校花高薪聘请外

籍教师资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培训的教师能更好地将外国教育资源与

本国教育资源进行融合。

3.既然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们如不能得到外籍教师的授课指导也是不科

学、不合理的，在外籍教师来华授课课时积累评估方面，也可以将外方专业教师

短期来国内进行讲座、短期集中授课或进行实践教学作为累计课时数来替换引进

课程的教学时数。

总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因为

各地区各高校所处的条件和政策环境不同，势必会产生不同层次的办学差异。“四

个 1/3”评估指标，其核心主旨是为打击以营利为目的的假冒办学，维护高校中

外合作办学的良好发展秩序和确保教学质量。但笔者认为，依据当前实际情况，

过于死板、生硬地去执行这项指标，反而会损害一些高校合作办学的积极性，不

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在维护制定这一标准的基本宗

旨的基础上，根据各地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实际，加以合理改进，使它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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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达到考核的目的，又能灵活、多样地促进弱势高校对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

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教学，而这也是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体系所应该体

现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郭莉.英国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对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启示[J].学习月

刊,2013(3).

ADiscussion on the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ogram Evaluation Index- Suggestions to Implementing "four 1/3"

Assessment Index

Li Jia & Huang Keming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urrent mode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changed, the global

education resources sharing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flow of talents, which mak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ecome the newly established

school running mode of our country.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warded the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ssessment program (Trial), and in som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carried out a pilo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Jiangsu,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four "1/3" index in the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with an expectation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ssessment criteria;

four “1/3”; the path of improvement



106

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建设

本土化研究

尤碧珍 刘晓瑜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办学质量得

到了社会认可。如何实现从复制到吸收、融合的转变是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是其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发展难题。课程是教学的核心，课程的本土化

建设是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效吸收、融合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源

的重要途径。办学机构应在观念上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加大隐性课程的

建设，重视中外方师生的交流与合作；监管部门则应探索本土化课程评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建设；本土化

中外合作办学经过近 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经

过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目前全国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有 56个，分布在 16个省、直辖市，在校生 5万多人。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

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教授在 2014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指出：“目前我国中外

合作办学的工作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进入了质量提升新阶段。”林

金辉教授、刘梦今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基本要素及路径》

一文中还指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人才培

养目标能否实现。”
①
质量建设最终要落实在教学、课程、师资等微观层面。因此，

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研究是推动当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重要任务

之一。全国在举办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高校中，“985

工程”高校 17个，“211工程”高校 17个，占 65.4%，其他普通本科院校 18个，

占 34.6%。可见，举办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国内高校

办学资质较好。据教育部有关调查，2015年全国有 13家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

①
林金辉,刘梦今.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基本要素及路径[J].中国大

学教学,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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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招生分数线超过当地招生一本线。可见，不具有法人资格

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质量得到了社会认可。另外，不具有法人资

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作为母体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引进国外教

育资源，将其课程教学改革作为母体学校课程教学改革的试点，有助于推进母体

学校质量保障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但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如何实现从创建初期的复制到吸收、融合的转变是其适应新经济常态，

保持活力，实现持续发展所要面临的难题。课程的本土化建设是吸收、融合的重

要途径。因此，对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本土化建设

进行研究有着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主要研究

阿尔特巴赫在《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一书中，对高等教育国

际化合作办学中所存在的依附性问题做了深刻探讨，他从依附理论出发，运用了

中心—边缘与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对国际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力图以“中心”

与“边缘”、“发达”与“不发达”、“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等关系来

阐释“两极世界”中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

之间在教育和学术领域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

世界学术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并且对发达国家的学术依附甚至依赖是不可避免

的。
①
在此基础上，我国研究者在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研究中也做了相应研究。张

宁（2009）以“依附理论”为依据，指出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一直在“依附”与“借

鉴”之间徘徊，从而导致办学成效缓慢，出现颇多问题，应在吸纳与借鉴国外课

程的过程中学会批判，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化公民，真正达到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目的。
②
王卫平（2015）谈到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在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存在依附现象，促进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在吸

收和借鉴中不断发展，应把握主体性、本土性、开放性等原则，合理定位课程目

标，注意课程设置的适应性，寻求国外课程内容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合点
③
。张

①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

001.
②
张宁.中外合作课程“依附”与“借鉴”探析”[J].教学研究，2011(5).

③
王卫平.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依附现象研究[J].教学实践研究,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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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如、程科（2009）阐述了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中构建课程

体系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构建的原则，并针对江苏科技大

学中外合作办学的情况，结合计算机专业的特点提出了课程体系的具体实施和构

建方法，进行了实践操作方面的探讨。
①
熊静漪（2011年）对我国现存的中外合

作办学课程体系设置的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如何保证课程实施中的质量，解

决课程设置中文化冲突及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建议。
②
刘昌辉、徐春梅、

余武明（2015）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做好人才培养观念的对接、

师资队伍水平的对接与课程教学模块的对接。
③
冯红琴针对高职课程体系的特征

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对其产生的影响，提出了高职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的优化策

略。
④
陈丽梅（2015）关注了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原因并探索加强其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则和基本途径。
⑦

目前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注意到了合作办学课

程建设中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关系，提出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要切忌“拿来

主义”，应有本土特色。但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课程建设的研究，更没有探讨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问题。

二、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建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

2014年，全国共有 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参与评估，其中本科及以上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为 10个，包含 62

个专业；2015年有 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参加评估，包含 4个专业。通过对 2014

年和 2015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参评单位自评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窥视

我国非法人设置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课程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①
张晓如,程科.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本土化研究与实践[J].中国校外教育,2009(1

1).
②
熊静漪.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研究[J].教学研究,2011(9).

③
刘昌辉,徐春梅,余武明.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对接的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5(4).
④
冯红琴.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探讨[J].教学实践研究,2012(10).

⑧
陈丽梅.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建设探究——以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

学为研究对象[J].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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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进课程数量较高，但共同开发课程比例较低

各个机构引进外方课程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引进课程数量最高的，可占

全部课程的 90%以上，占核心课程的 100%。多数机构能达到引进课程占全部课

程的三分之一，占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但仍有个别机构未能达到此标准。在共

同开发课程方面，整体比例仍旧偏低，有些机构甚至为零。2014年、2015年不

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外方课程门数、核心课程门数比

例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 1 2010-2015 年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外方课程门数、核心

课程门数比例分布情况表①

机构名称 专业名称

引进外方课程门

数占全部课程的

比例（%）

引进外方专业核

心课程占全部专

业核心课程的比

例（%）

共同开发课程比

例（%）

吉林莱姆顿学院

计算机系统 93% 100% 1/59
工商管理 93% 100% 1/57

酒店与旅游管理 93% 100% 1/57
通信工程 93% 100% 1/60

延边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49% 100% 11/162
英语 55% 75% 0/144
德语 55% 100% 9/169
朝鲜语 56% 66.7% 11/164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52% 91.7% 21/183

延边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通讯工程 38% 60% 21/189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49% 87.5% 21/171

化学工程与工艺 56% 90.9 11/167
建筑学 56% 100% 11/156
生物工程 53% 100% 21/176
护理学 42% 39.1% 19/157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42% 87.5% 21/168

市场营销 40% 62.5% 21/156
产品设计 59% 100% 11/164

①
该数据根据 2014 年、2015 年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自评报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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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中欧工

程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7% 14.3% 8/78
机械工程 32% 11.1% 8/73
生物工程 31% 16.7% 8/71
信息工程 36% 16.7% 8/70

上海大学悉尼工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 47.6% 11/62
工商管理 16% 47.6% 11/62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16% 50% 11/61

国际贸易 26% 55.6% 11/39
工商管理 26% 55.6% 11/39

上海理工大学中

英国际学院

机械工程 54% 94.1% 1/61
会展经济与管理 46% 83.3% 6/52
工商管理 49% 100% 4/59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52% 88.2% 1/64

重庆工商大学现

代国际设计艺术

学院

戏剧影视学 0 0 0/21
表演学 0 0 0/65

戏剧影视文学 0 0 0/67
广播电视编导 0 0 0/70
戏剧影视导演 0 0 0/69
戏剧影视美术设

计
0 0 0/103

播音与主持艺术 0 0 0/70
影视摄影与制作 0 0 0/69

重庆大学美视电

影学院

戏剧影视学 0 0 0/21
表演学 0 0 0/65

戏剧影视文学 0 0 0/67

重庆大学美视电

影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0 0 0/70
戏剧影视导演 0 0 0/69
戏剧影视美术设

计
0 0 0/103

播音与主持艺术 0 0 0/70
影视摄影与制作 0 0 0/69

山东工商学院国

际商学院

金融学 35% 62.% 1/43
国际经济贸易 35% 62.5 1/43
会计学 41% 71.4% 1/41
财务管理 41% 71.4% 1/41
市场营销 37% 62.5% 1/41

青岛科技大学中

德科技学院

机械工程 56% 83.3% 6/82
自动化 40% 60% 7/67
应用化学 48% 82.6%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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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国

际交流学院

工商管理 56% 90.9% 0/41
国际经济与贸易 56% 90.9% 0/41

会计学 56% 90.9% 0/41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法工程师学

院

航空宇航科学与

技术
16% 21.4% 9/37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
16% 21.4% 9/37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法工程师学

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17% 21.4% 8/36

控制科学与工程 17% 21.4% 8/36
电子科学与技术 17% 21.4% 8/36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17% 21.4% 8/36

机械工程 17% 21.4% 8/36
物理学 17% 21.4% 8/36
材料工程 17% 21.4% 8/36

电子与通信工程 17% 21.4% 8/36
控制工程 17% 21.4% 8/36
航空工程 17% 21.4% 8/36
理科实验班 15% 0 37/107

北京工业大学北

京-都柏林国际
学院

物联网工程 51% 85% 0
软件工程 64% 100% 0
金融学 0 0 0
应用统计 0 0 0

（二）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但文化冲突问题显著

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引进国外课程的数量上较多，且大部分采用

小班制教学和实践教学等国外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课程的引进是中外文化的

对话与互动的过程，需要处理好隐含其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办学机构特别是课程

制定者目前更多的是考虑引进，缺乏考虑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体系中多元文化特征

所存在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具体表现在课程背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传

授方式等方面。

1.课程目标中的文化冲突

课程目标是课程设计和实施过程首先要考虑的要素，影响着教师教学方法的

选择、教学手段的应用、教材或教学内容的选定等各个环节。西方文化中倡导自

由、民主，强调个人价值，因此引进的外方课程目标在于培养多样性、个性化发

展的个体；而中国文化中则强调集体主义，倾向于培养善于合作、集体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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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两种课程目标的冲突往往体现于教学过程之中。

2.教学过程的文化冲突

在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课程外籍教师授课比例

较高。外籍教师授课多采用英语或合作国本国语言授课。从 2014年参与评估的

本科及以上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总体情况来看，外方教师人均担负专

业核心课程 1.17门，人均担负专业核心课程超过 1门的非法人机构数量有 5个

（50%）。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外教师在授课方式以及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上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学生不能适应外国教师“互动性强”的教学方式，甚至

非常排斥，这使得学生很难真正参与到课堂活动之中。

3.课程内容隐含的文化冲突

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所引进的课程强调国际先进

理论和技术。课程内容使学生能够学习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但由于不同国家的

发展水平和地域特点，引进的理论与技术若不加以更改就会与当地实际需求相脱

节。然而目前，大多数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课程强调

的是“原汁原味”，并没有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再次调整和修改。

（三）引入外方教学课程评价，但尚未形成符合实际办学情况的课程评价体系

目前，国内有 6家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入了相关

的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办学质量得到了国外评估机构的认证，详见表 2。

表 2 部分非法人机构质量标准认证情况表
①

机构名称 认证情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 法国国家工程师质量标准认证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中国政府的评估体系、澳大利亚政府的

审核以及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领域认证

体系、AACSB认证

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评

估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 德国 AQAS资质认证

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 法国工程师学衔委员会（CTI）认证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

美国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认证、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

评估

①
资料来源：各办学机构网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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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证的引入为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进一步完

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质量保障体系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如何建立

符合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仍

需办学者继续探索。

三、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本土化建

设的路径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一种选择，是提升本国高等

教育国际化水平的路径之一。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并不是“依附发展”或者“自我

殖民”，其根本目的是借鉴并最终实现超越。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我国

古典文化传统是我国最基本的国家软实力资源。
①
将这些优秀的软实力资源具象

化和现实化是实现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建设本土化的关键。针对我国不具有法人资

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在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本

土化建设中可以做如下探索。

（一）在观念上处理好课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表面上看，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两个矛盾的关系，但同时本土化与国际化又是

相依相存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

念融合到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教育国际化并不排斥

本土化，因为高等教育具有国际化的属性，知识广泛性是高等教育创造知识的核

心价值。本土化并不是割裂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更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

条件下的更新和变迁。外来文化不经过本土化过程很难有生长的根基；而本土文

化不吸收外来文化则更难以发展。一种未加反思的外来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

信。国际化过程同时也是本土化过程。把国际化的合理成分有机纳入本土社会，

将二者融洽地结合，并使合理成分最终融入本土。“本土化”的概念应该包括在

“国际化”之中。最后，本土化与国际化互为补充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完整性。

②
因此，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尝试构建本土化的课程

①
罗建河.高等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超越——两种不同解读视角的比较分析[J].

外国教育研究,2015(5).
②
张建新,董云川.本土情怀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选择[J].教育与现代化,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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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过程中应正确对待这两者的关系，注意引进课程与本土课程体系的融合，不

可将两者相对立。

（二）加大隐性课程的建设力度，将中国元素的课程有机融合到不具有法人

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课程体系中

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比，大多数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在财务、人事、办学条件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具备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很多机构在招生宣传上十分强调机构的国际化氛围，但却

没有注意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和活动。笔者建议，各办学机构将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与活动有机融合到国际化氛围建设中活动中。加强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

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使学生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三）开展中外师生交流活动，重视中外双方教师交流与合作

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比，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外

籍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在华任教时间也较长，办学机构有条件开展中外方教师的

教学交流和科研合作活动。办学机构可通过外方教师在华任教期间多开展中外师

生交流活动。不但要使学生认识国外的文化，增进师生感情交流，还可通过活动

让外方教师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学生的特点，减少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冲突。

同时，加强中外教师教学交流与科研合作。让外方教师了解中国文化和行业

发展状况，加大力度鼓励双方共同开发课程。不具有法人资格本科及以上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外籍教师数量较多。通过与中方教师交流，外方教师可深入校本课程，

从而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习惯，调整教学方法，减少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冲

突。同时，外方教师可通过与中方教师的科研合作，了解本行业的国内的发展状

况，增加课程内容的本土元素。可采取措施，投入经费鼓励中外方教师联合开发

课程，使课程目标更加接近人才培养的本土需求。

（四）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中纳入对本土化课程的评价

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指标体系中，已将引进课程所占课程的比例、中

外方师资比例、共同开发课程作为量化指标。但对课程的本土化只要求办学者在

报告中进行描述，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笔者认为，监管机构应当考虑将本土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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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纳入指标体系中，进行量化考评，以促进办学机构的本土化课程研制和开

发，实现引进课程从复制到吸收、融合的转变。

Study on Curriculum Localiz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Run Schools

You Bizhen & Liu Xiaoyu

Abstract: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without the legal

person statu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quality of the school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How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troduction

to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is the orientation of it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t is also

the critical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Curriculum loc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absorb and integrate the high quality foreign teaching resource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should mana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devote great effort on the recessiv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foreign students

and teachers.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ly-run schools; without the legal person

status; curriculum;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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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应用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以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会计专业为例

李宗民 孟智慧

（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应用型专业是以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

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如何提升项目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已成为制约

其成功的关键。本文以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会计专业为例，从专业培养目标入手，提出

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并从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保障措施进行探

索与改革，以期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与就业能力。

关键词：应用型；实践教学；体系；评价；探索

中外合作办学应用型专业是以通过引进、吸收与消化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基

础，培养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会计专业是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级财务管理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如何提升项目专业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制定系统化的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是保证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

一、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思路

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组织会计专业教师通过对用人单位、会计专业人士

和毕业生的实地调研、国外合作高校的考察与交流和对国外合作高校会计专业的

培养方案解析，提出了会计专业是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级

财务管理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企业管理为中心，

财务管理为主线”、“强化仿真、模拟实践教学的比重”为手段，理论教学与实践

相融合，不断整合与优化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多维、立体的实践教学体

系，并从软硬件平台建设、实践教学队伍建设， 校企合作拓展，基于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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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考核等方面制定保障措施。

二、建立多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结合我院中外合作办学会计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的，构建了由“基础性

实践、提升型实践、综合-创新实践和科技研究”组成的四层次递进的多维、立

体实践教学体系。其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层次结构

其中，基础性实践主要培养学生如何运用所学会计基本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的能力，提升其会计核算动手实践能力。主要通过基础会计课程设计（第 2

学期）、财务会计课程设计（第 3学期）、成本会计课程实验（第 4学期）、会计

电算化课程实验（第 5学期）、ERP会计软件操作实习（第 6学期）、审核与内部

复核（第 7学期）课程实验等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来实现。

提升型实践主要培养学生如何运用所学会计理论、方法及工具等知识，提升

发现、分析与解决企业财务问题的能力。主要通过计算机文化基础（第 1学期）、

数据库技术应用（第 2学期）、财务管理课程实验（第 4学期）、财务报告分析课

程实验（第 5学期）、EXCEL与财务决策（第 6学期）、国际财务管理（第 7学

期）课程实验等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来实现。

综合-创新型实践主要培养学生如何运用专业综合知识，提升其会计知识综

合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企业报税模拟实训（第 5学期）、企业纳税筹

课程实验（第 6学期）、ERP沙盘模拟实训（第 7学期）、毕业综合设计（第 8

学期）等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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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实践主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创业能力，主要通过鼓励学生

参与老师的专业科研、参加创新创业与学科竞赛等形式，激发广大学生的科技开

发和创新实验兴趣，提升其实践应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通过“两课”中 5

学分来体现。

通过上述递进式的多维、立体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逐步提升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实践教学体系实施的保障措施

为了保障上述层次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完善硬、软件平台建设

在明确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开展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在建立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室完成会计专业基础型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建立了 4间专

业实验室主要完成国际财务管理课程实验、财务报告分析课程实验、EXCEL与

财务决策、企业报税模拟实训、企业纳税筹课程实验等课程完成综合、技能型课

程的实践任务，实现提升型实践的目标。建立会计综合开发与创新实验室和 ERP

沙盘开放实验室，通过“情景模拟、知识重构及实战模拟对抗”等实践形式，完成

综合-创新实践和科技研究实践的目标，提升学生的创新与科研能力。同时，购

买用友 ERPU85、新中大 URP、SAP的 Business II、企业模拟报税、企业财务分

析、中教畅想电子沙盘、中欧研究院的电子创业等软件，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模

拟动手能力。

（二）强化师资团队建设

在引进国外优秀教师开展正常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外方课程中方教师全

程助教、毕业论文共同指导的模式，培养中方青年骨干教师与开展中外实践教学

合作研讨。整合中外合作双方的实践教师资源，建立了“实践教学虚拟教研室”，

通过“协作式”教学模式，一门课程多人授课，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提

升实践教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能力。同时，鼓励专业教师参加各种实践教学学术

会议，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智力，开拓实践教学的思路，全面提升实践教学

师资队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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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富实践教学资源

在会计专业老师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实践教学案例库和习题库、实验教学指

导书、网络课堂和实践教学教材等内容的建设，丰富与完善了实践课程的相关教

学资源，并取得良好成果。出版了《ERP沙盘模拟实战教程》、《手工会计模拟实

验教程》、《ERP软件操作教程》、《EXCEL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EXCEL与财

务应用》、《EXCEL与企业管理决策》等实践教材，自编《EXCEL与管理决策分

析》、《财务会计课程设计》、《会计软件操作》、《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等

实验课程指导书；建立了《财务会计》、《基础会计》、《审计与内部复核》等网络

精品课程。

（四）强化教研支撑实践教学

会计专业老师在完成基本实践教学任务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教学的科研能

力，以更好支撑实践教学。近几年来专业老师主持或参与省、厅项目 20多项，

主持厅、校级教改项目 3项，发表教改论文 10篇，其他学术论文 80多篇，出版

学术著作或教材 10本。其中，主持的《工科院校本科会计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

的研究与实践》获得校级教改成果特等奖，教育厅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改成

果二等奖，《ERP沙盘模拟实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理论及应用研究》的校级教

改项目获得二等奖，主编的《会计信息系统理论与实务》获得中国电力协会精品

教材等。

（五）优化实践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实践教学引入理论课堂、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融合；采用翻转课堂，体现学生的主体与主导地位；采用团队合作，

把企业团队管理理念引入实践；采用模拟仿真教学，强化就业导向等，通过上述

实践教学方法的优化，不断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断强化学生的系统思考与团队合作意识，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实

践社会适用能力。

在教学手段上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课堂、视频广播教学、模拟教学等

教学手段，实现与学生的多渠道学习与实时互动，不断提高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参

与度、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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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实践教学质量评价

强化日常实践教学督导。在教务处和学校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的主导下，创新

教学管理机制，建立了“五五二一”（五评、五查、二考及一员）的实践教学质

量全过程监控长效机制，成立了由合作办学中外双方老师组成的二级教学督导

组，以加强日常实践教学管理与问题反馈，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

实现实践教学全过程考核。采用开放式实践教学考核形式，通过实践教学的

课前（资料收集、其他准备等）、课中（课堂考勤、实验态度、小组讨论、团队

合作等）课后（作业答辩、实践报告等）的全过程和多角度考核，强化实践教学

的过程控制与结果把握，进一步强化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

力等方面的培养与提升。

（七）突出学生个性培养

以第二课堂为依托，以学科竞赛、知识竞赛、创新创业、科学研究等形式为

载体，从学院的角度鼓励学生以兴趣为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同时，制

定奖励政策鼓励专业教师辅导学生成立“课外兴趣小组”，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和

研究项目，强化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意识，突显学生的优势。

（八）探索校企合作

学院与公司的合作，开展认证培训、项目咨询等工作。目前，学院已与用友

公司、金蝶公司建立了竞赛合作与参与机制、与 SAP合作建立了研究培训中心、

与中教畅想、金蝶、工信部建立了的 ERP专业资格证书认证培训合作、与新凯

元会计培训公司建立了会计系列资格证书的培训合作、与中博诚通公司建立了

ACCA认证培训，并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成效。

学院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与就业基地。目前，学院已与用友、中博诚

通等 20多家公司建立了实习与就业基地，同时与国外公司合作开展境外寒暑假

实习项目，在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开阔其国际化视野。

在信息化和国际化环境下，会计专业更加强调管理会计的思维与国际一体

化，会计作为应用型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是永恒，需要我们从业者不断

地研究与探索，也需要我们不断地大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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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s Applied

Majors——Taking accounting major in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Li Zongmin & Meng Zhihui

Abstract: The applied majors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re set for

the goal of introducing, absorbing and digesting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raining applied international talents who will serve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bility of project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key to its success. This paper has taken accounting major in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starting wi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goal, putting forward constructional think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accounting major. What’s more, the paper has made

exploration and reforms from the aspect of safeguard measures for teaching staf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which aim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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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skills of project students.

Key words: applie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evaluati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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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问题探究

——以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为例

杨 洁 孙 玮

（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自 2004 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颁布以来，中外合作办学经过十多

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命脉，教

学管理工作对保证教学质量起着关键作用，而教学管理的有效性又与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本文旨在探究教学管理在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以

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为案例，分析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关对策，以提升教学管理质量，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问题；对策

自 2004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颁布以来，跨国高等教育在中国

的实践—中外合作办学这种教育形式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开展教育国际合作交流

的重要形式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对于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需

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切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都必须落实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上

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就会走偏方向。中外合作办学要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为导

向，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核心，以全面提高质量和水平为重点，因此教学质量是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核心”。
①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自身所具备的鲜明特征，

其教学管理模式不能生搬硬套母体学校的常规模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

合自身的实践体会，以中原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为例，从管理制度、外部环境、

管理队伍及生源等方面分析国际教育学院教学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

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对策与措施，以优化教学管理工作，

进而提高办学质量，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①
谭玲玲.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运行管理的研究与实践[J].教育研究,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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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教学管理工作

目前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内部管理运行模式主要分为独立型管理模式、

依托型管理模式和半依托型分块管理模式三种，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教学管理的重

点和存在的问题是不同的。

独立型管理模式是指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外事、教学和学生等主要管理工

作集中在国际学院统一管理。这种模式下教学管理的重点是对教学运行的有效管

理，优点是学生归属感强，二级学院拥有较大的教学管理自主权和责任，协调工

作量小，容易形成特色。缺点是如果专业多，学生人数多，师资配备的压力很大

从而导致教学运行的稳定性不好。因而此种模式比较适合专业数量较少，学生规

模适中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依托型管理模式是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和学生管理直接纳入到母体

大学的专业院系进行管理的模式。
①
此种模式的优点是便于办学资源共享，引入

的国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容易被吸收具有较好的辐射功能，利于促进教学改革。

缺点是如果管理和控制不到位，同化性风险大，容易把中外合作办学办成普通本、

专科。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学费较高却与普通本、专科学生使用同样的资源

容易造成不稳定性因素。这种模式下的教学管理的协调工作少、压力小，有效性

较高。

半依托型分块管理模式是指学生由成立的国际学院二级管理机构集中管理，

教学划归一级大学相关专业院系负责，外事办、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按照职能

进行分块管理的模式。此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充分利用专业院系的师资办学，引

入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容易被专业教师吸收从而促进教学改革。缺点是教学管理

的协调工作难度比较大，既有学校领导层面的，也有教务处、外事办、评估办、

国际教育学院和专业院系中层之间的，其中任何一个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

响运行效率，容易造成外事、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的脱节和学生归属感的缺失。

①
菲利浦•G•阿尔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学[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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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原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案例分析

中原工学院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管理模式一直在进行积极地探索，国际教

育学院 2004年刚成立的前四年，招生专业少，在院校规模小，采取的是上述独

立型管理模式。随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发展，国际教育学院承办了纺织工程、

市场营销、会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 5个本科教育项目和 3个专科教

育项目，在院生总数约为 3500。其管理模式改革成为半依托型分块管理模式。

目前这种模式由于项目学生人数多，类群特征明显，造成了教学管理工作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教学管理部门缺乏自主权

国际教育学院由于不直接参与课程安排，在教学管理中有责无权，缺乏自主

权，存在较多限制。长期以来充当专业院系“传话筒”的角色，导致学校管理部

门与专业院部之间、院部与院部之间以及管理人员与师生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

流与协调。

另外，学校其他部门认为教学分散在专业院系，国际教育学院教学管理人员

只是负责琐碎杂事，没有实质性工作。而实际上，国际教育学院教学管理部门除

了负责全院 3500余名学生的学籍注册、学籍异动、补退选课、重修考试、延长

学制及留级、退学等事宜，还要负责与相关专业教学学院日常教学管理的协调与

落实、日常教学信息的通知、项目的宣传与管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

管理、项目师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等工作，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左右、

沟通内外的作用，是建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稳定的教学秩序和良好的教学运行机

制的保证,在整个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教学管理队伍力量薄弱

目前，由于国际教育学院教学管理部门人员承担着全院 3500余名学生的教

学协调与管理工作。繁忙的工作使他们无暇参加业务培训，错过了很多提升自身

能力的机会。自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以来，中原工学院累计有近 70人次获得赴国

外进行学历提升、访学，交流等深造机会。然而，出国深造的教师中尚无教学管

理人员，不利于提高教学管理队伍的水平。

中外合作办学具有多元文化背景，教学管理人员要想胜任本职工作不仅要具

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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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突破陈旧的管理认识局限。
①
国教学院现任教学管理人员中较少有英语专

业科班出身的，沟通的深入程度备受限制；加上无法亲身体验国外先进的教学管

理理念和方法，因此仍在使用旧模式管理新项目。

3.目标管理群体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和模式,其招生生源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国际教育学院的学生呈现几个鲜明的特点：家庭环境较好，视野开阔；家长对学

生期望值较高，多数人有出国意愿；个性张扬，自主意识较强，但普遍缺乏自律

性；文化基础薄弱，英语水平不高。由于国教学院特殊的管理体制，课程学习都

分散在其他专业院系，没有专职教师，造成“教”与“学”两张皮， 任课教师

无形中对国教学生与本学院学生区别对待。另外，学生们既要学好中方高校课程，

又要兼顾外方高校对接课程，还要提高英语水平以便适应外方教师授课。种种压

力下，学生易产生逆反、焦躁等心理问题，加之基础薄弱，有的学生甚至会对学

习失去兴趣。个别学生在家长的强迫下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对所选专业并不

热爱，没有学习动力，缺乏积极性。
②
学生们常常出现的抵触情绪给国际教育学

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降低了工作效率。

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教学管理工作不仅影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还影响中方高

校的整体办学质量和声誉。因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工作势在必行，

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更新管理观念，优化组织机构

国际教育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存在以上问题，其根源在于管理理念保守，组织

制度过于刚性。国教学院基本沿袭母体学校的管理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直线式

管理，缺乏灵活性。由于国际教育学院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中方母体高校的管理

模式自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教育学院的日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要想获得长足发

①
阎亚林.吴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氏族化的理恰思考[J].江苏高教,1966(4).

②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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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须更新观念，开放交流，实现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学生本位的转变，建立

严格而又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
①

教学管理应“以人为本”，建立弹性管理制度，服务为主，管理为辅，以培

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导向。
②
求同存异，突出多样性，建立更灵活，更人性化

的教学管理制度，进而实现科学的，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让各项教学管理活动都

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课程资源建设，专业设置，学籍管理等方面争取更多

的自主权，直接面向国际教育学院学生服务，不经过专业院系的交接，提高工作

效率。

（二）加强专业化建设，提升队伍素质

教学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着合作办学的质量,要想提高教学管

理水平，必须加强教学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作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管理

人员应该了解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流程，不断学习汲取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

适应教育改革的要求，提高教学管理的有效性。应完善教学管理人员奖惩机制，

实行出国交流学习、岗位津贴、晋职晋升等激励机制，并辅以考核制度，结合实

际工作，激发其工作的能动性；应定期组织到中外合作外方高校培训，增强教学

管理队伍对国外教育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的理解和接受，掌握国外教育体制和管

理规则，切实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三）创新管理手段，构建师生互动平台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平台，提高教学管理现代化水平，形成师生互动平台，

建立飞信群、微信群等，实时关注学生动态，及时了解教学问题。同时选出年级

教学信息员，负责与任课教师沟通和反馈信息。经常与专业院系开展教学座谈与

研讨，收集教学院系反映的问题并逐一落实，形成教学管理监控的统一体系，并

了解学生所想、所盼，关系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管理中，激

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开言路，分析总结，初步建立教学管理信息化的“纵

深”管理。

①
高金岭.理论与实践——基于民主与效率的现代学校管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4)．
②
尹华.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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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探索，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教学管理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不断探索、创新教学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建立适应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管理机制,是中外合作办学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坚持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保障教学质量，

有利于学校能力建设的原则，同时，建立和完善各项机制，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

加强“软”“硬”件建设，才能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Taking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Yang Jie & Sun Wei

Abstrac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issue of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eaching is the key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which plays

the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Referring to the former

researches on this field and the practical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tak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course to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author aim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problems; solutions



129

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中俄合作本科项目教学管理实践研究

韩林耕 王金玲

（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摘 要：2011 年以来长春大学发挥俄语学科在科研及教学上的优势先后与俄罗斯两所

重点高校开展了三个本科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合作。几年来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

学管理、师资选聘、教材建设、教学测评、考试改革等各个方面进行反复研究与实践，形成

了较为严谨、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模式。在规范管理的同时，学校还积极引进俄方合作院

校优质教育资源，调整适应项目需求的语言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效率，平稳完成

项目专业课程的中俄对接，为项目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将就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教学管理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和总结，力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更好的项目教学管理办

法。

关键词：中俄合作本科项目；教学管理；实践研究

长春大学是吉林省省属普通本科院校，近年来，学校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已与22个国家的89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

特别在对俄交流与合作领域成绩显著。学校先后搭建了海外孔子学院、俄语中心、

教育部赴俄留学培训基地、教育部中俄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叶赛宁文化教育研究

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孔子学院获得了“2014年度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多

次组织、承办国内外大型中俄交流活动，如：第十届中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远东

和西伯利亚地区第十大学校长论坛、中俄油画艺术家学术交流和联合写生活动、

中俄油画作品联展、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声乐及钢琴艺术大师班、吉林省中

俄青年交流年的开幕式和中俄大学生联合演出、梅德韦杰夫总理与长春大学师生

摄影作品联展、2015年二战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图片展和《东方

战场的伟大胜利》一书首发式等。较强的对俄交流实力为合作办学项目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长春大学与俄罗斯乌斯季诺夫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合

作举办自动化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与俄罗斯乌斯季诺夫波罗的海国立

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机械工程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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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社会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俄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四年来，中俄项目的办

学过程凝练出大量的教学管理经验。本文将从长春大学中俄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的

教学管理、师资选聘、教材建设、教学测评、考试改革和语言课课程改革等实践

过程入手，系统分析和总结教学管理各方面的经验和不足，以适应项目未来发展

的需求。

一、明确培养目标，构建教学管理模式

在中俄项目设立之初，长春大学与俄罗斯各合作院校达成一致意见，合作双

方要严格按照中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确立项目的培养目标。双方明确

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大

局；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①
；明确中外合作办学

要坚持其“目的性原则、公益性原则、以生为本原则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原则”。

②
以合作办学方针和政策为指导，双方确立的培养目标具有以下特点：合作项目

的人才培养要适应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发展

需求；合作项目的人才培养要具有国际性视野，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合作

项目的人才培养要兼顾扎实的俄语基础同专业领域知识的灵活运用。在明确目标

的基础上形成特色鲜明的教学管理模式成为项目发展的必要保障。

（一）制定特色项目培养方案

长春大学中俄本科项目的合作院校俄罗斯乌斯季诺夫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

学和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师范分别在机械、航空航天、激光领域，和师范

教育领域在俄罗斯高等院校中名列前茅。为了切实的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中俄合

作双方按照国家实施本科教育的有关规定和外方实施本科教育的标准共同制定

了项目的培养方案。项目的教育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全面

引进俄罗斯本科教育标准和学术要求，并保证不低于俄方本科教育标准和学术要

求。合作双方主管教学的校级、院级领导和专业负责人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负

责指导和审核合作项目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及教学管理，对合作项目每一门课

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制定和修订。其中自动化和机械工程两个工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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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学年的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语言类课程、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从第三学

年起大量引进由俄方教师授课的该专业核心课程，俄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

核心课程,有利于开阔学生专业领域的国际视野，培养创新意识。俄语专业项目

从第一学年就开始大量引入外方教师授课，学生从入学就接受语言强化，加上系

统的俄语理论学习，使学生能真正成为国际化应用型的高水平俄语人才。

（二）打造良好项目硬件环境

为了更好的运行合作办学项目，学校指定国际教育学院负责项目各项管理工

作，学院下设教学管理办公室对项目教学进行专门管理。项目教学管理部门结合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管理实际，在原有全校教务管理系统基础上组织开发了中

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子系统，规范进行中外合作办学师资遴选、专业教师安排、

考务管理、成绩管理、教室实验室安排、教学督导、考务管理等各项日常管理工

作。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为项目打造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专业实验室、语音室、同

声传译室、情境模拟实训室、视听资源阅览室以满足项目教学需求。

（三）规范项目管理各项制度

为了项目教学的平稳发展，学校教务处和国际教育学院出台了一系列规范项

目运行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如：《长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

《长春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长春大学教学督导条例[教学质量测评]》、

《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师资库遴选办法》、《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教学大纲编写规范》、《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材引进及选用办法》、《长

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师资培训办法》、《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考试管

理工作暂行规定》等。制度和规定的建立，保证了项目运行过程的规范性。

二、严把师资关，优化项目教学队伍

项目任课教师的选择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优秀的师资是项目得以发

展，实现项目培养目标的必然保证。长春大学中俄合作本科项目的师资评聘一直

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意在以合作双方优秀的师资队伍推进项目实现又快又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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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评聘

根据长春大学财务管理制度，结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需要，学校制定了

《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师资库遴选办法》。遴选办法中规定项目选用教师

应具有高等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外方教师须持有相关教师资格证明。公共课任课

教师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具有硕

士以上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对满足基本要求的教师，纳入合作办学项目师资

库。选用课程任课教师时，将优先选择具有教学名师、优秀教师、教学测评优秀、

和获得教师大赛奖项的教师。自项目招生以来，中俄双方选拔、任用的项目教师

符合学历层次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良的标准。

（二）师资培训

为了建立一支高水平的项目师资队伍，学校制定了《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教师培训办法》及师资培训计划。根据双方合作协议每年提供一至两名专业

教师到俄方进修学习。外方也定期派遣专家教授到长春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和教师

培训。截止到 2014年底，学校已安排培训 70次，其中派遣 14人到外方进行专

题培训、进修学习。系列的讲座和培训为中方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增长理论知识

提供了机会，各种专业领域的学术讨论，为学校整体学科发展拓宽了视野。

三、确定教材标准，推进教材建设发展

中俄双方专业教师经过反复研讨，围绕培养方案要求和教学计划安排，按照

《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大纲编写规范》科学合理的制定了各门课程的

教学大纲，对于每门课程的课程内容、预期达到的目标都进行了细致合理的界定。

制定了《长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材引进及选用办法》，对于外版教材按照

制度引进及选用，根据使用效果进行评价和调整，确保选用适合项目的先进教材。

在目前项目里，中方选用教材全部为国家规划教材和高等教育优秀获奖教材；外

方授课的专业核心课程全部选用外方原版教材或外方该领域专家自编教材和讲

义。在教材的使用上，完全贯彻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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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角度评教，保证教学测评公正性

项目教学质量按照长春大学完善的教学质量监督体系进行评价。参照执行

《长春大学课堂教学质量与评价办法》、《长春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长

春大学教案编写规范》、《长春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长春大学教

学督导条例（教学质量测评）》、《长春大学学生信息员制度实施办学》等教学

质量标准和制度规定。合作办学项目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项目教学的全程监督，

双方校级、院级专家督导组将在学期中和学期末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听课、检查，

并做出评价，校级督导评价占整体教学评价意见的 30%，院级督导评价占 30%，

另外 40%由项目学生通过教学评价系统对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评价。经综合评价得

出的任课教师教学效果分数和评价意见，将作为教师聘任、教学评优、指导整改

和解聘教师的依据。每学期项目教师定期举行教学质量研讨会，广泛征集意见和

建议，并及时给予信息反馈。客观公正的教学评价提高了中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不断调整和改进项目教学方法，为项目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五、实践考试改革，实现多样考核模式

“教学评价的两个核心环节为：对教师教学工作（教学设计、组织、实施等）

的评价，即教师教学评估(课堂、课外)；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即考试与测验”。

①

课程考核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外合作双方研讨的重要内容

之一。目前长春大学中俄合作项目的课程考核摒弃原有普通高等学校以一次期末

考试作为课程最终评定结果的做法，最大限度的采用俄方院校灵活多样的考核方

式对课程教学和学习效果进行检验。如：教师在整个学期授课过程中将采取不定

期测试、专业小论文、口试、加入实践和实验环节分数、期末测试、平时出勤和

课堂表现等方式综合评定学生。

课程成绩多样化的考核模式，调动学生学习过程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杜绝了

学生等、靠、要的不良学习习惯，真正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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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求语言改革，服务项目长远发展

长春大学的中俄本科合作办学项目是中俄两国院校在三个专业领域的全全

联合，实现专业知识的无障碍对接才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真正引进。针对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普遍存在的学生语言水平达不到理解外方专业核心课程的问题，长春

大学中俄项目不仅设置专门俄语课程做必要的过渡，更与俄方语言学专家经过反

复研讨制定了一套专门针对项目学生的语言教学法——“多维度外语教学法”，

旨在从根本上达到提高语言能力的目的。在项目学生强化语言阶段，要求外语教

师，特别是具有母语背景的语言课教师，全面负责学生在词汇、语法、口语、听

力、阅读、写作、翻译等语言认知领域的指导与教学。它强调多维度、立体化、

全方位、综合性、一体化教学模式，外语教师要在授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和计划，

统筹安排学生语言学习的各个环节，并有针对性的设计符合所教授学生学习特点

的知识内容、操练步骤、习题、例句等。由于学生语言学习的全过程是由同一位

教师全面负责，所以要求授课内容的前后承接、难易程度、操练步骤必须要精心

设计、严谨有序、统筹规划。此教学法的熟练运用可以使学生系统的学习目的语

言，并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形成对目的语

言文化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从而解决困扰学生学习的关键语言问题。

长春大学中俄本科合作项目在教学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摸索有利

于项目发展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只要是对项目有利，中俄合作院校都会举全校之

力为项目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相信在双方院校共同努力下，中俄合作本科项

目将更具特色，经过专业培养的项目学生将达到项目培养目标的要求，真正成为

具有国际化视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能从事翻译、教

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国际化应用型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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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Undergraduate

Cooperation Program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Han Lingeng & Wang Jinling

Abstract：Changchun University has higher academic level on the major of

Russian. Since 2011, it has played its advantage to cooperate with two Russian key

Universities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which include three

undergraduate majo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formed a rigorou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through the practices and study of the

programs on their teaching management, recruiting and selecting of teachers,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xtbooks and materials, teaching assessment, examination

reform, etc.. At the same time, we actively introduc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of Russian partner universities, and adjust our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grams, so that th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efficiency has been

improved. It smoothly has made a complete Sino-Russian joint o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s. It will b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s practice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ograms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o

strives for a better teaching management method.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stud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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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高世全 叶 红 徐静涵 潘玉玲

（电子科技大学）

摘 要：本文介绍了电子科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举办的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

办学）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详细说明了构建该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构

架。分析了构成监控体系的各主要环节，提出了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除常规的内部

质量监控系统外，还应加强外部第三方权威教学评估机构的质量监控功能，利用外部质量监

控体系保障内部质量监控职能的有效实施，形成一个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对各

教学管理环节和人才培养过程的进行规范与约束。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外部监控；内部监控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内各种层次的中外合

作办学本科项目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随着办学的深入，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决策者们纷纷意识到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中外

合作办学的质量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绩。但总体来看，国内高校教育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普遍存在忽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本科教育办学目的和人才培养定

位的差别，沿袭单一的质量监控体系的现象。大多数工程类专业采用的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与评价标准不能与本专业国际化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定位相匹配，不

能完全达到质量控制的预期效果。教学质量监控缺少社会力量的参与，质量监控

大多局限于内部监控，忽略第三方权威机构、社会、用人单位、行业等社会力量

的参与，易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为达到培养高质量国际化本科工程类

人才的目标，急需建立一套符合中外合作办学工科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全面

实施对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监控。

一、电子科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举办的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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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于 2013年 9月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144名。该专业采用世界名校先进的教育理

念，融合双方专业优势，从传统的以教学为主的中国式教育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

的国际教育模式，旨在依托双方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世界 IT业和工程

界的优秀人才。目前本专业已报收三届本科生，在校生 600余名，初具规模。在

3年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在教学质量监控、课程体系建立、教学模式创新、教学

管理制度融合、教学成果积累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教学

效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目前，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正向教育部申请成立合作办学机构（JEI），

未来合作办学专业将进一步拓展，拟开办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在校

本科生将超过 1500人。如何将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打造成国内乃至国

际一流的专业，实现高品质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摆在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充分

认证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本项目的教学质量标准和质量监控方法，构建适合

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切实保障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是本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二、构建适合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一）制订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基本原则

1.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专业在国内学科排名位居第一，格拉斯哥大学的电子

与电气工程专业全英排名前五，在两校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学科优势地位的背景

下，作为电子科技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其目

标定位是力争打造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电子类专业，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

际竞争力的 IT业和工程界的优秀人才。

2.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依托格拉斯哥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其他国际一流高校

电子类人才培养模式，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格拉斯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和电

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有效融合，优化了课程体系结

构，从素质类、语言类和专业课程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改革，保障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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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养效果。

3.强化人才培养过程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注重过程控制，按照电子信息专业中英双方的

教学要求，由学术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包括外部质量监督员对教学大纲的制定和

实施、教材的选用、师资的配备、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性环节教学质量、教学内

容和方法的改革、考核方式和试卷质量等各监控点实施全过程监控。

4.融合教学管理制度

中英双方的教学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教学管理制度与规定（包括成

绩计算、学籍管理、考试管理等）在实际管理和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需协调和

对接的状况。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制定了统一的成绩认定标准、学生升降级规

定等学业、学籍管理制度，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本科专业的教学

管理体系。

（二）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成与特点

本项目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必须突破常规范畴，

符合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需求。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的特

点，结合本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办学的实际情况，我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初步建立

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如图 1所示。

1.我校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目标体系

（1）人才培养目标系统。其主要监控点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

式、人才培养方案、学科专业改造和发展方向等。（2）人才培养过程系统。其主

要监控点为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实施、教材的选用、师资的配备、课堂教学质量、

实践性环节教学质量、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改革、考核方式和试卷质量等。（3）人

才培养质量系统。其主要监控点为课程合格率、各项竞赛获奖率、创新能力和科

研能力、毕业率、学位授予率、考研率、出国深造率、就业质量、用人单位评价

等。

2.我校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组织体系

质量监控组织体系应由三级质量监控组织构成，根据其不同的管理职能，在

不同层面上实施质量监控。（1）学院管理委员会由双方校级层面牵头。（2）管理

委员会下设中英项目主任，由双方项目主任牵头，组建规划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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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顾问委员会。规划委员会负责基础及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学术委员会负责

对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决策，工业顾问委员会负责联系企业，指导实习、就业及

反馈人才培养质量。（3）学术委员会下设考试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成员包括第三

方考试审核人，负责评定试卷难度、评分标准、学生成绩构成是否合理等，以确

保考核评价质量。教师联席会、师生联席会定期召开会议，及时讨论教学和管理

中遇到的问题，对教学进行全过程控制。

图 1 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结构图

3.我校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方法体系

（1）权威机构评估认证。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本专业将接受教育

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学会(QAA)教学质量评估等，借助

目标监控辅助过程监控。（2）教学督导监控。学术委员会对所有教学活动、各个



140

教学环节、各种教学管理制度、教学改革方案等进行经常性的随机督导和反馈。

（3）教学信息监控。通过日常的教学秩序检查，期初、期中和期末教学检查，

同时利用师生联席会、教师联席会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中的动态问

题，搭建教学信息反馈和学生教学信息反馈等常规教学信息收集渠道。（4）评价

标准制定。对影响教学质量的诸要素和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积极认真规划、

检查、评价、反馈和调节，确定全方位的教学质量监控目标，同时确定符合本专

业特色的质量评价标准，使教学和管理工作有的放矢。

4.我校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管理体系

（1）制定教学管理制度。融合中英双方的教学管理制度，制定联合办学本

科项目特有的学业学籍、教学、考试、档案管理等相关规范、制度，形成一套完

善的教学管理制度体系。（2）制定教师聘任与考评机制。制定教师试讲与聘任规

范，建立健全国际化师资人才考核评估机制。（3）实行双导师制。以学生班级为

单位，配备中英双方的学术导师，加强对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业规划等方面的指导，

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4）强化听课制。实施中英双方项目负责人、学术委员会

和同行相结合的听课制，了解和掌握教师教学信息，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5）实施学生评教制。每学期通过网上评教的形式，由学生作为课程教学评估

的主体，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6）实施试卷第三方审核制，实行考教分

离，保障学生成绩的公正性与评价的客观性。

（三）中外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特点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质量监控体系由内外两部分构成，内部主要通过确

立教学质量监控的目标体系、教学质量监控的组织体系、教学质量监控的制度体

系、教学质量监控的方法体系来达到保障教育质量的目的，外部主要通过第三方

权威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和认证来实现。本专业作为中英合作办学的专业，其外部

质量监控除接受国内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外，还需接受英国高等质量保障署

QAA、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等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和认证，并通过用人

单位和社会的评价与反馈检验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特点，电子类专业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积极引入第三

方评估机构英国高等教育 QAA对本项目的教学和管理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的评

估，以达到以外促内的目的。利用 QAA评估的诊断功能，根据学科教学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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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分析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学生的成绩和学习

效果、学习资源和学生的支持、质量管理和提高等 6个方面的执行情况，促使学

院对总体管理水平、质量控制能力、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中英教师水平、学生综

合素质、中英团队的密切合作等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进行控制与完善。

按照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的专业认证规定，行业认证将在该专业第一届

学生毕业后进行相关的认证。本专业准备在 1年后第一届学生毕业时申请 IET

认证，在整个项目获得认证后，毕业生后可申请国际专业注册，使其在行业标准

和行业专业技能方面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我校与世

界在工程领域的对话和互认。

三、结语

我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电子类专业在实施高质量教学、培养高水平国际化人才

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教学质量标准和管理监控办法，逐步构建了一套适合中

外合作办学电子类本科专业的质量保障机制。教学质量监控系统的建立是一项长

期的和系统的工程，学院将根据本项目的自身的运行情况和发展趋势，遵循目标

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原则，制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使本中外合作办

学电子类专业走上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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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for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ajors of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

Gao Shiquan & Ye Hong & Xu Jinghan & Pan Yunling

Abstract: The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of UESTC and University of

Glasgow Joint undergraduate program: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stablis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ystem are proposed and the structure of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ajor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 is discussed in detail. It is proposed that besid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system,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function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system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introduce of foreign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s such as QAA and IET will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quality control of internal system for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program.Each

monitoring object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efficient mechanism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positiv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utputs for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ajor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

Key words: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on program;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ajors;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external system; inter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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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莫山昀 全艳芳

（广西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广西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摘 要：重视和创新实践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工程类应用型人才，越来越受到各

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普遍关注。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重视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充分

发挥实践教学在国际化工程类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应正确认识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中实践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深刻反思目前此类项目的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深层次原因，从而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深入探寻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实践教学的基本规律和主要内容，走出一条实践教学切实可行和科学有效的路子。在探

寻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实践教学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作用，综合本土化和国际化要求，

把“育人”和“育才”结合起来，树立能力本位意识，整体提高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扎实

做好智育和德育、理论和实践、素质和能力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实践教学；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探索

一、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实践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

实践教学是工程类专业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由教

师和学生主动参与，传承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实践活动，是培养国际化、宽口径、

高素质、强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基础。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实践教学模式，既具有

一般中外合作项目和其它办学模式的实践教学的共同特征，又存在着鲜明的工程

类专业的个性。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具有明显的创造性、综合性和集成性，充分

发挥此类合作项目的优势，必须要重视和创新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实践教学模

式，要实现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高度融合，要把“育人”和“育才”结合起来，这

是培养国际化工程类应用人才的核心环节。简而言之，就是要认真做到“一个本

位”、“两种素质”和“三个结合”，即严格以应用人才的能力提高为实践教学本

位，综合培养工程类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养，扎实做好智育和德育、理

论和实践、素质和能力的有机结合，达到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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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要求。

二、当前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本科实践教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多样化特征在人才需求中越来越明显，中外合

作办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才培养模式，对社会多样化的人才需求起到了必要及时

的有益补充，但在实践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中，中外合作办学，尤其是工程类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普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教学地位缺失

如同其人才培养模式一样，实践教学在系统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体系中的地

位一直模糊不清，整体认同感十分低下。在大部分师生中，对实践教学重要性的

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和整体高度的认识。在工程类专业

中，大部分师生普遍的认为实践教学就是一些模拟实践的应用性课程，甚至把计

算机机房里的上机操作当作实践教学。另外，由于当前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较

重，教师实践操作的时间十分有限，对实践教学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认识相对肤浅，

有部分教师虽然意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由于成本、时间、条件、环境、

基础等各方面的原因，普遍存在着观望、等待、敷衍等心理。

（二）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

在目前情况下，工程类专业的师资力量普遍低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

基本要求，随着高校专业扩张和规模发展，师资数量不足是整个高等教育一个十

分普遍而真实的现况。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教学师资的短缺就更加明显，通常一

个实验室仅仅配备一名实验教师，甚至是一名兼职的实验教师。除数量的短缺之

外，待遇问题也成为制约实践教学师资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践教学岗在大部

分高校属于教学辅助岗位，在薪酬、津贴、教学课时、科研数量等方面存在着地

位低、要求高的现象，很多实践教师岗从年头忙到年尾，做的事情多，付出的时

间多，但拿到的待遇很低，往往在企业挂职锻炼或学历职称提升后直接离岗，有

去无回。另外，大量年轻教师从高校（主要是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毕业后进入

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自身尚不能成为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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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

（三）实践教学条件较差

实践教学条件这里主要指实施实践教学所必需的硬件条件，包括校内和校外

两大部分。校内实践教学条件的薄弱主要表现在：（1）实验室和实训场地的面积

落后于现代工程类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周学时较少，不能满足教师在案例教学、

实务展示等方面对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许多

课程基本仍停留在“一支粉笔一本书外加一份 PPT”的传统教学模式上。同时限

制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机会。（2）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教学

实践的需要。现阶段的实习基地普遍存在着浮于形式的现象，一方面归因于当前

我国企业改制后管理者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可归因于在该领

域经费的投入、人力的投入以及感情精力的投入所限。许多校外实习活动（临时）

常常依赖老师们个人在社会建立起来的亲朋好友关系，勉强维持、勉强接受，通

常也被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层面或时间。校企间的合作相对缺乏实质内容，不管

在研发领域还是教学领域，是当前包括中外合作项目在内的所有办学模式所面临

的主要难题，也是国内外高校的主要差距所在。

（四）实践教学考核不够规范科学

首先，在当前教学形势下，除了学科竞赛等环节的考核相对规范之外，其它

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基本处于混沌状态，不仅不能满足实践教学改革的需

要，不能起到鼓励开展实践教学和鼓励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相反存在着

制约倾向。其次，实践教学计划仍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当前，在教学计划中，

尽管实践环节的教学课时已有较大提高，但除去一定量的停留在计划中的“名义

实习”课时后，实际可用于学生实践或动手操作的学时仍然不足。大量的公共课、

理论课仍占据了较大的学时比重。最后，实生实习环节的考核基本流于形式，实

习单位的书面意见和实习报告存在较大水分，学生实习质量监控基本上处于虚设

状态，实习效果较差。

三、创新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本科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重视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是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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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促进中外合作项目教学全面融

入世界先进的教学思想潮流，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提升实践教学的地位，按

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要求，将实践教学纳

入各级政府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的中长期发展的规划中去，提升实践教学的战略

地位，充分意识到实践教学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

首先，这是国际上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及时代要求。随着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深入发展，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应用技能培养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界的主流，

强化实践教学，不仅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生

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能否培养出“厚基础，真本领”的现

代人才的关键。同时，学生能否实现就业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也是

衡量一所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无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本身还是

教师学生，都应该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核心作用，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教学

实践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认真研究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从

教育的整体性、转型性的高度来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其次，这是中外合作项目的本质要求。中外合作项目，尤其工程类专业，其

本质是一种“应用型”教学，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教学的基本原则。提高中外

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就是要紧紧抓住实践教学这一核心环节，以体现时代

精神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观、质量观和教育观为先导，对实践教学的学科方向、

专业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进

行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创新改革，培养出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从而使其满足和适应新形势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创新和改

革实践教学，紧密结合社会实际需要，注重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工程类

中外合作项目应用型人才的质量，是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当代社会实

际人才需求的需要，是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一，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要求高度重视和创新实践教学。从根本上讲，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提高自身的

知识水平和就业能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并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注重创新的实践

教学可以满足学生当前就业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紧贴专业的时代发趋势，

将实践教学体系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在提高学生获得当前就业所需的必备知识

技能的同时，让学生获得继续学习与提高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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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本理论知识与基本应用技能，获得未来工作的专业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和创

新能力。第二，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社会科技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也

要求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内的本科教学及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和创新实践教

学。据一项专业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对口就业率整体上低于

60%，而国外对口就业率通常在 80%以上，很多专业甚至达到 100%，因此，在

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中，必须高度重视专业的教育与社会专业岗位的对接，把实

践教学作为学校教育与社会专业需求的有效连接纽带和核心环节。除此之外，社

会科技和经济发展会引起各产业各行业间及行业内部就业结构和技术岗位的相

应调整变化，实践教学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变化，与时俱进，教给学生未来岗位直

接需要的知识技能，加强与社会需要和岗位变化联系紧密的职业道德、学科知识

和操作技能的教育，以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二）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实践教学模式建设的主要内容

1.转变观念，提高实践教学的地位。每一种创新和改革，观念是先行者。创

新和改革工程类中外合作项目的实践教学模式，首先应该按照社会经济和科技的

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标准，把实践教学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来抓，从人

财物等各方面对实践教学进行综合和优先的资源配置，明确学科定位，优化专业

结构。充分意识到专业教育必须与当代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办学思

想、教育体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坚持“双向参与，互补互惠，共同发奋”的

理念，逐步建立起适应新时期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需要的实践教学模式。

2.以特色为目标，确定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工程类专业发展快、应用广，创

造性、综合性和集成性的特点明显，为了适用这些专业特点，实践教学必须紧跟

工程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步伐，以学生的能力为本位，强化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

培养，使毕业生具有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同时充分发挥

中外合作办学的资源优势和观念优势，积极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英语能力。工

程类中外作合作项目的实践教学，既不同于一般的本科教学和高职高专教学，也

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型教学，而是一种能力第一、创新第一，注重综合协调能力和

职业道德培养，把学生培育成具备“国际视野、技能扎实、创新学习、合作诚信”

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通常有社会活动实践、实验教学、实习教学、 毕

业论文（设计）和创新实践等五大板块，工程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应该深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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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专业核心能力”的能力本位教学体系，加大创新实践的教学量，以社会科技

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对实践教学的五大板块进行灵活设置，提高学生主动学习和

参与的意识，在工程仪器使用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工程现场分析能力、专业

综合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培养，全面提

高学生个体的心智能力。

3.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科学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及内容。课内教学、课

外教学和实践教学是一般教学计划的三大主要部分，针对工程类专业的能力本位

的特殊性，在教学计划中科学压缩课内教学时数，增加实践教学时数，科学增加

学生和教师的自由支配时间，紧紧抓住学生“毕业后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一主

线进行课程体系设置调整，突出熟练的工具性技能和必备的专业知识这两大重

点。对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在年级划分上做到统一规划，逐步深入，系统衔

接，从验证性的实践逐步过渡到启发性、综合性的、创意性的实践。在实践教学

以“做中学”为基本理念，严格落实“学生是主体，项目是载体”的任务式自主

实践教学的方式，综合“整体教学”和“个体教学”的优势，培优补差，既提高

整体的实践教学效果，又针对性地发掘能力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榜样教学。另外，

结合人才市场的需求情况，激发学生对专业实践的兴趣和动力，在教学计划中明

确提出了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至少取得一种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如一级建造师、质

量工程师等，并将其列入了教学计划，计入奖励学分。

4.加快改革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一支高质量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科学

的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对教师和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参与和精力投入有着重

要甚至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也是评估实践教学成果不可缺少的重要指标。加快改

革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可以从评价的观念、内容、标准、方法、手段、作用等方

面进行全面改革，全方位评价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探索建设一支高质

量的实践教学师资力量。首先，在学生层面，加强课堂实验、课外实习等各个环

节的管理和评价，实行指导老师全程负责制，对实验课、实习选题等方面实施规

范化管理，指导老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全程进行指导，在时间段上进行初、中、后

期的定期检查和过程中的不定期检查，规范各项实习实训程序和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结合技能考核，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确保学生实践能力得到全面训练

和提高。其次，在教师层面，注重实践能力的再提升，在考核上执行与学术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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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同的考核体系，制定鼓励实践教学的相关激励政策，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

外出进修、学习交流等方面对实践教学的教师提供一定便利，促进教师教育观念

转变，树立技能立教意识，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实践教学技能，在实践教学中发

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增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

设一支结构合理、与学校和中外合作项目办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5.大力引进国外优质的教学资源，建设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基地。引进国外优

质的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和核心所在，其中当然也包括实践教学环

节。可以充分利用国外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育观念、教育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利用外方相关专业教师来华集中授课、积极学生赴国外实习实训等方式，

加强校内和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给学生创造提高外语应用水平的环境和专业知识

技能实践的场所，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真正

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环境中进行实际应用，对增强和提高学

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团队合作的能力

都有很好的效果，有助于培养大批有竞争力的复合型、实用型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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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Model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s in Engineering

Mo Shanyun & Quan yanfang

Abstract:More and mor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s attach the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teaching and its innovation for cultivating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in cultivating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of engineer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properly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of the model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such cooperative programs and reflect deeply on the serious problems and

their underlying reasons in practice teaching. Only in so doing can we explore the

basic rules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and find the solutions for the

feasible and effective model for the teaching.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core fun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ability training into the whole educatio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together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

Key words:practice teaching;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running; probe

o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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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视角看工科类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

娄玉英

（沈阳工程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摘 要：文章以 A学院为例，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工科类合作办学学生对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实践教学（实验、实训）环节等三个方面做

出的评价。并就如何提高工科类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 键词：工科；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

一、研究背景

中外合作办学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

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的教育机构的活动，包括举办具备国家

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据统计，到 2013年，教育

部批复 71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从学科分布看，以文管类为主，其中经济管

理类约占 50%，外国语言类约占 20%，电子信息类约占 15%，艺术类和教育类

约占 10%，工科类只占 5%左右。由于工科类合作办学对实验、实训等基础设施

的投入要求较高，再加之对学生理论水平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双重培养，工科类合

作办学被普遍认为难度较大。

要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者都十分重视人才

培养的质量。A学院本身是一所以能源动力类为主的学院。2009年经省教育厅

批准，教育部备案，与加拿大某高校联合开展了动力工程，电力工程专业的合作

办学。本研究就是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以两个工科类专业合作办学的学生为研

究对象的。从学生的视角来思考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有哪些成功之处，有哪些

欠缺之处，这会有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者更加有的放矢地调整工作思路，以

进一步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更有效地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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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从文献检索来看，大多是研究者来自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协调部门和实施部

门，他们主要从工作实践出发，成果体现在研究者在工作中的所做、所思和所想。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以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的很少。笔者在阅读和整理

2002年以来的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 200多篇学术期刊中，只发现一例文献以学

生为研究对象的定量研究，北京大学的 08级博士生陈恒发表的《中外合作办学

学生学习满意度比较分析——以 Z大学中德合作办学“2+3”项目为例》，他主

要是做了合作办学学生在中、德两个校园的学习满意度差异研究，并提出了影响

差异的相关因素。笔者还没有发现从学生视角看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文

章，本研究将弥补这个空白。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在操作层面上，A学院为满足中外双方人才培养的需要，加大了课时量，特

别是英语教学的学时数。学生们的课业负担明显重于普通专业的学生，学生在毕

业时被授予中外双方高校的毕业证书。那么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师的

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校内实践（实验、实训）环节等方面做如何评价？学生的

评价是否符合中外合作办学者的初衷和预期目标？如果符合，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值得借鉴和推广？如果不符合，如何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定量的研究主要搜集用数量表示的资料或

信息，并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结论的研究过程。

本研究中，（没有标明总数）样本总量为 296人，问卷回收率为 100%。下面将分

别就学生的自然状况及学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做以阐述。

四、学生自然状况的调查结果

问卷中关于学生的自然状况主要包括：性别、所学的专业、生源地、高考志

愿的申报、对英语学习和对专业学习的兴趣等。

表 1展现了 A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在性别、专业、生源地和高考志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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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的分布。从性别上看，工科类的合作办学明显更吸引男同学，男性同学为

202人， 占 68.2%；而女性仅为 94人，占 31.8%。从生源地来看，71.3%的学生

来自城市。这可能是缘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学费与普通专业比较，学费将近是

普通专业的 4倍。因此，相对富裕的家庭背景也是学生选择合作办学专业的一个

重要考量因素。在高考的申报志愿中，有 241名同学选择合作办学专业为第一志

愿，占 81.4%。这个比例说明合作办学专业对合作办学的学生和家长有很强的吸

引力。这可能得益于合作办学专业是 A学院办学实力最强、就业前景最好的专

业。

表 1 A 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基本信息和高考志愿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2 68.2%

女 94 31.8%

专业

EET 144 48.7%

PET 130 43．9%

其他 22 7.4%

生源地

城市 211 71.3%

乡镇 40 13.5%

农村 45 15.2%

高考志愿的申报

第一 241 81.4%

第二 25 8.5%

第三 14 4.7%

其它 16 5.4%

表 2展示了学生对英语学习和对专业学习的兴趣。仅 33.8%的学生表示对英

语的学习有兴趣，44.3%的学生表示对专业学习有兴趣。这一结果令人担忧，一

方面是合作办学专业的英语授课或双语授课的比例远高于普通专业，另一方面专

业课中要引进英文原版教材，专业学习的难度也要高于普通专业。如果学生没有

兴趣，这对学生日后的学习是很严峻的挑战。

表 2的统计结果与在入学时 81.4%的学生选择合作办学专业为第一志愿似乎

也有一定的冲突。究其原因，可能是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有一定的盲目性，仅

是考虑了未来就业的前景，忽略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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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对英语学习和对专业学习的兴趣情况

程度 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没兴趣 63 (21.3%) 51 (17.2%)

一般 133 (44.9%) 114 (38.5%)

有兴趣 100 (33.8%) 131 (44.3%)

五、学生对工科类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学生对工科类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实践教学环节等。问卷中对教学内容及教学

方法的评价设计了16个问题、教师教学态度及教学水平的评价设计了 10个问题、

实践教学设计了 8个问题。下面将就这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评价

如表 3所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关的 16个方面，有 7个方面获得 50%

以上的认同（即：好或非常好），其中小班授课对学习的帮助获得的认同最高

（58.1%），接下来依次是参与课堂讨论的机会（56.5%）、教学内容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54.7%）、课程设置与未来就业密切相关（53.7%）、外籍语言教师对提

高英语水平的帮助（52.7%）、外籍语言教师对了解外国文化的帮助（52.7%）、

课上得到发言的机会（52.3%）。合作办学的学生班型为 20-30人（普通专业班型

为 40人），正是由于小班授课，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和课上发言的机会比较多。外

籍教师对学生的外语水平和了解外国文化很有帮助，学院要进一步加大外籍教师

聘请力度。

学生的评价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仅有一项教学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选择一般的比例为 29.4%，其余 15项选择一般的比例在 31.1%-43.6%之间。这表

明 A学院在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学生的

评价选择“没有”或者“很少”的比例较小，仅有两项不认同的比例超过 20%，

分别是远程教学对于专业学习的帮助（25%）、外籍专业课教师来我校集中授课

对提高专业和英语水平的帮助（20%）。根据合作办学协议，部分专业课安排外

方教师授课，一般是安排 3-5周集中授课。对不能来实地面授的教师，通过网络

的远程教学来完成。无论是面授还是远程教学，对 A学院来说，要停下所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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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教学任务，同时要支付较大的办学成本。但学生对此评价并不高。A学院应

进一步了解学生不满意的原因，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加大助教的配备力度等方

式，以保证教学效果。

表 3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评价情况（样本总数：296 人）

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没有 很少 一般 较多 很多

N % N % N % N % N %

1.教学内容丰富，满足

社会需求
14 4.7 27 9.1 128 43.2 74 25.0 53 17.9

2.课程设置与未来就

业密切相关
11 3.7 27 9.1 99 33.4 98 33.1 61 20.6

3.教学方法受到普遍

欢迎
15 5.1 27 9.1 129 43.6 78 26.4 47 15.9

4.教师在教学中引入

学科前沿或专业最新

发展信息

8 2.7 30 10.1 110 37.2 93 31.4 55 18.6

5.教学内容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
14 4.7 33 11.1 87 29.4 109 36.8 53 17.9

6.中方教师使用双语

教学对您的帮助
22 7.4 29 9.8 101 34.1 86 29.1 58 19.6

7.外籍语言教师对提

高英语水平的帮助
14 4.7 33 11.1 93 31.4 95 32.1 61 20.6

8.外籍语言教师对了

解外国文化的帮助
11 3.7 36 12.2 93 31.4 88 29.7 68 23.0

9.中方语言教师对提

高英语水平的帮助
18 6.1 32 10.8 100 33.8 91 30.7 55 18.6

10.中方语言教师对了

解外国文化的帮助
19 6.4 40 13.5 104 35.1 78 26.4 55 18.6

11.远程教学对于专业

学习的帮助
32 10.8 42 14.2 110 37.2 65 22.0 47 15.9

12.外籍专业课教师来

我校集中授课对提高

专业和英语水平的帮

助

20 6.8 39 13.2 92 31.1 88 29.7 57 19.3

13.小班授课对学习的

帮助
13 4.4 18 6.1 93 31.4 109 36.8 63 21.3

14.参与课堂讨论的机

会
12 4.1 24 8.1 94 31.8 108 36.5 58 19.6

15.课上得到发言的机

会
8 2.7 28 9.5 105 35.5 99 33.4 56 18.9

16.外籍教师授课时数 15 5.1 38 12.8 109 36.8 81 27.4 5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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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方面的评价

如表 4所示，在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相关的 10个方面，获得认同或非常认

同的比例很高，其中最高的是“教师教学信息量”（74%）最低的是“教师批改

作业及问题反馈”（64.9%）；学生的评价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小，10个方面选

择“一般”的比例都在 20%-29%之间；学生的评价选择不认同（“差”和“很差”）

的比例非常低，10个方面选择“一般”的比例都在 3%-7%之间。这得益于 A学

校对合作办学专业任课教师选聘的重视。一方面学校对合作办学专业任课教师有

明确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讲课费的计算上，学校也给合作办学的工作量乘了系数。

这也是对老师辛苦付出的激励。

表 4 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方面的评价（样本总数：296 人）

教师教学态度及教

学水平

很差 差 一般 好 很好

N % N % N % N % N %

1.教师的敬业精神 9 3.0 7 2.4 67 22.6 115 38.9 98 33.1

2.教师的学术水平 8 2.7 7 2.4 66 22.3 112 37.8 103 34.8
3.教师备课 5 1.7 4 1.4 74 25.0 112 37.8 101 34.1
4.中方教师的英文水
平信息

7 2.4 8 2.7 77 26.0 113 38.2 91 30.7

5.教师采用多媒体技
术辅助教学水平

8 2.7 10 3.4 66 22.3 104 35.1 108 36.5

6.教师教学信息量 9 3.0 5 1.7 63 21.3 123 41.6 96 32.4
7.教师与学生的沟通
互动

8 2.7 10 3.4 80 27.0 107 36.1 91 30.7

8.教师批改作业及问
题反馈

7 2.4 11 3.7 86 29.1 110 37.2 82 27.7

9.教师了解学生需
求，并乐意帮助学生

9 3.0 11 3.7 62 20.9 121 40.9 93 31.4

10.教师得到学生们
的认同

9 3.0 10 3.4 73 24.7 111 37.5 93 31.4

（三）学生对实践教学（实验、实训）方面的评价

如表 5所示，在与实践教学（实验、实训）方面相关的 8个方面，获得认同

（即好或非常好）比例不高，仅有一个方面“实践教学对提高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的影响”选择一般的比例为 38.5%，其余 7项选择一般的比例在 44%-5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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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内容和现场需求结合程度”选择一般的比例为 23%，其余 7项选择一

般的比例在 12%-18%之间。

实验实训环节是工科类人才培养的重要考量方面。通过学生的评价不难看

出，学生对实践环节并不满意。

表 5 实践教学（实验、实训）环节方面的评价（样本总数：296 人）

校内实践（实验、实训）

环节

很差 差 一般 好 很好

N % N % N % N % N %

1.实践课教师工程实践经
验

3 1.0 365 12.2 147 49.7 64 21.6 46 15.5

2.实践课教师给予学生指
导情况

7 2.4 45 15.2 140 47.3 59 19.9 45 15.2

3.实践课安排的学时合理
程度

1 0.3 34 11.5 156 52.7 57 19.3 48 16.2

4.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及
方法

信息

4 1.4 42 14.2 138 46.6 65 22.0 47 15.9

5.实践教学内容和现场需
求结合程度

9 3.0 58 19.6 131 44.3 61 20.6 37 12.5

6.实践教学对提高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的影响

13 4.4 38 12.8 114 38.5 90 30.4 41 13.9

7.实践教学的总体效果 2 0.7 23 7.8 130 43.9 95 32.1 46 15.5
8.实践教学对未来就业的
帮助和针对性

2 0.7 36 12.2 150 50.7 66 22.3 42 14.2

六、研究结论

经过初步的定量统计，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来回答文章研究的问题。

首先，工科类合作办学的实践教学方面，在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我

们深切地体会到外方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大多数外方教师有企业的工作背

景，与企业关系密切。外方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

学生的动手与实践能力优于中方。由于学生在读书期间通过工程实践、毕业设计

等环节，得到了企业的认同和充分了解，学生深受企业欢迎。

要从真正意义上改进实践教学，不仅仅是加大投入、增加实验设备套数那么

简单。改进实践教学的根本在于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外方教师一般有较丰富的



158

工程实践背景，能将知识的传授与解决实践问题浑然融为一体。而中方教师相对

而言，工程实践的经历较少，更倾向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如此看来，提升教师的

工程实践能力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其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在合作办学过程中，由于国内外高校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中方下决心大幅度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但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特别是教学语言的差异带来的挑战，全盘照搬国外人才

培养方案并不现实。为了学习和领会外方教学方法的精髓，中方尝试邀请外方专

家来示范教学，但并没有得到中方学生的认可。

在我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更习惯于系统的讲授理论知识，缺少前沿性

和批判性，更缺少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也习惯于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的学

习方式。相对而言，外方高校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

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学校应积极鼓励中外双方教师的交流和互动，共

同切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最后，教学态度和教学水平方面，与前两个方面相比，在教学态度和教学水

平方面，学生的总体评价最好。这与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视和任课教师的全

身心投入是密不可分的。与普通专业相比，合作办学专业教师既要谙熟中文教材，

又要吃透大量的外文参考书目。这就要求教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也要

求教师的奉献和钻研精神。学校在合作办学教师的工作量计算上有一定的倾斜政

策。但要保证合作办学专业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学校应正式出台一些文件，比如：

合作办学专业任课教师选聘办法、合作办学专业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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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College A as an example, us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alyze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faculties' teaching

attitude and capability, and practical skills. And it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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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马天尊

（大庆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摘 要：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借鉴国外教育理念，引进国外优质教

育资源，但这是一个总体指导思想，并未对培养人才的规格和目标提出具体要求，导致部分

高校在具体的合作办学实践中，虽然引进了国外的教师、教材等有关教育资源，但在教育理

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真正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本文针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培养人才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

案的组织实施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别于普通本科教学项目，突出中

外合作办学的特点和特色。

关键词：合作办学；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办学特色

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站

在国际教育背景下，借鉴国外教育理念，是一个总体指导思想，《教育部关于当

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要密切

结合国家、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以及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开展

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做到四个‘三分之一’”。

这个指导意见，并未对培养人才的规格和目标提出具体要求，导致部分高校

在具体的合作办学实践中，虽然引进了国外的教师、教材等有关教育资源，但在

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等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真正实现中外合作办学的

人才培养目标。

究竟怎样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培养出来的人才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怎样？实际操作需要把握什么？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认真探讨。

一、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怎样的人？达到什么标准？总体上说，必须把握两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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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突出“中外合作”的特点，第二，培养的人才要具备“面向国际化”的综合

素质。

因此，不仅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有比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扎

实的外语基本功，而且要注重培养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成

为具有跨国文化交流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人才。

（一）具备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化思维能力

国际视野就是指具有国际眼光或国际视角，站在全球或更广阔的角度上观察

事物，探索规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产品、市场、人才、技术、

创新能力等都在飞速变化，必须跟上国际前沿领域的发展变化，更要用国际化思

维模式，研究和判断这些变化规律。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所培养的人，就要有国

际化意识和胸怀，有一流的国际化知识结构并达到国际化水准，站在更高、更广、

更前沿的角度，学会运用国际化思维模式，审时度势，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

机遇和争取主动。

（二）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交往的基本能力是外语语言能力。我国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外

语已成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工具，只有掌握了这个工具，才能为充分交流奠定基

础。同时，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掌握并熟悉世界各国家的文化、法律、风

俗习惯，也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三）扎实的专业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放眼世界，掌握世界前沿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具备融汇

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的能力。

（四）全面的综合素养和综合能力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道德修养，具有快速学习能力，勤于思考

并善于发现问题并富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162

二、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一）课程设置及课程定位

按照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设置国际化课程。包括语言国际化课程，加大外

语学时，加大语言学习和训练强度，切实采取外教与中教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

学生熟练运用外语交流和沟通；视野国际化课程，了解国外多元文化，让学生用

国际视角看问题，思维模式国际化，实现中外文化融会贯通；岗位应用型课程，

针对未来工作岗位需要，结合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发展，重点安排国际、国内前

沿的理论和专业课程，同时，注重加入培养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的课程。

（二）专业知识和能力体系

专业知识是指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的知识。一般来讲，能力的基础

是知识。只有扎实的系统的专业知识，才能上升到具有较强的能力层面。因此，

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知识体系要相对完整、全面，不能零散，不同专业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要结合国际上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结构，科学设计人

才培养方案，达到所培养的学生具有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

（三）国内、外教学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有机衔接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求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要有一定数量的外籍教

师授课，要引进国外教材等，这就要求必须科学合理安排中教、外教教学课程、

教学时数以及所讲授的内容衔接，确保知识和能力体系相对完整，做到不零散、

能衔接、成体系。

（四）学习时间及学习进程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计划基本上是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三段式加上社会实践（实习），这里要注意科学安排引进课程、共同开发课程、

以及按照学生的特点和实际岗位所需要的应用课程的比例，注意课程类型学习的

先后顺序，注重校本课程、选修课程的结构和数量配比。

（五）评价要点及评价体系

评价对于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

秩序，提高办学质量，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教育部制定了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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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案，在管理体系、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师资队伍、教学组织、社会效果

等方面进行评价，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化，保证了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

本身也要按照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对照每一个要点和每一个环节，认

真开展自评，确保培养质量。

三、项目的组织和实施

（一）教学内容的“中外融合”

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教学内容、原版教材以及相

关教学资料等，一定要进行“消化吸收”，尽量做到课程内容“本土化”，做到借

鉴国外原版教材或教学资料的先进性并加以改进，或者将国外原版教材或内容作

为补充，融合到国内教学计划中来。

（二）教学模式的引进和借鉴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必须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加大创新实践，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教学模式，一般情况下，案例、研讨、课程论文、演讲、观点

陈述、学-做-学等教学模式，都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值得国内高校借鉴和学习。

学校可以采取小班化教学、外语语言特别强化、双语互动式教学、多种形式的评

价考核等，融合、创新教学模式。

（三）教学过程的跟踪监控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过程中，学校要根据培养目标，制订有效的过程控制

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和工作制度，包括：教师配备、课程体系、课堂教学工作、

毕业设计工作、试卷命题、教学质量分析、实践教学工作等，采取跟踪评价、及

时反馈，注重不断完善，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形成教学质量监控系统，

确保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有序运行。

（四）中外教师的密切配合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引进

高水平的外籍教师，带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丰富的教学手段和严谨的

工作作风，从而达到传授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的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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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中外教师的有机配合，一般讲，基础理论课程、实验教学部

分由中教负责，有关前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由外籍教师任课，外籍教师一般

采取互动和启发、研讨等形式，学生愿意接受和参与，教学氛围较好，有利于提

高教学质量。

四、突出办学特色，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选择性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要求，高等

教育要把握国际化发展大趋势，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拓展国际化办学视野，采

取强强联合的形式开展合作办学。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要理清在国际

化背景下，必须回答好怎样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学生，为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服务的问题。因此，结合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才特点和专业需求，

结合本学校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实际，有选择的与国外应用技术大学进行合作办

学，确保与区域经济结构有较高的匹配，同时彰显本学校的学科和专业特色。

（二）以凸显国际化为特色，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要培养学生国际化，首先要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语言能

力，加大力度持续强化外语教学，采取课上“大密度、不断线”，课下“重培训，

修文化”等多种形式，达到了解文化、顺畅交流的目标。同时，结合专业实际，

开展“小组研修、项目驱动、模拟训练”等实践教学，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形成

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三）以注重创新能力培养为突破口，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中外合作办学，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更加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富有社会责

任感的人才。在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要培养学生具有“中西合璧”的创新思维，

能够提出问题，并且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知识结构方

面，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课时安排上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实践活动和自主学习，例如对于

综合能力的培养，将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让学生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交往

能力，教学过程要把最新的学科进展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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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使之成为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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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Talent Training Problem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Ma Tianzun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plicitly requires the China- foreign

cooperative projects to learn from foreign educational ideas and domesticly introduce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but this is a general guiding principle, not

involving the specifications for the target of talent training , which results in that

although some universities introduced foreign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omethings related in the reality on running schools, they didn't realize the aims of

talent training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ideas, educational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here i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n the terms of the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owned by

talent, the training aim of tal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n the aspect of the China- foreign cooperative projects, which

makes China -foreign cooperative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gular undergraduate

teaching project and highlights SFCRS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training objectives, training

programs;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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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文化冲突与融合

金维才 秦 琼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衡量中外合作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关

键，是人才培养的生命线。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外合作办学双方的教学文化存在着冲

突，主要包括：教学观念文化的冲突、教学实物文化的冲突、教学制度文化的冲突。这些冲

突通过中西方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管理、

教学评价表现出来。生活哲学的世界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秉持重创造、过程、

个性、差异的生成性思维，为调和中西方教学文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野。这种世界观下的

教学文化，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性人才为教学目标；追求师生间平等的交往；以现实世界

共同的问题为教学内容；采用一种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注重教学评价的多元化，能够有

效的促进中西方教学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教学文化融合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也是

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

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收对象的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国教

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蓬勃发展，逐步由依法办学、规范管理阶段走向注重

质量建设阶段。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也由宏观层面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管

理、如何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转移到中外合作办

学的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微观层面上来。质量建设的核心是人才培

养。人才培养是衡量质量建设的标准。大学的根本是培养人才。大学之所以称为

大学就在于培养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专门人才，否则就不能称为大学而称为科

研机构或其他文化机构。②无论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推进教育的国际化，还是

①
林金辉,刘志平.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和引导[J].江苏高教,2007(6).

②
潘懋元.从“回归大学的根本”谈起[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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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

在培养通晓国际事务、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上。人才培养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

重点，关乎中外合作办学的成败。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

是人才培养的生命线。教学的质量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教学文化及其冲突

教学离不开文化，文化与教学相伴随。教学是文化的载体，肩负着传播、选

择、创造文化的使命，文化是教学的内容，教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学文化是

各教学主体，包括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相

对稳定的教学价值观念、教学活动方式、教学管理制度，是支撑和推动教学行动

和教学过程的深层心理和精神力量。目前关于教学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

文化的意涵、文化传统与教学、文化变迁与教学、教学中的文化冲突与适应、多

元文化与教学、网络文化与教学等六个方面。①

关于教学文化的冲突，有的学者认为教学文化冲突有三种存在方式，即教学

文化与社会文化间的冲突、不同教学文化间的冲突、教学文化内部的冲突。②还

有的学者认为：“观念冲突是教学文化建设中的显著特征，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

式：观念间的冲突，观念与制度的冲突。”③教学文化的冲突既有纵向的时间上

的冲突，它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发生的冲突；也有横向的空间上的冲突，它是随着

外来文化的输入而带来的冲突。

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冲突主要是一种横向的冲突，是中西不同类型教学

文化间的冲突。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者来自不同的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所处

的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环境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特点、各具特

色的文化。总得来看，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可归结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

大文化阵营之中。这两大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梁漱溟先生在《中西文化及其哲

学》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则意欲向前。

④钱穆先生认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如安、足、静、定和富、强、动、进的

①
肖正德.教学的文化研究：价值、进展、方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7(4).

②
王爱菊.教学文化冲突初探[J].当代教育科学,2009(15).

③
李志超,于翠翠.教学文化建设中的观念冲突与制度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15(4).

④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 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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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区别；东方文化以德为本，西方文化以物为本；东方文化重视家庭本位，西

方文化重视个人本位。①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统一；西方近代文化则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

和对抗。②这些不同特点的文化一经形成，便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在此

文化中的教学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文化。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的课程、教材、师资、教育教学方法、管理经验的同时，

也将带来国外的教学思想、教学观念。不同的思想、观念一经相遇，必将会发生

碰撞、冲突，由此产生教学文化的冲突。

二、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的表现

文化有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通常人们把文化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

度文化三个层面。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一文中提到，文化主要

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思想意识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文物。是指思想意识的物化。第三层是

制度、风俗、思想观点凝结成的条例、规矩等。③这里加以借用，把教学文化分

为：教学观念文化、教学实物文化、教学制度文化。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文化冲

突，主要是指东西方教学观念文化间的冲突、教学实物文化间的冲突、教学制度

文化间的冲突。它是一种共相的、空间上的冲突。

（一）教学观念文化的冲突

教学观念文化是指，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教学的认识和看

法，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主要包括教学的目的观，师生观等方面。

1.教学目的观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

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国文化主张顺应自然，是一种静态的文化。在这种

文化下，知识被看作静止不变的，教学的目的就是把已有的知识传授给人们。西

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知识被视为变化发展的，教学的目的

①
钟海.钱穆的中西文化观[J].学术论坛,2004(6).

②
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J].理论月刊,1986(7).

③
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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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会人们发现知识、创造知识。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是家庭本位，这

种家庭本位扩充开来就是一种社会本位，既强调人的共性，重视国家和集体的利

益。因此，教育被视为国家统治、社会发展的工具。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无不是这种思想的反应。西方是一种

个人本位的社会，尊崇个人的自由。教育是发展人的手段，认为“人只有接受了

教育才能称其为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两种不同的教学目的交

织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碰撞，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目标的定位模糊不清。

2.师生观

中国文化历来尊师重道，天、地、君、亲、师，教师往往是圣人的化身、社

会道德风尚的楷模，具有很高的地位。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老师，

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中国文化把知识视为固定不变的，那些掌握知识

的教师就成了智慧的象征，有着绝对的的权威。那些不知或是知之甚少的学生则

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中国文化讲究顺从，学生的平等观念，反抗意识淡薄。由此，

在中国的教学中，教师处于绝对的中心，控制着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很少能参与

进来，往往形成一种专制的师生关系。在西方文化中，教师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教师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如古希腊的智者。西方文化认为知识是不

断变化的，教师并不见得比学生懂得的多，正所谓“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教师

往往和学生一起去探讨知识、发现知识。并且西方文化向来推崇个人的平等和自

由。正如洛克所说：“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

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和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

从属和控制关系，除非他们全体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昭示他的意志，将一人置于另

一人之上，并以明确的委任赋予他不容怀疑的统辖权和主权。”①因此，在西方

的教学中往往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积极参与到整个教学中来，教师引导学生去发

现知识、创造知识，往往形成一种民主的师生关系。

（二）教学的实物文化的冲突

教学的实物文化，是指教学思想观念的外化，它通过一定的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教学形式表现出来。

1.教学的内容

①
龚孟伟,李如密.论当代教学文化的形态与功能[J].课程•教材•教法,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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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顺应自然。这种状态下的知识是静

止不变的。教学就是传授前人已有的知识。纵观古代的教学内容无非是一些儒家

的经典教义。可谓是“六经著我，我注六经”。并且当时社会分工不明，没有形

成专门的学科，通常“半部论语治天下”，人们只需要掌握这些已有的知识就能

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中国文化以德为本，注重人的内在德性的修养，教学的内容

多是一些人文学科。中国文化强调社会本位，要求个人要服从国家集体的利益，

人的个性受到压抑，课程的设置是为了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带有浓厚的功

利主义色彩，比如目前我国高校中的两课。在教材编排上重视知识的逻辑性和系

统性。教材的编写条理清晰、章节分明、教材内容多是一些概念性的知识。

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征服自然。这种状态下的知识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教学是要教会人们发现新的知识。西方的教学内容往往

是一些实用性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被分成不同的部门，产生了不同的

学科。西方文化以物为本，倾向于物质上的追寻，教学的内容多是一些自然科学。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本位，人的个性得到了伸张，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设置各种

各样的课程，满足学生的兴趣特点。比如哈佛大学的选修制。教材的编写系统性

不强，多是一些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和案例。

2.教学的方法

中国文化把知识视为静态不变的，教学就是要把这些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

生。教师闻道在先，是知识的化身，有着绝对的权威。中国文化是一种家庭本位

扩大化的社会本位，学生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中国文化讲究和谐缺乏竞争，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由此，传授法历来在中国的课堂上备受欢迎。试看一下当今

的大学课堂：教师站在讲坛上照本宣科的读着课件，学生零散的分布的教室四周，

或低头玩手机，或做着其他的事情，即使少数的学生在认真听课，也只是在记着

笔记，整个课堂缺少互动，死气沉沉。这种教学方法把学生当做接受知识的容器，

是一种物化的教育。长此以往必将成为人才培养的桎梏。

西方文化视知识为动态发展的，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发现知识。教师往往扮

演者引导者、协助者的角色。并且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尊崇人的平

等和自由，师生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加上西方文化讲究竞争，学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较高。由此，西方的教学方法多采用发现法，教师给学生布置任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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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充分尊重学

生的主体性地位，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这种教学法要求学生有着较强

的学习能力。虽然被广泛的应用到中外合作办学中来，但能否真正适合中国的学

生值得商榷。

3.教学的组织形式

中国文化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文化，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突出人

的共性。这种文化下，班级授课制备受欢迎。它把学生聚集在同一个教室之内，

传播普世的价值，通用的知识，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同时中国文化追

求和谐统一，是一种求稳的文化，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也便于管理和控制。西方文

化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追求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突出人的个性。这种文化下

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一种小班制。它能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特长，因材施教。同

时西方文化崇尚竞争，如果班级的人数较多，必然难以管理、引发混乱。而这种

小班制组织形式恰恰能克服这一缺点，还能激发出学生的良性竞争。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和项目大多采用这种小班制。这一外来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教学组织形式，

如果不加以改造，盲目的加以引用，亦将会带来教学文化的冲突。

（三）教学的制度文化的冲突

教学的制度文化是指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的规则、条例、制度等，它是教育

思想观念的凝结，主要包括教学的管理制度和评价制度等。

1.教学的管理制度

中国文化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文化，尊崇外在的权威。从教字的构成来看，在

甲骨文中，教字描述的是有人在旁执鞭演卜，强使儿童学习的情景。这种教学管

理文化是一种外在控制性的文化。控制性教学文化把教学设定为传递客观知识、

成人社会价值观和成人社会规范；通过教学实现对既有社会秩序规范的维持和复

制；使教学成为围绕教材设定的知识和预设好标准的程序性操作，成为来自学生

与教师主体外在强制的教学文化。①这种教学管理文化，不仅压制了学生的个性，

也没有给教师参与教学管理留有一席之地。另外，中国文化重人治轻法治。这使

得教学的管理权力集中在少数行政人员的手中，他们有着巨大的权力，控制着整

个教学的运行，教学管理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这种行政权利的泛化在当今高校

①
龚孟伟,李如密.论当代教学文化的形态与功能[J].课程•教材•教法,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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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突出。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推崇人的平等与自由。教字一开始

就有引出、导出之意。由此，形成了民主型的教学管理文化。这种教学管理文化，

据学生的发展需要设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制定评价方式，并

且随着教学的进行，不断的完善和调整。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学校的教学管

理，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另外，西方文化重视法治，整个教学管理有

着完备的法规、制度，各权力主体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2.教学的评价制度

中国文化坚持社会本位，强调人的共性，这就使得教学评价的标准，评价的

方式整齐划一。中国文化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认为知识是固定不变的，学习的目

的就是掌握知识。因此，教学评价的标准就是知识的掌握程度，并用一种静态的

分数来代替。同时，中国文化崇尚权威、尊师重道，以权威性的考试作为评价方

式，并且评价的主体单一，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一种重视结果的评价，这

一评价方式使得教学产生了异化。本该作为检测教学效果手段的考试，却成为了

教学的中心，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使用都围绕它进行

设计。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怎样考就怎样教。

西方文化坚持个人本位，强调人的个性的伸张，并且西方文化是一种动态的

文化，认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教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发现知识，获得学习的能

力。因此，教学评价的标准呈现多元化，能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特点做出评价，

教学评价的方式多样化，重视过程评价。西方文化主张自由、平等，因此不存在

绝对的权威，教学评价的主体多样化，既有教师的评价，也有学生的评价、还有

第三方的评价。这是一种过程性评价，在尊重学生个性特点的同时，能调动各方

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融合

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类型教学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共相

的、空间上的冲突。由于文化的保守性，当两种不同的教学文化相遇，必然会相

互对立和相互抵牾。然而，文化同时还具有适应性，这一适应性表现在不同文化

间能够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全盘否定或全部吸收，

都不是正确解决文化冲突的方法。正如钱穆所言：“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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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

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

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

文化。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

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
①

“教育及生活”，无论是西方的教学文化，还是中国的教学文化都植根于现

实的生活世界中。教育为了生活，教育依靠生活，教育在生活中，教育培养生活

中的人。生活中的人是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人，是知识和能力协调配合的

人，是既能生存又能生活的人。纵观西方的教学文化，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教育，

缺少人的色彩，反观中国的教学文化，虽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教育，但培养的是异

化了的人。它们是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与生活的世界观大相异趣。生活

世界观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创造反预定；重关系而非实体；重个性、差异和具体，

反中心、同一和抽象。
②
其秉持过程、创造、个性、差异的生成性思维，能够有

效的吸收中西方教学文化的精髓，为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

角。生活世界观下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是一种生成性的教学文化，它以培养

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崇尚一种平等交往的师生关系，以现实生活的问

题为教育内容，采用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一）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目标

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事务的创新型人才。创

新型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如果抱守残缺、偏于一隅恐怕很难会有创新。

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本位的、以德为本的、先知后行的文

化。西方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个人本位的、以物为本的、先行后知

的文化。两种文化相互区别、各有特色。生活世界观下的教学文化，坚持人的自

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同一，认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以

生活为本位，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既教给学生生活的知识，也培养学生生

活的能力；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的统一；培养的是知情意行统一、

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能有效的调和中西不同的教学文化。

①
钟海.钱穆的中西文化观[J].学术论坛,2004(6).

②
李文阁,于绍平.生活世界：人的自我生成之域[J].求是学刊,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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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交往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的教学文化，强调师道尊严，教师具有较高的地位，学生处于被支

配的地位，师生间关系极不平等，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西方的教学文化，

虽然强调师生平等，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却存在忽视教师作用的倾向，教师

只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生活世界观下的教学文化以人为本，注重发挥教师和学

生双主体的作用，认为教学是师生间交往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师生双方是

一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这种主体间性通过师生间的交

往来实现，在交往中师生都是主体，是彼此相互关系的创造者，通过相互关系的

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
①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

人的主体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

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

迪其自由的天性”。
②
师生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彼此间

进行情感交流，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与共同发展。

（三）以现实世界共同的生活问题为教育内容

许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往往以引进原汁原味的国外课程和教材为自

己的优势。然而，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社会发展状况各有差异，

从异国引进的优质教育资源，也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西方的 MBA 课程注重

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本位，讲究亲情、关系的社会，

西方这样一套规则恐怕很难适应。生活世界引导学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以及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并指导学生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和疾苦，并

教导他们了解和热爱世间万物，养成一种与人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良好品质和

体谅关心他人的情怀。
③
生活世界观下的教学内容，以当下世界的共同问题为中

心，把每个问题通过专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找寻解决问题的

方法，并讨论、交换不同的意见。这些共同的问题，涉及到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

既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有生态的。多个专题组成一门学科，不同的学科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问题。

①
冯建军.以主体间性重构教育过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②
雅斯贝尔斯,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3.

③
金维才.高等教育的生活哲学新探[J].现代大学教育,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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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

中国的教学文化，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受

到压抑。作为主体的教师更像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作为客体的学生则像一个知

识的接收器。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被“填鸭般”地灌输一些所谓有“营养”

的东西。西方的教学文化以学生为中心，主张做中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强，

但这也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影响到以后的发展。生活世界观的教学文化重

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创造性。生活世界观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学

生是有主体性的人，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生活世界观下的教学过程重视

学生的主体性，积极引导学生自我建构。差异性是人与人之间的标识。生活世界

观下的教育，认为每个人的智能各有特点，学生可能在某一方面、某两方面特别

突出。因此，在教学过程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根据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

创造性是知识和社会发展的生命。生活哲学的教学过程重视培养学生的发现精

神、批判意识，时刻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已”。

（五）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中国的教学文化，强调外在的权威和学生的共性，因此教学评价单一，主要

是一种结果性评价。西方的教学文化尊崇民主和学生个性的伸张，因此教学评价

方式多样，是一种过程性评价。从当今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来看，它们大

多采用的是西方的那一套评价模式。由于东西方学生学习风格的差异，这一标准

将很难有效的对中国的学生作出评价。生活世界观下的教学文化，能有效的吸收

两者的长处，采用一种多元化的评价模式；在评价主体上既有教师的评价、学生

的评价、第三方的评价，但是所占的比例应有所差别，应主要以教师的评价和第

三方评价为主；就评价的标准来说，生活世界观重视人的个性和差异性，因此评

价标准应该多样化，设置不同能力的考核标准；在评价方式上既有诊断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也有结果性评价，三者配合使用；此外，还建立了有效的反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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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lict and Cntegration of the Teaching cultur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running

Jin Weicai & Qin Qiong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s the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running. As the lifeline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teaching is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ing culture, which mainly include: the conflict of teaching ideas culture, the

conflict of teaching material culture, the conflict of teaching system culture. These

conflicts include: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ubject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hey ar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 The world view of life

philosophy is a new development of Marx's philosophy, and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eaching cultur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eaching culture. This world view of teaching culture in order to develop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real world common problems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the use of a

heuristic approach to teaching; focus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eaching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the conflict of teaching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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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外合作办学的跨文化适应策略

——以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教学模式为例

高世全 余知倚 王迎化

（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跨国高等教育，由于中外高校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存在

差异，中方高等教育机构在与外方合作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跨文化适应问题。本文以格拉斯

哥学院作为个案研究，分析学生对合作办学教学模式的适应情况，探讨如何创造良好条件和

环境，提高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适应；格拉斯哥学院；教学模式；个案研究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质是引进国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包括引进国外高

校先进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及师资力量。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充

分利用国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首要条件是能够适应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交融的

教学模式。近些年，文化适应性作为跨文化研究课题之一，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

内学者的关注，但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来华留学生，对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学生文化适应性研究较少。通过分析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提出

针对性的策略，不仅有利于加快两种教学模式的融合，同时可以帮助学生尽快适

应合作办学的教育模式。本文以格拉斯哥学院为例，分析学生对合作办学教学模

式的适应情况，探讨如何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提高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

一、跨文化适应的内涵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

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拉尔夫·林顿(Ralf Linton)和梅尔维尔、赫斯科

维茨(Melville Herskovites)提出。RedField等人认为跨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

且具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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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理论上讲，这种文化模式的变化是双向的，即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

要发生变化。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群体接触的过程中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

群体一边，即要求个体去适应新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方面讲，在新的文化环境中，

所有的外来个体都要面对充满不确定和不熟悉因素的新环境，都会经历内在和外

在适应过程。中外合作办学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主要包括两种不同体制的融合与

适应、外国教师来华的适应、学生对合作办学教学模式、管理和课程方面的适应。

二、格拉斯哥学院情况简介

格拉斯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是由电子科技大学与世界

百强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强强联手举办的电子信息工程本科教育项目。该项目

于 2013年 9月招收第一批本科生，目前本专业已报收三届本科生，在校生 600

余名，初具规模，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教学效果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院依托双方专业优势，融合世界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采用格拉斯哥大学

的教学大纲、

课程设计、考试内容，融合双方专业优势，运用研究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

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把学习、研究、实践有机的结合，

注重过程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
在学习方式上具体表现为以研究为本并与实践有机的结合，

要求学生有极高的自主学习意识和问题探究学习意识。在教学方面，所有专业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采用全英文授课方式。英语水平制约着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

课堂讨论的参与度，语言能力成为学生能否快速适应合作办学教学模式的关键。

即便处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中国学生也面临适应不同教育模式的问题。

三、合作办学教学模式下学生的适应现状

（一）缺乏自主学习意识

研究型教学模式倡导自主学习，即学生发挥学习主动性，充分参与课前、课

①
王丽娟.跨文化适应研究现状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学报,2011(4).

②
籍建东.研究型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J].职教论坛,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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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和课后的学习活动。在合作办学教学模式中，外方提倡“teach less，learn more”，

注重过程管理，提倡互动式课堂教学，课堂参与度、实验课程和项目设计所占考

核比重较大。课前，学生需要充分利用多方资源熟悉课程相关内容；课中，需要

积极参与小组讨论；课后，学生需要大量阅读了解课题背景、学科前沿等等，进

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而国内学生习惯于应试教育环境下“填鸭式”的教学

模式，逐渐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缺乏自主学习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1)不主动了解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大纲、学时分配、考核要求等关键

教学因素，缺乏课程学习总体规划；(2)不重视教师在在线学习平台上发布的课

前资料，课堂上不能跟进教师的教学进度，无法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二）缺乏问题探究意识

研究型教学注重学生参与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①
传统的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单一，很难

综合考量学生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等。我院的中

外合作办学的课程完全引入格拉斯哥大学的过程考核模式，其具有以下几个典型

特点：(1)课程设置中实验教学环节与理论授课学时基本相当，实验考核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实验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只能通过重修的方式来获取学分。

(2)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除了笔试，实验操作，很多课程考核还包含开放性的

设计题目，学生需要自主完成选题、设计、课题答辩或论文等全过程。(3)笔试

题目由传统的侧重计算能力、技巧运用能力的考核转向了对知识运用能力的考

核。国内传统教学方式以“知识灌输式教学”为主，学生动手能力匮乏，缺乏问

题探究意识，致使其一开始无法快速适应注重综合能力考核的多种考核方式。

（三）英语水平制约学习动力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涵盖微积分、大学物理、微电子设计、编程导论、电路与

系统等难度系数极高的课程，这些课程理论抽象且覆盖面广，对学生的数学和物

理基础要求较高。工程类的课程理论抽象且覆盖面广，即使是接受母语教学的学

生也很难理解和掌握相关课程。而作为合作办学的学生，除了攻克专业知识的难

关外，还需要攻克语言的障碍，才能保证课堂和课后的学习顺利进行。
②
此外，

①
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J].教学研究,2007(11).

②
孟中媛.中外合作办学的冲突与超越[J].中国高教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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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校合作办学项目协议，所有学生必须在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达到雅思总分

6.0且单科不低于 6.0的成绩才可以顺利晋级第三年级的课程学习。因此，在面

对雅思考试与专业学习双重要求时，学生所承受的学习强度压力和心理压力远高

于其它在校学生。对绝大部分的学生而言，进校后的全英文授课虽然让他们感到

兴奋，但学生的英语水平成为他们能否适应全英文教学模式的关键。

四、积极探索有效策略，提高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

（一）教学与学工相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管理能力

在当前的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模式中，应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发挥学生的自我管理优势，加快其跨文化适应能力。格拉斯哥学院成立初期成立

了“学生事务中心”，将教学与学工结合，践行以学生为主的管理理念，旨在充

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格

拉斯哥学院专门设立“实验室电子元器件商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课题申报

所需的元器件并免费登记使用。同时全天候开放实验室，学生通过预约服务可以

随时使用。为了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学院成立了“We Help

中心”，由学生负责运作管理。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为同学们提供各类“个性化”

的服务，如：免费一对一留学咨询预约服务，师生专题座谈，“learning to learn”

预约服务和流动英文书籍借阅等。

（二）开通师生专题座谈，探讨多样化教学模式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

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同时要注重因材施教，

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
①
格拉斯哥学院自

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学项目以来，特别注重在教学的各个阶段收集师生教学

反馈信息，以达到教与学的方式、风格、内容的最佳契合。为了打通师生交流沟

通渠道，帮助学生适应注重综合能力考核的多种考核模式，格拉斯哥学院教学管

理人员和任课教师共同拟定“学生学习、学业指导交流活动策划书”，开展

“Learning to Learn”系列学习指导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师生座谈等多种形式

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http://www.moe.edu.cn/publi

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1008/93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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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Learning to Learn”涵盖微积分、大学物理、MATLAB、信号与系统多门

专业课程，旨在探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关注学生差异性和个性化需求，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课程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地运用所学知识，提高问题探究

能力。

（三）英语课堂教学与雅思考试相结合

国内高校的英语教学活动主要围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英语课程以

精读式教学方法为主导，主要学习语法、词汇、句型和课文，在这种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英语水平难以实现真正的人际交流活动。
①
为了帮助学生适应合作办学的

全英文授课模式，达到雅思晋级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格拉斯

哥学院成立了英语教学改革小组，确立了以工程英语教学为主，结合雅思考试听

力、阅读、写作和口语四大模块，建立适合合作办学项目工程英语教学的教学与

考核体系。

（四）鼓励有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学院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外时间，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有益的跨文化交际

活动。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学院与国际教育

学院合作开展中英“双语角”活动，通过开展不同主题的中英双语交流活动，加

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我校留学生的互动与交流。学院通过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

鼓励学生出国出境交流，通过学分修读项目、游学体验项目、语言学习和实习实

训项目了解中外教学和文化差异，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五）加强学生心理疏通与辅导

搭建辅导员与学生、家长良好沟通的桥梁，就教学动向和学生近况与家长积

极沟通，通过家长的帮助，合理消减学生的学习、生活压力
②
。格拉斯哥学院成

立“绿野”心理辅导站，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专业成绩不及格、雅思未通

过、学习压力过大等特殊群体同学予以重点关注，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困难、生

活困境和感情困扰。此外，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为同学们提供心理咨询，开

展心灵减压等系列活动，引导培养学生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鼓励学生保持乐观

积极的心态面对课程学习。

①
姜锋.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与雅思考试衔接研究[J].职教论坛,2012(09).

②
罗栋.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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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Acculturation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Case Study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UoG-UESTC Joint School

Gao Shiquan & Yu Zhiyi & Wang yinghua

Abstract: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a special pattern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ooperation, the students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e likely to face the issues of acculturation in terms of various education

philosophies and teaching modes.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the UoG-UESTC Joint

School, to study the students’ adaptability to its teaching mode,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measures to help the students adapt to the teaching mode in a faster and easier

way.

Key words: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cculturation;UoG-UESTC Joint School; teaching mod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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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问题探讨

杨 潇

（上海电力学院）

摘 要：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大学生

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中外

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它在学习和借鉴发

达国家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方法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放眼世界、立足本国，结合高

校自身特点与行业优势，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探索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法应当

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现阶段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外合作办学

从国家推行中外合作办学至今，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国内高校与

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交流。但是由于受多年来国内高校“重理论教学、轻实践应

用”惯性思维的影响，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时候，都

将重点放在了对国外理论课程内容、范围、教学方式的研究和引入，而对于国外

高校如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方面的问题却极少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加上建设创新性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要

求，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便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基

于其办学模式有着较为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参考和

借鉴国外高校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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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深入剖析社会需要项目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

现阶段，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自上而下地进行自

我调整，他们调整的方向是什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种方向和趋势所带

来的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将会有哪方面的变化等，这些问题都应当成为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在制定未来的培养计划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我们应当运用多种

方法，多角度地了解上述问题，如深入用人单位了解对人才需求的新动向、研究

国家深化改革过程中对所涉行业的定位与规划等，以此来寻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过程中切入点。

二、转变观念，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引进优势教育理念和

方法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以往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大多都将引进英文课

程、原版教材、英方师资作为主要内容。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以培养创新

创业人才为目标重新审视国外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点。如，英国培养创新人

才的特点体现在注重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开放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

内容注重多学科交叉、强调教育的实践性；美国在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过程中，注

重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科学与人文并重、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交叉等细

节。全面了解这些特点，结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属性、高校自身现状、行

业需求，寻找自己需要引进的优势教育理念的方法，并以此为指导推进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在课程和教学方面的改革。

三、以学生为中心，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

我们现行的教学模式让老师处于教学过程的中心位置，长期的被动听课使得

学生逐渐丧失了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主动创造的兴趣。创新创业人才的特点是

什么？就是主动学习和主动思考意识强、极具创新性，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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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个性差异，从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学习主动性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环

节和教学步骤，教学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在授课过程中，避免单

一、刻板的教学方法，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实验室，让学生从视觉、听觉、

触觉等角度感受和认识所学习的内容，注重锻炼学生的信息搜集和整理能力，启

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寻找答案。

四、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教学和管理团队

如果教学和管理团队都没有创新创业意识，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学生根

本就无从谈起，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利用好与国外高校

合作的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法培养教师。比如，有计划、分批次、有针对性地

派中方教师及管理人员赴合作高校进修学习、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在最短的时

间内尽快让中方的教师和管理团队对外方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做到全面了解。其次，鉴于国内人员出国进修的时间限制，有一些不能及时学

习和了解的内容，我们可以请外方大学派员赴国内教学，让广大教师在国内进行

学习。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双方畅通的沟通机制，就某些问题进行及时的邮件、

电话沟通。

五、全面审视实验课程安排，以培养创新动手能力为目标调整实

验内容

纵观本科阶段的所有实验，我们的实验绝大部分都是验证性实验，实验指导

书是现成的，有些实验指导书详尽到连实验步骤都写在上面，这样的实验学生做

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也让学生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在实验环节设置方面我

们应充分借鉴和学习外方的理念，多设置开放性、综合性实验，加大实验资金投

入，立足应用设置实验课题或者启发学生自主命题，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想象

空间，树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的理念，让学生通过自己学习的知识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六、增强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资助，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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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式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是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办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资助平台，着力引导和培

养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和行业发展需求，发现能够提高生产力、方便人民生活和

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创业项目，在项目计划书撰写、前景分析、企业经营风险分

析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提高学生对创新创业重要性的认识，让学生

明白未来的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协调团队分

工，保证每一位项目成员都发挥作用，以团队的形式完成项目各项工作。

六、注重企业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搭建赴企业一线实习的平台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感慨高校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差，所学知识与企业脱节严

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利用各种渠道与企业联系，在企业建立实践基

地，让学生尽早地进入企业，去了解企业是怎样的、在企业工作都做些什么、要

胜任企业中某个岗位需要学生具备什么样的技能。国外高校学生的很多课程都是

在企业当中完成的，寒暑假期间大部分学生也都要进入企业去实习，这种方式培

养出来的学生让企业觉得很接地气。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应当学习国外高校的这

种模式，结合自身特点和与相关行业的良好关系，让我们的学生尽早地深入企业，

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此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总之，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来说，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关键是要破除原

来陈旧的教育思想观念，汲取国外先进的教学培养理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树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教育目标，构建重理论基础、重

创新能力、强实践技能、强综合素质的培养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深化课程与教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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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Discussion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Yang Xiao

Abstra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it is our country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building innovative country and human resources

power strategy, i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employment, and promote the full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develop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erefore, outlook, based on

their own, combined with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as the goal, to explore

the method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hould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oject focus at this

stage.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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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研究

刘 洋 蔡顺康 易 辉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找准人才

培养定位，提高办学质量、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人才等一系列相关议题，一直都是中

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研究课题。本文拟以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为研究对

象，研究中外合作培养模式对就业质量的作用与影响。通过对毕业生就业的地区流向、单位

性质流向、岗位性质流向、专业相关度的调研，并与校内相似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对

比，全面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特点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培养模式;就业质量

一、引言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以下简称：中欧能源学院或

ICARE），是按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成立的非营利性、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

作高等教育机构，是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计划的中欧高等教育合作平台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由中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发起建立的第三所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

中欧能源学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学院，法国巴黎高科、希腊雅典国家技

术大学、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英国诺森比亚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国佩皮

尼昂大学、东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共 6个国家 9所重点大学共同参与建设该学

院。依托华中科技大学、法国巴黎高科等国内外重点大学的优势教学与研究资源，

学院针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能源效率、建筑节能、氢能与储存

等清洁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人才培养。在学分互认的基础上，吸收欧洲“授课

型”硕士和中国“研究型”硕士培养特点，形成了研究实践以中国教授为主导、

课程学习以欧洲教授为主导的双导师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①
。

①
刘洋等.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ew energy training 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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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于 2012年 3月获得中国教育部批准后正式启动办学活动。作为全国唯

一开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提供多元文化及语言交

流背景下的高质量中欧双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以来都是培

养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就业工作既是学生面对市场选择的考验，也是企业招揽

英才的竞争。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创建者们和实践者们来说，就业质量更是

传统教学模式下人才质量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之间的较量。

二、毕业生基本情况

中欧能源学院 2015届共有中国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 58人，其中男生 41人，

女生 17人。女生占毕业总人数近 1/3，与校内工科院系男女生比例基本相当。外

国籍毕业男生 4人，分别来自德国、苏里南、塞浦路斯和厄尔特里亚。他们的毕

业情况另作介绍。

中欧能源学院的中方导师全部来自校内相关兄弟院系从事新能源研究的优

秀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兼职导师。双向选择之后，学生与导师之间签订培养协议。

按照中方导师所在研究领域一级学科统计，2015届毕业生中 28人在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10人在电气工程，7人在生物医学工程，5人在材料科学

与工程，5人在光学工程、3人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共 6个一级学科跨 7个兄弟

院系（如表 1）。

从比例看，能源学院从事新能源研究的导师比较集中（48%），涉及太阳能

热利用、风能、生物质能热利用和能源效率四个研究方向；其次是电气学院

（17%），重点研究方向是能源转换及智能并网和微网、大功率贮能、特高压输

电等；生命学院部分导师（12%）主要从事生物乙醇及柴油等生物能源的开发与

利用；材料学院部分导师（9%）集中研究新型电池及电池材料等；光电学院与

国家光电实验室两个学院部分导师（9%）共同重点开展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薄

膜等方面的研究；环境学院部分导师（5%）主要从事地热能和环保等方面的研

究。来自 6个一级学科的优秀导师师资及相关实验室、新能源研究项目全面支持

着从新能源资源评估，技术经济性分析，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和传统能源高效清

at home and abroad[A].陈以一.第一届教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2013: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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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利用技术等一系列能源产业相关的高端人才培养。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质、

双硕士学位的培养方式、多学科组成的中方兼职导师师资结构和中欧双导师制对

学院人才培养的定位起着决定性作用。

表 1 2015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中方导师

所在院系

能源

学院

电气

学院

生命

学院

材料

学院

光电

学院&国
家光电实

验室

环境

学院
总计 比例

一级学科

动力工

程及工

程热物

理

电气工

程

生物医

学工程

材料科

学与工

程

光学工程

环境科

学与工

程

6 100%

男 23 8 2 4 3 1 41 71%
女 5 2 5 1 2 2 17 29%

总人数 28 10 7 5 5 3 58 100%

比例 48% 17% 12% 9% 9% 5%
100
%

三、毕业生就业情况

本届毕业生除 2人赴德国、英国读博之外，56人就业，就业率为 100%。本

文从毕业生地区流向、单位性质流向、岗位性质流向和专业相关度四个方面分析

毕业生就业信息，并且与校内相同一级学科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对

比，进一步阐明我院的就业整体情况和特点。

(一)地区流向

毕业生主要流向湖北、广东、上海、北京、江苏等地。53名毕业生在一线、

二线城市就业，两者之后所占比例超过 90%（如图 1）。二线城市中又以选择经

济发达城市为主，比如武汉、南京、宁波、重庆等。这些城市都是新能源产业发

展比较迅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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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一线、二线城市的发展机会更多、空间更大、薪酬普遍较高，竞争更为激烈。

我院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毕业生国际化视野和高质量的综合素质让毕业生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在这些高端就业市场竞争的实力。

（二）单位性质流向

除了出国读博学生之外，小部分毕业生成功选择了设计院和科研院所，大部

分毕业生在企业就职，国企与其他企业共占总人数的 80%（如图 2）。15名签约

国企，30名签约其他企业。其他企业包括 16名签约民企，15名签约三资企业。

三资企业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

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

图 2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新能源事业的发展依赖国家政策的支持，在政策的扶持下吸引了其他资金进

入，共同推进着该产业的发展。民企与三资企业成为了除国企之外最有利的补充。

从企业性质的就业率看，无论是国企、民企或三资企业，各比例基本相当，说明

在全英文教学环境下，获得新能源科学中方学位与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法方学位的

双硕士毕业生，能够满足各类企业的需求。同时，毕业生也依据自己的特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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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市场找到适合发展的职业方向。

（三）岗位性质流向

毕业生在企业主要选择了研发和技术类岗位，分别占 41%和 29%（如图 3）。

选择管理类岗位人数略多于销售类岗位人数。管理类岗位中 6人为管培生项目及

其他精英计划。

图 3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岗位性质流向

从学院筹备申请开始，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一直是各方合作伙伴关心的

重点。在广泛调研、详细分析和充分讨论中欧能源学院的特殊性之后，最终确定

了以培养“可以胜任和清洁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高级工程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具有较强的研究、决策、规划和实施能力”
①
，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扎实的专

业技术、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从岗位性质流向可以

看出，学生与就业单位双向选择之后，近 90%的毕业生与我院人才培养定位保持

着一致。

（四）专业相关度

按照毕业生的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性进行统计，将工作岗位分为与新能

源相关、与传统能源相关和与其他相关行业相关三大类。结果显示三者所占比例

分别约为 38%、33%和 29%（如图 4）。超过 70%的毕业生进入了能源领域发展。

①
刘洋等.中外合作创建清洁与可再生能源硕士人才培养新模式初探[D].华中科技大学,

201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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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 届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

总体上，三大类型之间没有显著性差距。硕士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上介绍新能

源、清洁能源专业背景同时还会重点突出科研经历，展现个人在科研项目方面的

经验。目前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是能源研究和发展的重点。在传统能源领域中，

本届毕业生或多或少都从事着与能源清洁化相关的工作。其他大约 1/3的学生从

事着 IT、通讯、电子、电信和医药等其他行业。中欧能源学院创立的研究实践

以中国教授为主导、课程学习以欧洲教授为主导的双导师制使我院毕业生在选择

与专业是否相关的工作岗位上灵活度较高。

（五）相同一级学科不同专业毕业生情况对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硕士专业是一级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下自设的二

级学科。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我院毕业生就业情况，推进新能源人才培养的进一步

深化，与相同一级学科下其他二级学科 14届毕业生情况进行了对比（如表 2）。

从毕业生人数看，二级学科各专业之间的人数差别比较大，新能源专业毕业

生位居第二，仅次于热能工程专业，说明中欧能源学院新能源专业对硕士生有一

定的吸引力。各专业基本是满签约率，说明能源大类的就业情况相对乐观。

从地区流向看，武汉及周边地区比例最高，京津地区就业人数最少。除了制

冷及低温工程专业之外，其他专业排名第一的地区全部是武汉及周边地区次，说

明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输送优质人力资源。其

次，珠三角比长三角更受欢迎，吸引了来自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新能源、流体

机械及工程和工程热物理专业的多数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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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同一级学科不同专业毕业生情况对比

专

业

类

型

二级学科

专业名称

就业基本情况 地区流向百分比 单位性质流向百分比

毕业

数

签约

数

签约

率

武汉

及周

边

珠三

角地

区

长三

角地

区

京

津

其

他

读博

和出

国

设计

院、科

研院所

国有

企业

其他

企业

其

他

能

源

类

传

统

专

业

热能工程 104 101 97 50 5 14 2 30 22 12 38 11 16

制冷及低温 31 31 100 32 44 9 3 12 6 12 35 35 12

动力机械 27 27 100 46 4 32 0 18 11 7 29 43 11

工程热物理 23 23 100 42 33 13 8 4 21 8 42 21 8

流体机械 19 19 100 54 15 8 8 15 0 23 62 15 0

总人数/
平均百分比

204 201 99 45 20 15 4 16 7 10 33 23 6

新能源

专业

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
58 58 100 26 24 22 9 19 4 17 26 53 0

从毕业生人数看，二级学科各专业之间的人数差别比较大，新能源专业毕业

生位居第二，仅次于热能工程专业，说明中欧能源学院新能源专业对硕士生有一

定的吸引力。各专业基本是满签约率，说明能源大类的就业情况相对乐观。

从地区流向看，武汉及周边地区比例最高，京津地区就业人数最少。除了制

冷及低温工程专业之外，其他专业排名第一的地区全部是武汉及周边地区次，说

明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输送优质人力资源。其

次，珠三角比长三角更受欢迎，吸引了来自制冷及低温工程专业、新能源、流体

机械及工程和工程热物理专业的多数毕业生。

将新能源专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专业，与其他 5个专业作为能源类传统专业

比较后发现，虽然新能源专业与能源类传统专业在武汉及周边地区就业率都为最

高，但是传统专业在该地区的就业人数占总毕业人数的平均比例为 45%，新能源

为 26%，相差近 20个百分点。结合武汉及周边、珠三角和长三角三个地区的比

例来看，新能源专业在该三个地区的就业人数比例基本相当，分别为 26%、24%

和 22%，逐渐递减，幅度不大，表现出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广且基本均衡。对于

传统专业而言，武汉及周边地区（45%）与珠三角（20%）和长三角（15%）之

间的比例差距显著，说明毕业生分布不均衡。传统专业中绝大多数毕业生选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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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及周边地区就业，原因多种，但相对而言，珠三角、长三角的平均职薪高于武

汉及周边地区，对新能源人才更具有吸引力。

从单位性质流向看，企业是各专业的主要就业单位，但就业人数的比例略有

不同。在国有企业单位中，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独占鳌头，比例超过 60%，其次

是工程热物理，比例也超过了 40%，其他传统专业都基本达到了 1/3，但新能源

专业没有。传统专业毕业生在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平均比例为

33%，说明在国有企业中传统能源比重大、新能源岗位少。这与我国 80%的能源

为石化能源，同时国有企业是耗能大户的现实情况相吻合。与此相反，其他企业

如民企和三资企业成为了新能源发展的生力军，吸引了大批新能源人才的加入，

就业人数比例为 53%，比传统专业就业人数的平均比例 23%高出 30个百分点。

其次，新能源专业毕业生在设计院或科研院所就业比例为 17%，仅次于流体机械

及工程专业（23%），但高于传统专业平均比例 10%。设计院或科研院所作为对

国家政策更为敏感的单位，把握着新能源技术的前沿，他们更青睐既熟悉中国新

能源产业，又具有国际视野并了解国际现状、善于与不同文化背景经济体进行技

术交流，同时还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①
。除了新能源专业

背景吻合之外，作为人才培养特色之一的赴欧洲实习经历，使我院毕业生脱颖而

出。另外，出国或读博的学生更多的来自热能工程专业（22%）和工程热物理专

业（21%），但对传统专业而言平均比例不高，仅为 7%，与其他就业类型 6%基

本相同。新能源专业毕业生出国或读博比例为 4%，不同之处在于中欧能源学院

读博学生全部为国外读博，国内读博不计算在内。学院虽然不能培养博士生，但

是积极鼓励有志读博的中欧学子在第二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直接申请校内的硕博

连读。如果这类学生最后放弃清洁与可再生能源专业的法方学位，只修读华中科

技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们不计算在新能源专业毕业生之内。

四、总结

中欧能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办机构的成员之一，发挥自身特点，积极引进欧

洲在清洁与可再生领域的优质资源，致力于培养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高端、复合型

①
易辉等 从人才培养质量入手建设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A].林金辉中外合

作办学与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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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经过五年多的不断努力，三届学生均以 100%的就业率顺利毕业。以

优异的成果肯定了中欧能源学院的办学模式。其次，针对最新毕业的 2015届学

生，从地区流向、单位性质流向、岗位性质流向、专业相关度、与相同一级学科

不同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对比与分析之后，结果表明 90%以上的毕业生选择在新

能源产业发展比较迅猛的地区就业，近 40%的毕业生直接从事着与清洁与可再生

能源相关工作，还有 33%的毕业生在与能源相关领域工作。就业单位的接受度证

明了我院学生的毕业质量获得了他们的认可。第三，通过引进欧洲教育模式，全

英文互动式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更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

野。希望这种结合欧洲“授课型”优势和中国“研究型”特点创立的硕士生培养

模式能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人才培养中逐步推广。最后，4位外国籍毕业生中，来

自德国的学生在慕尼黑宝马汽车公司读博，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学生在中国科学院

广州能源研究所读博，来自苏里南的学生正在申请中国和欧洲大学的博士项目，

来自塞浦路斯的学生回国就业。外国籍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授课，同在中方导师

指导下进行实验室研究，完成学位论文。他们的加入为我院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增

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The Relationship Research between the Training Mod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nd the

Employment Quality

Liu Yang & Cai Shunkang & Yi Hui

Abstract: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A series of th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how to play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how to find its niche, how to improve training quality

and how to cultivate high-end talent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ave been the

hot research topic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take China-EU Institute of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object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raining mod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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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schools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raduat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relevant specialties i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employment

registration, unit property, post property and professional relevance, it fu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nd the employment quality.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raining mode;

employ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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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以黄淮学院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

赵春红

（黄淮学院国际学院）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民

众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性并将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到重要的战略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在人才培

养的适切性，学科、专业的建设等方面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但在人才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明显重视不够。本研究以黄淮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为例，探索如何通过课程与教学变革培养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创业技能和素质。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课程与教学变革

“创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有三层意思，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改变。

作为一种理论它始于美国哈佛大学熊皮特教授的《经济发展理论》。他在著作中

指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到生产体系”
①
，

强调了创新的应用性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

活方式、工作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同时推动着知识社会的形成和创新模

式的变革。创新不再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技术发展的快

速变化使得人们很难预测劳动市场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趋势。在未来的教育中，培

养学生的适应能力、获得创意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对于失败的前瞻性和容忍

性能力等与传统的读写算能力同样重要
②
。在知识经济下，创新民主化、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逐步成为新常态，教育怎样助推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

①
熊皮特著.经济发展理论[M].叶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5.

② Petra Gibcus等.Effects and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
n, Brussels:European Commission, 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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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11月在北京召“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

会上首次把创新创业教育称为“第三本教育护照”
①
，把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到与

学术性和职业性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1998年 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高

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要使毕业生“不

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
②
。

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并将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到重要的战

略水平。2010 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未来十年欧盟经济发展计划，即“欧盟 2020

战略”，强调将创造、创新和创业融入教育环节，推进一系列的措施，打开欧洲

创业与创新能力的束缚，激发青年的创业意识，为创业打造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

2011 年，美国推出了旨在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的《美国创新战略》，并将在 2015

年制定并实施新的《美国创新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创新实力，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2013 年 12 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家研究、

创新与创业理事会上宣布，未来五年，政府将拨款 3.3 亿实施研究、创新与创业

计划，继续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知识经济体。

创新创业教育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我国以来，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我

国 1999 年 6 月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

“高等学校要重视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以及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

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人才培养的总要求是“要

进一步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同时要“注

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

现”。2010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

创业工作的意见》，要求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教育部于 2012年 8月颁布了

“创业基础”教学大纲。要求各高校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基

础”必修课,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2012年“十八大”提

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①
朱占峰.论创业教育的理论基础[J].中国职业教育技术,2006(6).

②
陆艺.从就业教育到创业教育：高校专业教育的路径转向[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

版).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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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创新的指导意见》，创新创业成国家发展战略。同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2015 年起全面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进展，形成科学先进、广泛认同、具有

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普及创新创

业教育，实现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预期目标。到 2020年建立健全课堂教

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融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

强，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的总体目标
①
。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以及中国都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作用的重要性和战略

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二、中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美国创业学教授、创业学之父杰弗里·蒂蒙斯留下这样一段名言:“我们正

处在一场悄悄的大变革中——它是全世界人类创造力和创造精神的胜利。我相信

它对 21世纪的影响将等同或超过 19世纪和 20世纪的工业革命!”②在当今世界,

此预言正逐步得到证实。

邓小平提出教育的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

对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不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不通过创新性的教学，启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发掘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

生的操作技能，就不可能培养出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也就不可能培养出

适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

哈佛大学在创新创业教育上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它的创新创

业教育课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应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强调从实

践出发。课程内容开设上，不仅包括创业必需的基础知识类课程，如财务、营销、

商务谈判等方面的课程，还包括领导力、有效领导等行为科学方面的课程。教学

方法上采取“案例教学”，要求学生站在实际创业者的立场上，学习什么是创业、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15-05/13/content_9740.htm,2015-09-20.
②
杰弗里·蒂蒙斯.创业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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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业、对创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等。

斯坦福大学除了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知识方面的培养外，重视学生创新创业

精神的培养。在斯坦福，约有 90%的学生至少选修一门创新创业课程。教师带头，

师生共同融入社会，建立创新创业的学校传统，学校还用实际的规章制度鼓励创

业创新精神，学生可以随时辍学一年，然后再继续复学，另外学校还设置专门的

孵化基金鼓励创新创业。

相对欧美发达国家，新加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但经历了跨越式的

发展，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形成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课程与国际接轨，博

采众长、融汇创新，形成具有前瞻性和国际水准的课程体系。现代化教学手段灵

活，将各种互联网、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应用于创新创业教育之中，采取互动的

方式，提出个性辅导，师生在交流中教学相长。另外，新加坡高校重视创新创业

实践教学，采取案例分析、角色模拟、企业考察等多种形式，将学生带入创业的

环境，并且以创新创业计划大赛为契机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实践平台，让学生的

创新创业理念不断深化，并学以致用。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

政府对创新创业教育十分重视，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做了详细的部署，并创建了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创新创业教育试点单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

推广创业教育，以达到深化等教育改革的目标。

根据欧洲创业数据调查显示，美国 55%的毕业生愿意自主创业，欧洲有 45%

的人愿意自主创业，而美国愿意自主创业的比例高达 55%，仅有 36%的民众愿

意被他人雇佣。这个结果让欧洲警惕，进一步提出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养。对比 2014和 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在毕业生的就业选

择中，2014年有创业想法的人数比例为 22.7%，2015年变化不大，比例为 23%。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平台，推动了人才培养的适切

性，改革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丰富了专业、课程门类。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熟练外语应用能力以及相关应用学科专业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在《中外合作办学实施办法》中提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是 4的三分

之一，大部分院校引进的课程集中于专业核心课程和通常在短时间内完成教学的

课程，对于创新创业课程的引进少之甚少，能将创新创业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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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微乎其微，在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实践和研究还亟待提高和

深入。

中外合作办学需要进一步改革课程与教学，以提高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首

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没有突出强调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次在课程设置和课程

体系建设上，未能将知识经济时代所必须的创新创业精神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

上。没有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学分课程，专业课程中缺乏创新创业的重要成分，

缺乏对学生批判和创新思维的具体量化培养。第三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使用英语

进行一些短期的专业授课，没有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创新创业实践纳

入具体教学过程。课程管理过于粗放，外方师资、课程、教学方法的引进不能和

本土课程和人才培养有效结合。重语言能力、理论知识，轻批判创新综合实践能

力的培养。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在长期目标上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三、创新创业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黄淮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始于 2005年。10年来，本着“挑战自我 超越

极限”的学院精神，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省内一流的中外合作

办学单位。学院现有 6个本科专业和 6个专科合作办学项目，1个专科层次合作

办学机构，涵盖了工学、理学、商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门类。现有合作办学在校

生 3000多人，自 2008 年以来共培养毕业生 8000多人，其中 1000多人出国深造，

1000多人在国内专升本或考研，4000多人实现高品质就业，2000多人成功实现

自主创业。

在历经 10年的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黄淮学院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提出了“国际化、创新型、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目标。所有的专业建设、师资培

养、资源配置、课程与教学改革均围绕这这一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形成特色鲜明

的合作办学定位。学院注重创新创业教育，创建了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室、产学研

结合的师生工作室和校企合作的大学生创业园以及实习实训基地。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搭建良好的平台，而且需要细化到具体的人才

培养体系当中。创新创业教育不能脱离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而孤立地进行，要深

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删除陈旧过时的知识，增加前沿新知识和现代科

学技术内容，使学生在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中融入创业知识构建。学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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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明确创新创业的学科地位，设立创新创业学科，大力倡导把

创新创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职业发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

程；开设一定数量的创新创业类公选课，满足大学生创新创业不同需求；在专业

课程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创新创业训练等，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提升

学生创业的综合能力。

（一）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目标

创新创业能力主要包括将创意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它包括创造、创新和承担

风险、项目计划和管理的能力等。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引

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创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借鉴国外先进教育

教学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学院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纳入教学计划，纳入毕业标

准学分体系当中。并将创新创意能力培养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意识培养：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

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

知识。

能力提升：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

与领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环境认知：引导学生认知当今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风

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实践模拟：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

准备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以黄淮学院与英国斯旺西大学合作的会计专业本科层次办学项目为例，将培

养创新创业能力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 6个方面，其中 1-4条

是培养专业知识的技能，第 5是培养完善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发展技能以适应职业

的需求，第 6为终身学习技能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自我发展技能，培养学生自我意

识和个人发展意识以适应财务和会计领域的职业需求、适应社会的需求，包括面

对变革与创业的积极和批判态度。学习效果评估为 4个一级观测点：知识与理解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认知技能（Cognitive （thinking）skills）、

关键技能（key skills）和专业具体能力（subject specific skills）和 22个二级观测

点。在黄淮学院与斯旺西大学合作的会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引进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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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提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总

目标。人才培养的规格分为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三维目标，其中知识层面包括

了解创新创业的知识，技能目标方面包括掌握创新创业的规划、实施和评估的技

能，在情感态度上培养创新创业意识和精神。具体表现为培养学生创业思维模式、

创新和自信态度、提高对雇主的吸引力；鼓励创新型创业；完善在社会和经济中

作用等。

（二）构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体系和课程互为支撑，内容体系为课程提供课程内

容的支撑，课程体系为内容体系提供内容实现形式的支撑，两者共同作用，促进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要转化为教育实践，需要依托有效的课程载体。课

程体系是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包括普及课程、专业

课程和实践课程。其中普及课程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动力

的普及课程；专业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基本知识、技巧、技能；实践课程培养学生

创新创业实际运用能力，以项目、活动为引导，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有针对性地

加强对学生创业过程的指导。

设置螺旋上升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项目教学计划中将《创新创意创造方法》

课作为必修基础课在一年级开设，二年级开设通识必修课《创业基础》、《专业

考察》，三年级开设《创新与创业》、《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通识选修

课程。与台湾中华大学合作的《创新创意创造方法》课程，双方教师共同合作制

定培养方案、自编教材、共同实施教学，为打开学生创新创造的兴趣、启发学生

创造灵感、掌握创新创意知识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横向嵌入的基于能力的专业课程，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嵌入到通识课程和专

业课程当中。在引进的《大学生学习技能》通识课中，将批判创新思维、项目管

理、未来规划等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注重国外创新创业课程的引进，如平面

创造（Graphic Creativity）、材料创新（Material Innovation）和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毕业设计（Graduation Design）等课程。课程注重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将专业和职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原有专业的课

程体系。



205

课程考核形式多样化。相比较非合作办学项目的学习考核，中外合作办学课

业的评价权重分数注重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相结合，实践考核和理论考核相结

合，加大平时成绩，注重多次考核、注重实践考核。鼓励学生进行国际认可的从

业资格证书的课程考核，将从业资格考试课程与专业课程学分灵活兑换。

（三）注重应用的实践教学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注重知识的应用和理论的实践。多数专业课程的实践

比例达到 40以上，美术、动画等专业实践课程比例达到 60%以上。课堂采用讲

练评和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实践和练习中掌握知识和形成能力。

大班授课和小班辅导相结合。对于理论课多采用大班授课的形式，辅导课使

用小班教学，充分与学生进行沟通，通过研讨、角色扮演、动手操作等方式进行

实践，提高学生对工作环境的体验和认知，灵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采用真实案例教学法。利用国内外实际案例进行教学，使学生熟悉未来职业

环境，了解行业操作规范。学校成立“爱家商学院”，学生不仅能在课堂上利用

一手的教学材料进行学习，同时“店长班”让很多学生不出校门就掌握了丰富的

实战经验。

倡导“做中学”。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教学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以引

进课程《大学生学习技能》为例，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学

习意识，了解学习成效与学习管理、学习技能、批判创新思维训练等密不可分，

并且设置大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自制作课程任务清单、时间安排表，通过实际

操作的方法、技巧并且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学习和研究。学生通过案例分析、

研讨、动手实践等方式获得知识、锻炼技能、培养能力。

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纳入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并将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实行学

分制纳入课程体系，科学有序引导学生进入创新创业环境。一年级进行职业生涯

规划，二年级开展开设创新创意创造方法，三年级开展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

指导，四年级进行创新创业实习和实训。将各级各类的专业竞赛作为学生实践锻

炼重要手段，鼓励、组织并通过工作室由教师亲自指导。通过实践活动的参与锻

炼了学生的专业自信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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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中外合作办学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得到到越来越多关注和认

可，但是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及知识能力细化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学术教育

和职业教育的有效结合、课程的教学方法的灵活应用、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评价

等方面还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和实践。

APractical Study 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Sino-Foreign Joint

Program——Case Study of Sino-Foreign Program in Huanghuai

University

Zhao Chunhong

Abstract: Knowledge Economy Age needs talents wi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Many nations realized the vital role of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raised its education on a level of strategic height.

Sino-foreign joint programs in China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tertiary

education. Embedded in the panorama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China,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students in Sino-foreign joint programs in China

hasn’t got enough attention that it deserves. Tak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Sino-Joint program in Huanghuai Universit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training the awareness, skills and competenc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ino-foreign joint

program； reform 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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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王奇才

（吉林大学法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既要符合简政放权的大趋势大环境，也需要

把好准入门槛并为后续的事中事后监管奠定良好基础。因此，需要以明确的中外合作办学行

政审批规则为核心，通过制度建设、流程优化、信息公开，让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权力具

有坚实的制度保障、良好的运行效率，使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

一、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目标

（一）宏观目标

宏观上，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总目标是不断提升中外合作办学审

批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通过严把资源入口关，发挥行政审批的导向

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发展。

1.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的

必然要求。

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是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体系，严格

依法审批，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坚持改革创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

规范管理、简政放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行政、行政审批法治化提出了

具体的、更高的要求。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工作应当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2001年以来国家推行的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新的

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权，另一方面对保留的行政审

批权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化的高要求，2015年 1月 19日《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

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发[2015]6号）对此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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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具体的要求。
①

辩证地看待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及其规范化建设：一是要看到，在中国的行政

审批改革所处的“从计划到市场”、“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②
的历史性转变

之中，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行政许可的数量和分量相比有不同的历史演变进程和时

代定位；二是要看到，行政审批改革属于国家政治决策，具体的行政审批权存废

和改革则常常需要非常深入和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对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应当

有个性化的深入论证；三是对于目前还保留并运行的行政审批权应该依法加强规

范化建设，处理好激发活力和维持良好秩序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必须依照明确工作原则和审批规则，做到

审批机关严格依法审批、办学者自觉依法申报，切实提升审批工作规范化水平。

2.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规范化是适应中外合作办学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的工作原则是坚持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根本原则，是

坚持服务改革开放大局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导向，是坚

持质量提升、内涵发展的发展方向，是坚持依法审批、依法监管的法治原则。当

前，中外合作办学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也面临着同时存在

的新旧问题。用“新常态”一词来概括，主要是指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

段来考虑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开展和规范化建设。

（1）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规范化是破解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内生”难题

的要求，即切实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内在实力，真真正正地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提升办学实力、实现内涵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到了质量提升、内涵建设的“新常态”，迫切需要提

升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化水平，通过严把资源入口关来推动内涵式发展。《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范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取

得了一些新的办学成效，教育行政机关在审批和监管工作中也积累了很多工作经

验，但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仍存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办学模式和外方办学者

更新换代不及时、部分中方办学者逐利倾向明显、某些外国教育机构在华连锁店

①
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http:

//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2/04/content_9454.htm,2015-2-4.
②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

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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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等问题。
①
切实提升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水平，有利于把办学者对中外

合作办学的认识统一到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之上，引导和规范办学者依法办学、

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另一方面，在历年来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工作和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需要系统梳理总结，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和创新，并通

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巩固。需要把中外合作办学审批领域已有较长时间实践的、

行之有效的、较为成熟的、社会普遍接受的政策措施、原则规则，经由政策制定

程序加以定型、提炼、升华乃至创新，使之具备普遍性、长效性、体系化的特点，

使社会公众特别是办学主体（包括外国教育机构）知晓、遵守，便于各级审批机

关统一、准确地加以执行和适用，进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规范化水平。

（2）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着维护教育主权和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双重任务的

“新常态”，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常常面临双重压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在

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毫无疑问是一个难题。而维护教育主权更是一个敏感、

突出、棘手的问题。虽然理论界对“教育主权”一词的使用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

但从实践来看，教育主权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并且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常联系在

一起。

同时，国家之间、制度之间的竞争最终还是要靠自身的实力说话，推进高等

教育国际化是提升我国教育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途径。我们

既要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也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进而提升竞争力。

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那么中外合作办学

的新常态，就是两者之间在很多时候、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紧张甚至冲突。主权

问题，本质上是谁说了算、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2015年新的《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应当是“中方主导”。在具体办学的层面则应考虑

一些中观层面的问题，例如国外的课程体系如何与我国的课程体系对接的问题，

涉及到一些国家规定的课程如何对待，这在拿双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

里比较突出，有的机构和项目应当说做了很好的尝试、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①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情况”[EB/OL].http://old.moe.gov.cn/pu

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98/201309/156992.html,2013-9-5.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98/201309/156992.html，2013年9月5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98/201309/156992.html，2013年9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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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谈下来是很艰难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因此既要坚决执行国家的政策法律，

又要帮助和支持办学者的努力和尝试，例如融合创新中外课程体系等，以实现维

护教育主权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双赢”。

（二）具体目标

1.服务改革需求，推进审批改革。在了解和回应审批机关对推进中外合作办

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思路及要求的基础上，总结、吸收审批机关自《中外合作办

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颁布施行以来的经验和做法，研究把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对审批工作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进而尝试提出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规范化建设

的总目标和具体方案，为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更好地把握和执行中外合作办学

领域政策法律的精神要求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总结和回应中外合作办学需求。应当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办学经验和办学需求开展调研，总结办学者在办学过程中特

别是在申请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困惑，调查研究

办学者在与审批机关互动的过程中对进一步加强审批工作规范化建设存在什么

具体需求和工作建议，从而将上述方面的建议和问题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处理，

转化成型为政策建议和研究成果，进而帮助办学者深入全面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

域的政策法律，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申报质量，强化规范办学意识，满足社会公众

特别是学生及学生家长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的需求，选好、选对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或项目。

二、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主要路径

从现有的关于行政审批工作规范化研究来看，
①
其主要聚焦点在于优化和重

塑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标准和要求，加强审批工作信息平台建设、推进审批信息

公开工作，强化审批权力的监督等方面。这些研究总体上较为宏观，一方面指出

了总体上的改革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对具体的、特定的行政审批领域关注不够。

①
例如：唐亚林《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优化路径》，《理

论探讨》2014年第 5期；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规范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流程：问题分
析与对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 11期；李从坤：《规范和完善行政审批项目办
事指南》，《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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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实际情况，以及上文所述的基本背景和理论目标，中外

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

（一）制度化

1.制度化是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基础，其重点是相关审批机关和

专业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必须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规范、优化和巩固。所涉及

的主体包括中外合作办学者审批权的窗口单位、审批机关相关司局（处室）、承

担部分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评审小组）

等。如何处理上述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涉及到审批权运行流程的问题，而

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予以规范。

2.既有经验分析：

（1）2013年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

工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3]91号）不仅对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申请条件做

出了进一步规定，也明确规定了健全质量评估制度和质量认证机制，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评估的结果与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相结合。

（2）设计联合审批制度。目前，与浙江、福建、广东、重庆等省市建立了

联合审批机制。联合审批机制的优点在于“更接地气”，能够近距离了解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切实意义，通过与办学者的

沟通能够更加了解办学者申请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际考虑和需求。

（3）与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委员会的联系和协作制度。

教育部国际司与留学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建立了常规化的工作协调

衔接机制。筹备组织成立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咨询决策作用。

3.发展趋势分析：

（1）推动修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据了解，目前，教育部国际司

已经委托了有关专家就修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进行专题研究，针对中外

合作办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修改建议、撰写相关研究报

告。

（2）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相关制度。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行政审批改

革的有关部署，对审批权运行过程中的相关制度性问题进行改革，对所涉及到的

各部委之间的关系、教育部内部司局之间的关系、国务院教育行政机关与地方教



212

育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问

题，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审批改革。

（3）尝试探索对部分具备条件的省市、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广

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试点采取备案制等制度和措施，通过明确准入门槛、

规范备案程序和规则，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二）程序优化（流程优化）

1.审批程序（优化是当下行政审批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就中外合作办学而

言，应当在两个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在狭义上，就中外合作办学行政许可而

言，其具体许可结果表现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许可证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

书，程序化涉及到的机关和主体相对集中、相对较少。二是在广义上，一个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或者项目想要办成功，在许可证和批准书之外，还涉及到收费标准、

机构登记（仅限机构）、外籍教师资格等很多问题。如果是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

作大学，涉及到的方面就更多了。后一方面的问题需要在超出教育行政机关的范

围上予以讨论，也是当前宏观上的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关注的对象。本文主要关

注前一方面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问题上，中外合

作办学的行政许可和收费项目及标准的审批应当结合起来，部分地方政府也有这

样的制度设计。
①

2.既有经验分析：

（1）编制了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流程图。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审批机关编制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流程图，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适用

范围、办理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基本流程、办理时限、办理结果及送达

方式、监督检查及年检要求、咨询渠道、责任追究等进行了明确说明，并将按照

统一要求公开公示。

（2）优化初审程序，及时将初审结果反馈办学者。2013年来，教育部国际

司作为本科层次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具体承办司局，着重对数量较大、情况

较多样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加强了初审工作，在收到省市教育厅集中报送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材料后，组织对部分专家和资深工作人员进行初审，集中把

①
广东省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办法（试行）,http://www.gd.gov.cn/govpub/bm

guifan/201009/t20100913_129213.htm,2010-9-1.

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009/t20100913_129213.htm
http://www.gd.gov.cn/govpub/bmguifan/201009/t20100913_129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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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的准入要点和申请材料常见问题，及时反馈办学者，给

予一定时间对能够及时纠正的问题进行整改完善，受到了办学者的充分理解和广

泛肯定。

3.发展趋势分析：

（1）进一步优化专家评议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

审批过程中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议。在审批实践中，专家评议意见是中外

合作办学审批结果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同时，应当进一步优化和规范专家评议

的程序和标准，发挥专家评议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中评判“准入标

准”方面的专业优势，并应明确区别于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中专家评议在把握

“办学优劣”方面的专业评判能力。

（2）修改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流程应包括各环节的办事场所、需要

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清单和示范文本、办事步骤、办事时限，工作人员的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职务关系、行为标准和投诉渠道等具体事项。完善行政审批各节

点间的衔接关系，实现审批各环节的无缝连接，防止审批时间浪费在两个审批环

节之间。

（3）在合乎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尝试审批服务前移，让专业机

构、专业人员为审批项目申请人提供超前咨询服务，减少项目申请人准备材料的

时间。

（4）进一步优化前置程序和条件，规范审批所需提供的资质材料，避免随

意性大、过多过细、没有统一公认的设置标准、缺乏与办学者有效沟通等问题。

（三）规则化（标准化）

1.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则和要求是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实

质性部分。通过规则来办事情，是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理国家的重要特

征，也是中外合作办学治理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

应当说，在十多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和监管过程中，审批机关根据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要求制定和出台了很多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总体上

是比较一致和明确的，但在实践中尚有不同的理解。随着中外合作办学实际发展，

一些规则需要予以更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求需要出台新的规则。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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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的规则，应当符合合法、合理、科学等要求，对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法律

的要求、如何看待过去十多年审批规则的适用性、如何提炼和升华审批实践经验

和做法、如何回应办学者的经验和建议等问题，在遵循法律规律、保障办学者参

与度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各级监管机关、办学者充分沟通、研究新的情况和形势。

2.既有经验分析：

（1）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教育部就中外合作办

学审批条件出台了多个文件，主要包括：《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

题的意见》（教外综[2006]5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

知》教外综[2007]14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

障工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3]91号）等。应当说，这些文件中所规定的审批

（申请）条件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提高中外合作办

学审批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则和条件的重点是确保规则的确定性、标准的统

一性、标准的细致化和标准的可行性；做到细致梳理和详细说明申请条件、审批

标准和相关要求，对实质性条件和形式性条件给予细致规定和说明；避免标准碎

片化，始终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中方学校办学实力、保障学生权益为核心。

3.发展趋势分析：

（1）比较不同涉外办学形式之差异，抓住关键性的办学环节如证书、招生、

收费、课程及师资等，就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的工作原则和审批规则，在现有的中

外合作办学审批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经验和国务院有关

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提出关于中外合作办学审批（申报）要求的系统化

的规则和标准。

（2）具体而言，在区分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两种形

式的基础上，以颁发证书情况为线索和关键点，具体从办学主体、办学层次、专

业设置、课程引进、师资引进、招生方式及标准、招生规模、收费项目及标准、

颁发证书情况、办学场所等方面，实行分类指导，提出明确的审批原则和规则，

设定具体标准，规范审批程序。其中，建议对于仅颁发中国教育机构证书的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同时颁发中外教育机构学位证书但需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不出国即可同时颁发中外教育机构学位证书的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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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从教育收费价格机制入手、发挥宏观

调控手段的作用，引导、推动高校真正地系统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学校

内涵式发展。

（四）信息化

1.信息化是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降低审批成

本，办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减轻申报工作压力，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申请工作的

规范化、中外合作办学后续监管工作的开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审批工作实际

来看，不同地方、不同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申请材料的形式性要求在理解上有很

大的差异。信息化及其平台建设有利于办学主体和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这个

问题上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信息化平台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信息化

平台也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则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致性。此外，信息化平

台能够使得申请材料通过数据库的方式规范化处理，长期保存，这对于后续监管

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也要求办学主体必须重视申请材料与实际办

学情况之间的一致性，一些依法应当予以变更的办学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

2.既有经验分析：

（1）运用信息技术优化和固化优化流程。在网络申报系统开通以前，关于

申请流程和所需要的材料，不同办学者、包括不同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由于信

息掌握程度不同，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通过信息化平台，上述要求已经比较明

确，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流程也可以通过信息系统来把握。当然，在使用过程中，

这些平台也将进一步优化。

（2）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本科以上项目申报和评审、本

科以上机构申报和评议、本科以下机构项目备案、境外学历学位注册认证、中外

合作办学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等六个系统。系统统一设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

管工作信息平台(www.jsj.edu.cn)，2015年上半年已上线运行。①

3.发展趋势分析：

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建设，

完善网上受理、审批、公示、查询、投诉等工作流程，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改进

①
据“教育部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初步建立中外合作办学“一个窗口”受理 “一站式”审批

机制”，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5193.html。

http://www.jsj.edu.cn)，2015/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5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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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工作。同时，指导各地使用好、发挥好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的作用”。
①

（1）便民化。根据审批事项分类，进一步探索和优化全过程网上审批；通

过信息化支持条件和制度配套，逐步实现审批过程网上查询，即办学者可以在网

上查询具体办理进度、办理结果。

（2）电子档案化，完善审批资料电子存档技术。既保障中外行政审批工作

的规范化，又服务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监管工作。

（3）与相关平台协同。推进与学信网、留学服务中心学位认证平台、学位

中心评估系统、交流协会评估认证系统的协同协调工作。

（五）公开化

1.公开化是审批工作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审批过程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和

审批结果（办学信息）依法公开。就前者而言，主要包括行政审批的事项、依据、

条件、数量、程序、期限等信息的公开，应当坚持依法公开的原则，保证公开信

息合法、充分、便民。就后者而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明确要求了

若干方面的办学信息应当公开化。现代信息技术为办学信息的公开提供了低成本

的网络平台，帮助行政机关、办学者、社会公众以及学生家长查询相关信息，特

别是有利于社会监督。

2.既有经验分析：

（1）本科以上及本科以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办学信息的公开，对规

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外合作办学审批规范化提供了良好

氛围。目前，由教育部审批和复核的机构及项目名单和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

的机构及项目名单都已经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特别是 2014

年下半年对已停止办学活动的 252 个本科以下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

行了停止办学信息公示，以进一步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强化信息监管，防止出现

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维护学生权益，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持续健康发展。

（2）办学信息公开的范围较为全面，批准文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

表”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表”中的相关信息全部上网。相对于其他一些行

①
据“教育部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初步建立中外合作办学“一个窗口”受理 “一站式”审批

机制”，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5193.htm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5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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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项目，公开的信息应当说范围较广，特别是在涉及学生权益的办学层次、

学制、招生人数、招生起止年份、招生方式、开设专业、颁发证书、办学有效期

等方面内容的公示，有利于切实保护学生权益。

3.发展趋势分析：

（1）将条例和实施办法要求公开公示的内容进一步公开。目前，条例和实

施办法所涉及的部分需要公开公示的信息，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网上尚

未全部显示，例如招生简章（和相应的招生广告）、收费项目和标准、审计结果

等。

（2）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公示的相关政策和信息、办学者公开公示的办学

信息建立有效链接。部分教育行政机关在中外合作办学信息公示上做了较好的尝

试和探索，可通过适当的方式链接到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绝大部分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开公示了很

多办学信息，通过该机构和项目链接的网站访问这些官方网站，有利于直接获得

相关办学信息，也是对办学过程的有效监督。

三、结论

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

规范化建设既要符合简政放权的大趋势大环境，也需要把好准入门槛并为后续的

事中事后监管奠定良好基础。因此，需要以明确的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规则为

核心，通过制度建设、流程优化、信息公开，让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权力具有

坚实的制度保障、良好的运行效率并在阳光下运行。

Objectives and approach of normalize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Wang Qicai

Abstract:Normalize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Sino-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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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education should confirm to two backgrounds, the first is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he second is strictly checking on the

enrollment. Accordingly, approaches of normalize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n

this area should take explicit rule as its core, and others ar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ptimiz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etc.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normalize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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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概念的法律分析

李晓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很多疑惑和困难都与“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核

心法律概念的理解有关。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个应用的法律概念，其外延与内涵小于诸如“教

育服务贸易”和“跨境教育”等概念。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要素应包含下述内容：办学主体

应为具有涉外性的教育机构；办学地点应在国内并应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教育对象；中外方教

育机构应具有实质合作。办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应以上述基本法律要素为出发点开展中外合

作办学、组织监管，方能使此项事业获得良性发展。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跨境教育；教育服务贸易

一、中外合作办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个应用的法律概念，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的主要法律依

据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其《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在教育学、教育法学和教育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学

术研究中，有诸多概念与中外合作办学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如跨境教育、

教育服务贸易等。但这些与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概念在中国国内法层面基本上属

于学术概念的范畴，并且外延都远远大于中外合作办学。

（一）作为服务贸易的中外合作办学

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一条第三款（B）规定，“服务”包括“任

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除外”。第三款（C）规定，

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是指“既不依据商业基础提供，也不与一个或多个服

务提供者竞争的任何服务。”
①一
般将《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教育服务贸易规

①
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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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除了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

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范畴。”
①《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定义了四种教育服务贸

易的形式，一是跨境交付，即从一成员境内向来自于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教育

消费者提供远程教育课程与教育培训服务；二是境外消费，即在一成员境内向来

自于另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教育消费者提供教育服务，其典型形式就是互派留

学生；三是商业存在，即一个世贸组织成员方的教育服务提供者，通过其在另一

个世贸组织成员方的法人或分支机构等在别的国家建立或拥有商业设施和机构，

如设立海外分校和合作办学；第四是自然人流动，即教育服务提供者由一个世贸

组织成员国境内进入另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境内提供教育服务，主要表现为外籍

教师聘任和教师短期访学。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教育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手，

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的《促进世界教育市场投资》等报告都

在鼓动各国去推动教育市场的开放和教育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但由于教育事关国

家主权、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教育服务贸易是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

作出承诺类别最少的部门。各国大多对开放教育服务贸易持审慎态度，特别是以

跨境建立教育机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商业存在”作出了更多的限制。我国仅在

商业存在的形式中开放以合作办学形式进入中国境内，但许可外方持有多数股

份，并对国民待遇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是WTO服务贸易的

一种形式，即商业存在。

（二）作为跨境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

由于教育服务贸易将教育视为产业，应用商业贸易的原则旨在资本化、市场

化和自由贸易，但由于教育服务贸易往往成为发达国家教育输出的重要形式，对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公平性和监管构成威胁。尽管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快速，但在认

证和质量保障等方面，仍然是以各国国内体系中的标准来把握，所以出现了教育

服务贸易在质量上参差不齐的局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的主导下，

“跨境教育”的概念随之出现。在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共同起草

的《保障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南》中使用了跨境教育的概念，这一概念被

界定为：“在教师、学生、课程、机构的办学者或课程资料跨越国家管辖边境情

①
周满生.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新趋向及若干对策思考研究动态[J].教育研究,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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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开展的高等教育。”这一概念较比教育服务贸易弱化了跨国教育的商业色彩

和营利性，更具有包容性，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跨境教育

包括了跨境实现的公共与私立、营利与非营利的跨国教育，几乎涵盖了各个教育

环节和要素有跨国境情形的各种教育形式，包括人员流动（学生流动、学术人员

流动）、项目流动和机构流动。具体而言，跨境教育主要形式包括：远程教育、

双联项目、协议项目、分校、特许经营等形式
①。
中国的跨境教育从输出国的角度

讲，包括了中国公民海外留学、中国教育机构境外办学、中国教育机构与海外的

项目合作认证等形式。但作为跨境教育输入国，则主要体现为来华留学、访学，

双联学位（2+2、3+1等校际交流形式）和中外合作办学。由于跨境教育的主要

国际规则集中在学位学历认证和质量监管方面，中外合作办学的长足发展而言，

在跨境教育的制度层面加强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一

方面有利于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证和质量保障。目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指南》、欧盟和教科文组织共同提出的《跨国教育服务良好行为准则》、欧盟和

亚太的一系列区域性公约，即行业性的《跨国教育服务行为准则》，乃至工程师

行业的《华盛顿协议》都对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学位认证和质量保障提供了

直接的借鉴标准。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也纷纷出台对跨境教育的质量保障制度，

如英国QAA（Quality Assurance Agency），以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制定的

《澳大利亚跨国教育质量保障策略》（Transnational Quality Strategy）等，都可资

借鉴。上述分析可见，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境教育从教育输入国的角度存在的一种

形式。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要素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二条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以下简

称中外合作办学者)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

(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条例。”以这一对中外合作办学直

接进行界定的法条出发，可以将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分解为以下几个法律要素：

（一）办学主体应为教育机构

①
龚思怡.跨境教育背景下的中外合作办学[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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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主体应包括中国的教育机构与外国的教育机构。这一表述首先排除了非

教育机构作为办学者的可能。当然首先需要明确 “何为教育机构”。根据对现有

的法律表述的理解，教育机构应该包括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而对这一“其他教

育机构”究竟包括哪些主体仍存在不同理解。《教育法》中将学校与其他教育机

构并称，但并没有界定或者列举其他教育机构应包涵哪些机构，而只是在《教育

法》第二十六条中列举了举办教育机构的基本法定条件，即（一）有组织机构和

章程；（二）有合格的教师；（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机构都是教育机构，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单位。

按照上述理解，中、外方有一方或者两方都是商业教育机构，只要具备教育

机构的必要条件，都可以视为符合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主

体教育机构就不限于学校，也包括学校联盟、商业性教育集团或者教育公司。但

原则上合作办学主体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在所在国法律规定下的举办特

定规格和类型的办学资格。那些不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没有教师和教学场所以及

资金的机构，比如教育研究机构、课程开发机构、教育评估机构等都不能包括在

中外合作办学主体教育机构的概念之内。

（二）办学主体应具有涉外性

办学主体应具有涉外性，即中外合作办学应该是中国境内的教育机构与中国

境外的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活动，即一方主体应具有涉外性，从而排除了中国教

育机构之间、中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之间的办学活动，

也排除了国外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单独举办分校、分院和分校区的活动。中国在

加入WTO关于服务贸易承诺中，承诺海外教育商业存在进入中国的形式仅为中

外合作办学，而没有直接许可国外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独立举办分校。但实践中，

有部分海外教育机构，其实际目的是在中国举办分校，而无法突破制度障碍，遂

找一个中国的教育机构与其“合作”。这种名为合作实为举办分校的情况从双方

签订的协议中能够直接体现，即合作协议明显不平等，中方院校在管理、学术标

准、教育教学等方面缺乏对等的参与。这种情况存在于高等教育，特别是合作大

学的层面。这种行为显然是突破了中国教育主权的范围，为后续的监管制造巨大

的困难。在高中合作办学层面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名为“合作”实为“独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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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部分优质公立高中，出于课程改革和教育国际化的需求，需要在制度上

寻找突破口，以引入国际课程国际师资等，遂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寻找到一家

国外的友好学校开展形式上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际上由中国的优质高中完全

独立地进行师资招聘、课程设计和教育教学组织。在这些高中“独办”的情况下，

其与外方的协议往往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实质合作内容。在高中的层面还存在另

一个问题，即大量高中中外合作项目引进的是由国外教育机构开发的大学预科课

程或者高中国际课程，如美国的AP大学预科、英国的A－Level课程等。准确地

说这些课程不是某一个合作学校的课程和教学体系，而合作学校也只是参与少许

管理，这种情况也与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要求不甚符合。

（三）办学地点应在中国境内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中国高校与外国教育机构在海外的合作办学。从WTO教

育服务贸易的角度讲，中国高校的海外办学并不属于前述中外合作办学意义上的

教育资源进口，而属于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目前，我国境外办学方兴未艾，成

发展扩大的趋势。许多大学如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均在海外开

展办学活动。加上以中外合资等形式举办的孔子学院，我国境外合作办学发展呈

现明显的增长趋势。截止2015年1月，我国已举办3个境外办学机构、97个境外办

学项目、474所孔子学院、851个孔子课堂。①境外办学对于国内高等教育机构而言，

从国内法的角度，属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赋予的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需要按

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之规定履行法律程序，并需要遵守

办学所在国的教育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和教育法规。根据《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

管理办法》的界定：“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是指高等学校独立或者与境外具有法

人资格并且为所在国家(地区)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在境外

举办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者采用其他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学位教育或者非学历高等教育。”境外举办的中外合作

办学不仅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规定的合作办学在办学地点上存在差异，在

教育对象上也存在差异，《条例》意义上的中外合作办学强调了受教育对象应主

要为中国公民。目前《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仍比较简单，对于中国

①
袁贵仁部长在 2015年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教育,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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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海外办学的质量监管、学位认证和风险评估与预警都还缺乏必要的规定。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汉语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中国高校的海外办学仍会不

断增加，中国迟早也需要出台类似英国QAA（Quality Assurance Agency）《高等

教育境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实施准则》（Code of Practice for Assurance of

Academic Quality and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及其他国家类似的监管制度，

以保障中国输出教育的规范性和质量。

（四）合作应具有实质内容

《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中国教育机构没有实质性引进外国教育资源，

仅以互认学分的方式与外国教育机构开展学生交流的活动，不适用本办法。”中

外合作办学双方（或多方）应该具有在学科、专业、课程、机构设立和大学设立

上的实质合作内容。具体而言，国外教育机构的优质教育资源应进入中国境内，

与国内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课程、师资、教育教学环节的主要方面、教育评

估等方面存在合作。而不是仅仅单纯通过 2+2或者 3+1等形式将学生输出到国

外学校学习，互认学分。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实践中，这些单纯的校际交流、

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形式基本上已经被排出了中外合作办学概念之外。但这种

排除做法也引来很多的担忧：是不是这种顺应教育国际化的校际交流形式就是不

合法的或者是被禁止的。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如《高等教育法》第三十六条，高

校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展各种形式的校际交流是高校办学自主权范围内的行

为，并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2010-2020年）和从最新

的教育法修改动向来看，中外校际交流是国家鼓励和肯定的教育国际化形式之

一。从WTO的角度而言，中国学生在海外的留学是“境外消费”的形式，而在

国内的教学是受中国教育法所规范的，对民办高校而言是自主办学内容，对公办

高校而言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上的非学历教育和多种办学形式之一。从公法原

理来讲，法无明文规定即许可，立法上并没有禁止上述校际交流行为，即为许可。

实践中，高校对于注册学籍的学位生所开展的校际交流，如交换生项目等，普遍

比较规范。目前争议最大的是部分高校所进行的创收性质的各种留学项目，其中

的确存在办学质量不高、学生管理混乱、收费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教育部曾多

次下发文件对上述行为进行管理。但出于丰厚利益的考虑，高校仍然乐于举办，

或者和中介机构合作举办上述语言培训意义上的留学预科。由于这种留学能够为



225

很多高考落榜生提供出路，所以具有相当的生源市场。但首先，这种没有任何资

源引进、各办各的合作方式，不属于《条例》意义上的中外合作办学。其次，对

于这种行为的监管难题，主要是公办高校的盈利性问题，即公办高校以公共资源

为学校或教师谋取利益的问题。根据目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公立高校总

体上虽是非营利的公共事业单位法人，但并非全然禁止其开展任何营利活动。只

要这种教育服务行为，获得发改委、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可，诚信招生、诚信办学，

并将这部分收益纳入高校的规范化财务管理，应用于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和水准，

也是可以的。但很多高校以“获得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作为幌子来

欺骗公众，并无法按照招生简章的承诺提供教育服务，显然是滥用办学自主权，

应该受到合同法、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中，学生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中仍然有

出国的需求，法律法规也没有明令禁止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出国接受外方教育。

但实际上，如果是2+2的本科教育，在国内的两年中，引进教育资源的师资和课

程内容一定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使用德语、法语、俄语、韩语等非通用语种进

行教学的项目和机构，学生学习语言技能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实践中，在

有安排学生出国时间的项目中，3+1的项目是比较可行的。学生在国内的三年内

可以接受一定量的引进课程教学，最后一年到合作方所在国进行学习，既满足了

学生出国积累海外学习生活经验的需要，也基本能够满足引进优势教育资源的需

要。当然，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初衷最符合的还是全国内4+0模式，即“不出国的

留学”。“不出国的留学”一方面能够实现更多的教育资源引进，另一方面，也为

学生节省了留学费用，降低了留学风险。

出于鼓励引进先进教育资源的愿望，教育行政部门在实质审批和评估的过程

中提出了一些引进资源的量化标准，如四个“三分之一”标准。教育部在2006

年《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应当在中国教育机构内实施完整的或主要的教育教学过程。……引进的外方课

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

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

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外国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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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

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政策性标准的提出，的确起到了强化先

进教育资源引进力度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虽在几乎所有的申报材料中，

对四个“三分之一”都作出了具体的描述，但这些描述仍然会出现相当多的“制

作”痕迹，如大量的引进课程是基础的语言课程、引进课程集中在短期完成、大

量飞行教授的存在等等。由于缺乏全过程的严格监管，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估也基

本上是文件评估，很难确定实践中的执行情况。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向质量提升的

新阶段迈进，如何保证合作双方具有实质合作、真实合作将会成为中外合作办学

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受教育对象应以中国公民为主

这一要素排除了中外合作的，在中国境内开展的，针对非中国公民的国际学

校和留学生项目与机构。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华留学生数

量不断攀升，而且更多的留学生开始从传统的语言学习转向专业学习，并开始出

现大量的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中国学和相关专业项目，如法律方面的中国法国际

硕士项目等等。这些主要以招收留学生和国际生为主的项目的和机构不属于《条

例》意义上的合作办学，而是受教育部关于国际学校和留学生教育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制。实际办学过程中，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也开始扩大海外招生

规模，在政策把握上，有50%以上的学生是中国公民即可以视为满足条件，不宜

做苛刻要求。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事业从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满足两个目的，一是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促进教育国际化，进而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个目的是实现

WTO教育服务贸易承诺的重要形势，许可WTO成员国的教育以中外合作办学

的形式进入中国。随着合作办学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认识的不断成熟，回头检

视合作办学各个层次和诸种形式，我们发现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很多困惑

其实源于对其根本概念的把握不清晰明确。比如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请的合

作内容其实是校际交流和学生交换、高中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完全为中方主导，

成为留学预备校；一些个人在海外注册教育公司再回国举办中外合作办学从而实

现曲线的民办教育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核心法律概念具有

直接的关联。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其主体、内容、宗旨应该如何把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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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析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之下，以《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为基准，

参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各级各类实践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法

律概念加以澄清，以期为办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学与监管提供参照。

Leg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Li Xiaohui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many

difficulties and bewilderment are related to the core legal concep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as a

concept of legal application, has its extension and connotation narrower than that of

“Educational Service Trade” and “Cross-border Education”. The legal elements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shall include: the subjects of running school

shall b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foreign parties; the location of co-operational

program or institution shall be in domestic and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shall be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all

involve substantive co-operation. The operator and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hall

develop and supervis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legal elements

above, achieving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al Educa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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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顶层设计的一些思考

高 洁

（丹麦奥胡斯大学教育学系）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之间的差别太大，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截然不同。尽

管如此，对其进行明确区分并单独讨论，尤其是专门探究中外合作办学顶层设计的研究还不

多见。本文旨在继续推进这种思考，指出将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区分出层次并把顶层

设计的任务倚重于特定群体的必要性。文章从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间的相互关系角度切入，将中外合作办学与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新阶段的

时代背景统一起来，借助创新三螺旋模型及其国际化的相关理论来重新理解和观照中外合作

办学的现实情况和发展契机。结论是中外合作办学是当前三螺旋国际化模型中最有活力和潜

力的一环，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利益驱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历史背景为其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植根于以研带学，以研带产的实践，辅以相

关政策支持和护航。

关键词： 中外合作办学；创新三螺旋；顶层设计

一、引言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30余年，到目前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经历了

起步探索、快速发展、调整中发展三个阶段之后，已逐步进入“高水平示范性”

的发展阶段
①
。在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质量和内涵成为下一个阶段相关政策

和研究导向的关键词；第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质量良莠不齐，类型庞杂

多样，需求千差万别，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其发展水平，也不宜用同一条实

践道路去规范其发展轨迹。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思考不能

搞“一刀切”，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要根据研究对象所属的不同层

次进行区分和针对性的研究。

①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管理与质量保障[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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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需要在现实中也有很明显的印证。比如说在中外合作办学的相关会议上

常常可见一种现象就是一些知名的中外合作机构或项目的负责人作完报告之后，

台下来自其它院校的同行抱着“取经”的热望，就他们自己在申请和运行项目时

遇到的困难提出问题。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善意却有些爱莫能助的提醒：双方

机构的定位，发展目标，实际情况差异很多，因此报告人的经验也许并不能对提

问者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

的确，现实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之间的差别太大，面临的问题和挑

战也截然不同，有的学校尚在为如何获得和调动国外资源及通过审批而焦头烂额

的时候，另一些要思考的却是怎么在国外教育资源的主导甚至教学内容全盘西化

的形势中突围，达到中方的真正融入和提升了。这种“旱涝不均”的现实情况已

经得到了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关注，监管政策也对不同层次的办学有相应的引导和

奖惩策略。尽管如此，对其进行明确区分并单独讨论，尤其是专门探究中外合作

办学顶层设计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旨在继续推进这种思考，指出将中外合作办

学的机构和项目区分出层次并把顶层设计的任务倚重于特定群体的必要性。文章

从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间的相互关系切入，将中外合作

办学与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背景统一起来，借助

创新三螺旋模型及其国际化的相关理论来重新理解和观照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

情况和发展契机，以期为顶层设计的相关探究提供更丰富的思路。

二、创新三螺旋模型及其国际化

关于三螺旋理论，华中科技大学的李小丽博士给出了简明扼要的总结：

Etzkowitz & Leydesdorff在 1995年首先提出官产学伙伴关系的三螺旋（TH，Triple

Helix）创新模式。他们认为大学和产业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了属于对方的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的角色也开始特殊化，开始超越其传统职能向大学和产业靠近。

Etzkowitz & Leydesdorff（2000）提出了三螺旋创新模式演进的三个层次。第一

层次是“政府干预模式”。在这个层次上，政府是社会的主导机构，产业和大学

基本上是政府的下属部分。第二层次是“自由放任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各机

构范围彼此独立，相互分离。第三层次是“三螺旋模式”形成。在这个模型中，

大学、产业部门、政府不仅两两互动，而且还有三方面的重叠，孕育出三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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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混合组织大学。他们除履行自己的传统职能外，还承担其它参与者的职责，各

参与者的互动自反形成了创新网络系统。大学、产业和政府三方之间的互动、交

叉、重叠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动力源泉。该理论认为，知识创新正在转

向一个新的模型，其中知识生产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下，要推动知识的生产、转化、应用、产业化以及升级，必须促进三方的适当互

动自反。“互动”指通过官产学三方互动，产生三方网络和混合型组织如技术转

移组织；“自反”指每一参与者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同时扮演其它参与者

的角色。互动自反关系具体体现在：大学除了进行科学研究，还同企业合作进行

应用开发，具备了企业化功能；企业与学校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政府也

积极协助企业和学校的联系。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都应与其它两方产生互动，各

参与者相互作用，推动创新系统螺旋上升，最终形成动态的“三螺旋”
①
。三螺

旋模型背后的核心理念便是创新的过程应从线性（从上游科技端到下游产品端）

的转变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它包含着多元性和无穷无尽的转化，并最终引起

创新者及其相互关系的重组变化
②
。

图 1. 官产学的三螺旋

在传统创新三螺旋模型的基础上，Olav & Hu又提出了该模型的国际化，他

们在已有的三螺旋模型、国际化相关理论和研发国际化的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

了三螺旋的国际化模型，这一以过程为中心的模型也包括三个阶段，即先驱阶段，

探索阶段和融合阶段。在先驱阶段可以看到模型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国外的延伸，

①
李小丽.三螺旋模式下大学技术转移组织构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3.

② Olav Jull Sørensen & Yimei Hu. Olav Jull Sørensen , Yimei Hu , (2014) "Triple h
elix going abroad? The case of Danish experiences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
tion Management, Vol. 17 Iss: 3, pp.254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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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跨国公司建立国外研发中心，大学与境外机构建立长期科研项目和教育交

流，政府在国外建立各种类型的政治机构等（见图 2）。在探索阶段，一国三螺

旋的每个要素在异国的延伸部分实力都加强了，它们开始与国外的对应的主体合

作，尽管此时的联系较为微弱。比如公司与外国公司之间，大学与外国大学之间，

以及政府间的合作。此时，三螺旋的协同作用已经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见图 3）。

在融合阶段，直接的（一国）三螺旋对（另一国）三螺旋互动出现了（见图 4）。

由于两国间的紧密合作，我们会看到新的组织和政治协力在一国内部的两个三螺

旋之间的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这为两国的创新都提供了新的机遇
①
。

三、创新三螺旋模型与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

如何理解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顶层设计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两

个特点：第一、它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契合，体现了国家发展，尤其是国际化战

略方面的政策取向并成为其中重要一环；这意味着它不仅实现和推动着国家对于

① Olav Jull Sørensen & Yimei Hu. Olav Jull Sørensen , Yimei Hu , (2014) "Triple h
elix going abroad? The case of Danish experiences in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
tion Management, Vol. 17 Iss: 3, pp.254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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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的规划和布局，它也包含着教育/科研与政府和产业的积极互动、资源

整合甚至是职能转化，这是战略和决策高度上的“顶层”；二、所有中外办学合

作机构与项目都有是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但它们的角色应该是有区别

的。它们拥有的资源和发展的目标和策略本不相同，与其让它们去构想和贴近一

个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普适模式，不如有的放矢，因地治宜。也就是说，采取措

施倡导和保障实力强大的中方学校在引进国外优质资源的同时在教学内容，课程

设计和教时分配上也能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执行顶层设计并提供实践经验以校

准和修改顶层设计的职能；也允许另一部分在不损害国家教育主权及不违反任何

规定的前提下探索最适合其自身的发展途径，不必一味向领先者看齐，而是循序

渐进，以引入为主，逐步“接上地气”。而当前的事实恰是相反的，最有实力的

知名中方学校因为容易吸引国外资源，常常在教学内容上偏向全盘西化，没能充

分发挥出本应有的融合和创新作用，而最需要发展和提升的相对弱势的学校反而

因为缺乏深入开展合作的能力和设置，连引入资源本身都很困难。因此顶层设计

应能针对不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特点设置不同的标准和角色，以提

高效率；而这个设计的落脚点最终要回归国家的发展战略，以保证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三螺旋模型，特别是它的国际化模型可以成为有效的指

导工具。因为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全球化知识经济语境中的官产学关系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且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在国家创新机

制中的重要位置，把握当前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为中外合作办学所提供的历史机

遇。具体说来，它可以让我们认清中外合作办学独特的位置及其对应的发展策略：

（一）中外合作办学是当前三螺旋国际化模型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一环，背

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利益驱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历史背景为其发展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中外合作办学绝不仅是学校行为和教育企业的行为，它背后包含着国家间

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方面的交易和角力。虽然办学的实践者们可能常

常只需要从本机构的利益出发策划和运营，但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的方方面面都

深刻地联动着国家其它层面的战略发展与国际制衡。在创新三螺旋的机制中，

政府、产业/公司和大学这三者虽然紧密联系，甚至在职能上已经开始互相依赖

和重叠，但大学，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才是当前三螺旋协力创新过程中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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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活力和潜力的部分。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本身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和产

品，而它所进一步转化成的科技和产品是国家维持和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大

学作为知识和知识性劳动力的主要生产单位在这样一个时代处于中枢位置，所

以对于知识的重视和追逐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策略的出发点。拿丹麦为例，丹麦

的前教育部（Danish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在 2008年

出版的《知识基础上的中丹合作战略》中对全球化知识经济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并将中国视为知识经济时代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和最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

丹麦与中国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合作战略包括其在中国的合作办学机构中丹学

院的成立都是以其对于知识经济的构想为基础的，也是其对华战略作为其全球

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企业和大学是三位一体地存在于合作

战略和政策逻辑中的。政府调动大学谋求科研层面的合作，将产学研直接挂钩

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知识支撑和人才储备，而且也为产业界铺开在中国的关

系网络打开局面，从而为在高等教育市场之外开辟和扩展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出

口市场打下基础
①
。从这个案例来看，中丹合作办学主要是由国家利益驱动，

且为两国政府和企业间局面的打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植根于以研带学，以研带产，辅以政

策支持和护航

以研代产容易理解，它指的是研究成果向技术和产品的转化。在中外合作

办学的实践中科研上的中外合作不仅为知识创新向产品和技术创新的转化的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更是中外在办学方面进行可持续合作的基础。正如上文中所提

到的，有实力的知名中方学校因为容易吸引国外资源，常常在教学内容上倾向于

全盘西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在教学方面似乎被中外

双方不约而同地赋予了一种相对落后的学习者的位置。从中国角度来看我们吸引

优质资源就是为了学习和赶超，哪怕需要出让部分市场，所以对学习者的身份会

有认同；其次，从来华办学的外国机构来看，市场对外国教育系统和内容存在偏

好，宣传其品牌和优越性有利于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就造成了中外合作办学

中并不平衡的二元结构。中方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角色被压缩，而常常扮演

①
高洁.“他者”眼中的中外合作办学[J].神州学人,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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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合作伙伴铺路和运营基础设施的角色
①
；再次，中外教学内容即使是双方

教时均分的情况下也常常会发生“水油分离”，各行其是，无法融合。要消除这三

个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实现真正的科研合作，使双方的研究拥有共同领域和

对话空间，再从这个领域和空间内部寻求建立教学项目的可能性。惟以如此，中

外合作办学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和整合，中外学校之间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和

稳固的合作关系。回到对于三螺旋模型的探讨中，双方大学的深度合作能为产业

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外交开辟道路，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新机遇。

结语：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顶层设计应该立足于国家战略发展层面，并根据实践者不

同层次赋予它们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创新的三螺旋国际化模型从根本上说，是让

我们看清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官产学三角关系和伴随全球化知识

经济时代而生的历史机遇。它同时也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开放创新和协同

创新建立了具体的发展模型。正是基于此，它也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提供

了有效的指导。

On the Top-down Design in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Gao Jie

Abstract: There are huge gaps among different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in

Running Schools, which face totally diffe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Yet the

discussions that specifically address the strait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top-down design

of such cooperations are still scarc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and

point to the necessity of categorizing different groups among the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and assigning the task of top-down designing to some specific members.

U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in Running Schools

①
高洁.“他者”眼中的中外合作办学[J].神州学人,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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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entry point, I trace the

practices of the partnerships into the historic context of China entering into an

innovation-driven age of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theoretic model of Triple Helix,

especially the model of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I try to reconfigure and evaluate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e

conclusions are: 1. The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in Running Schools are one of

the chains of Triple Helix with the most vitality and potentiality, driven by national

interests as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br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2.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Foreign partnerships in Running

Schools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practices of Using Research to Drive Education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support and protections from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Triple Helix;

Top-down Design



236

中美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回顾与反思

——以湖北工业大学为例

叶朝成 孙炳文 柳志鹏

（湖北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摘 要： 本文回顾与反思了湖北工业大学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的评估过程，交代和分析

了中美项目的基本情况，优势和特色，探讨了合作办学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整改计划及措

施，窥斑见豹，总结和反思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中我们应遵循的一些规则和原则。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湖北工业大学

一、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定位是“中国

教育事业组成部分”。湖北工业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上一直秉承服务国家经济发

展、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培养面向21世纪复合人才，以及提高本校的办学

水平与国际化水平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高校是载体，但落实到根本则需要引

进高质量项目，培养高水平教师，使用前沿教材，规范教学秩序，加强学生管理。

湖北工业大学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事业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成绩，摸索出了

一套适合本校的培养模式。但同时也有暴露了一些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

能使湖北工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2015年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正接近收官阶段。从评估主体来看，中外

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由教育部国际司统一组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具

体实施，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安排，并且引入了多元评价，形成政府、社会、

专家、中外合作办学者、学生协同参与的格局。通过评估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达到

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和效果。评估对于促进学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以及促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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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在中外合作办学原则和规则的适用性和适用度的问题上，本文认为，对于宏

观的政策法规原则和微观的规则，我们应该使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因此，我

们需要区分并举例说明规则和原则之间的不同：(1)规则是是与非的问题，原则

是程度问题；(2)规则是排他性的，原则是共生性的；(3)规则是构成性的，原则

是调节性的；(4)规则是确定性的，原则是或然性的； (5)规则是规约性的，原

则是有理据的。

（一）宏观政策要求——教育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精神，国家鼓励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引进国内急需、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性的课程和教材。《教育规划纲要》对中

外合作办学的要求是：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

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

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

构和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示范性

中外合作办学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形式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根据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文件精神，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本质属性必然使得中外合作办学要服务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从宏观上说，

中外合作办学要促进中国整体教育体系的完善；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

力和竞争。从微观上说，中外合作办学要培养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的新型复合

型人才；提高我国高校的整体水平或国际化水平。

从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它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政策保障，还需

要各个办学主体在具体操作中严格按照《条例》、《条例实施办法》以及《教育

规划纲要》以及各省教育部门的文件精神来执行，规范，操作具体工作。

（二）微观现实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湖北工业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上一直秉承服务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教育

现代化发展，培养面向21世纪复合人才，以及提高本校的办学水平与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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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高校是载体，但落实到根本则需要引进高质量项目，培

养高水平教师，使用前沿教材，规范教学秩序，加强学生管理。在具体的微观的

操作规则上，应该始终坚持灵活性和规范性相结合。

（三）湖北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与发展

湖北工业大学坚持开放活校，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10年来，我校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从零起步，不断

地学习、借鉴、摸索，发展到今天千余人的办学规模，合作范围覆盖美、法、德、

澳等多个国家。2004年，学校新建中加专科合作办学项目；2005年，与法国马恩

河谷大学建立中法土木与力学工程本硕校际交流合作办学项目；2008年，与德国

伍珀塔尔大学新建中德土木工程本科校际交流合作办学项目；2009年，与捷克

VSB大学新建中捷金融学本硕校际交流合作办学项目；2010年，与澳大利亚塔斯

玛尼亚大学新建中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硕校际交流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与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新建中美艺术设计本硕合作办学项目。2013年，

与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新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本科合

作办学项目。截止2014年，全校国际合作项目在读学生规模突破1200人，居湖北

省高校前茅。合作办学层次从专科发展到硕士，合作办学专业也从一个学院的一

个专业发展为七所学院的八个专业，办学项目深受社会的好评。

（四）中美合作办学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湖北工业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本

科教育项目2012年6月获批，2012年9月开始实施。迄今为止，已招收4届学生近

400人，初步形成一定办学规模和社会声誉。我校艺术设计学科创办于1978年。

2003年艺术设计专业被列为湖北省本科品牌专业；2008年艺术设计专业获批成为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艺术设计学科被评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2014

年艺术设计实验中心被评为省级实验示范中心。

密尔沃基分校成立于1956年，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

学，以国际合作为办学特色。其派克艺术学院是美国中西部最古老和最大的综合

性艺术学院之一，本科艺术设计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教学、科研实力俱

佳的设计大师，在美国中部有“设计师的摇篮”美誉。

湖北工业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合作举办视觉传达专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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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艺术设计理论基础、熟练掌握

设计技能及方法、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艺术设计复合型高级人

才。项目采取“3+1”的模式，学生在湖北工业大学完成1-3年的学业；经考核合

格，部分学生可赴美攻读第四年本科课程。

（五）湖北工业大学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的优势和特色

项目自开办以来，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管理严格规范。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双方领导均给予高度重视，

不仅对项目的发展和运作实行直接的领导，同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

2.教学团队优质合理。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由一流院校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承担，年龄结构合理；专业课教师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对专业的理解、把握

和运用能力优势明显；核心课程主要由美方教授承担，确保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

连续性；同时，我校还配备了中方助教教师，为学生提供辅导。

3.课程体系优势互补。本项目从美方引入了优秀的课程教学资源，包括艺术

设计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模式及原版教材，形成了既有我校艺术设计专业

教育特色，又有美国艺术设计专业优势支撑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4.人才培养注重专业实践。本项目采用多种形式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理论

与实践的紧密联系。课堂教学注重案例和企业实习等实践项目，引入北京、广州、

武汉等地的实业界人士参与课堂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5.强调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本项目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学习托福英语，在大二

开设外方专业类课程，让学生逐步适应全英语的授课方式，为第四学年的赴美学

习做准备。

（六）湖北工业大学中美合作办学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1.主要问题：

（1）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根据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满足两校

学位授予要求，本项目课程数量及授课时数非常饱满，导致日常教学所占比重大，

学生课余时间少，消化课堂内容和自学的时间不够。联合培养方案中的高等数学

课程，对于美国艺术生是一门必修课，对于中国艺术生却是个巨大的挑战。经过

协商，双方同意在联合教学培养方案中，这门课程我们放在中方来开，既保证了

教学质量，又避开了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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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英语能力培养和提高还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虽然本项目要求

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托福英语，但是，部分学生在适应英语教学环境方面仍比

较吃力，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3）外方教师在中方的教学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由于外方教师具有较强

的流动性，目前，外方教师在我院的授课、讲学、科研活动等文字、图片、影像

资料留存还不够完善，在规范建档方面有待进一步优化。

（4）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还不够强。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学术型

人才还是职业型人才？我们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项目学生

在中国校园学习期间，还是采用的中式教学方式，以教授为主，缺乏互动。

（5）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入学新生的统计，大多数

学生对本项目的了解来自于学院网站或朋友推荐。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学开展

国际合作办学，本项目需要加强宣传力度，以吸引更多国际国内优秀人才关注本

项目，继而提高生源质量。

2.整改计划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相关部门继续开展“以评促建”相关工作，从统一调研一线

教师、学生入手，明确问题，细化分工，逐项落实，协同推进，逐步实施：

（1）开展以班级、年级、学生、中外教师、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多种形式

的交流互动活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妥善解决问题。

（2）成立项目学科评价小组和教师团队，及时、合理地调整、完善合作办

学项目培养方案，科学合理安排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减轻学生课业

压力。

（3）高水平国际化人才最重要的标准是创新。“让学生有创新意识、问题

意识，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我们尝试让来自

美国的外教给项目学生开设《Critical writing》、《leadership》这两门选修课，

深受好评，使学生的个性、认知和情感得到全面发展。学生的考核方式也应做出

相应的调整，适应西方的教育体系，使学生能够更好的适应国外教学体系，提高

学生的毕业率。

（4）语言外包势在必行。雅思和托福的通过率一直是制约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质量的一个瓶颈。对于中国的艺术生来说语言障碍尤其突出。通过周密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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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洽谈，中美项目正在尝试语言外包的重大教学改革，

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国际学院结合项目学生的具体水平和实力，在确保《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基本要求得以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建设合理、良好的教学管理

和教学实施模式，进一步建立健全现有英语水平教学的基本教学机制，努力、有

效提高湖北工业大学大学国际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尽可能提高英语水平国际考

试通过率。

（5）加强推广宣传，综合利用网站、媒体、口碑效应，扩大项目的社会知

名度和品牌效应。

三、总结

本文区分了中外合作办学宏观的政策法规原则和微观的操作规则，强调了刚

性的规范性的政策法规和灵活性的教学管理相结合。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

门艺术。教学管理者必须是智慧的舞者，既要遵循节拍、韵律等基本原则，又要

灵活适切的应用各项操作规则。

其次，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不

少学校把中外合作办学定位在学校其他办学活动的补充，当作创收的手段，把学

校变成借国外教育资源拔高自身的渠道，不惜放松入学资格要求等等，这些都是

极其错误的做法。真正的教育机构应该实质性地引进国外教育资源，把中外合作

办学放在学校国际化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最后，通过参加教育部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我校中美项目的确达到了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我们坚持遵循各项政策原则，探索可行性操作

规则，积极构建符合办学规律和自身实践的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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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跨境认证影响下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研究方向

苏岐英 柏 威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国际交流处)

摘 要：跨境认证是目前国际上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通行做法，我国的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保障目前以评估为主要方式。本文着重分析跨境教育及其质量保障在国内的研究状

况，在理清跨境教育与中外合作办学、跨境认证与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等概念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跨境认证影响下有益于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研究方

向。

关键词：高等教育；跨境认证；中外合作办学评估

一、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质量保障的发展现状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之下，中外合作办学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

接轨和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目标，而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

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讨论的跨境教育、跨境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

均指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与国（境）外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的合

作起步时间较晚，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更有待加强。在机构保障方

面，教育部于 2002年专门设立了教育涉外监管专职机构。在制度保障方面，教

育部于 2007年启动建设“两个平台”（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中外合

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与“两个机制”（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执法和处罚机制）。2009年，教育部印发针对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

学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试行）》。2014年，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发布

《高职高专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试行）》。虽已取得一定成绩，国内各地区、

各高校、各学科乃至各合作机构或项目的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中外合作办学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所面对的情况较为复杂。

《国家教育综合改革上海试点方案（2014-2020）》中明确提出：引进国际上

知名的认证机构来促进我国的教育质量提高。这也是目前国内部分中外合作办学



244

机构和项目办学者积极寻求的做法。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国际认证机构所

从事的跨境“认证”和我国国内目前较为通行的“评估”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引进

跨境认证的方式是照搬照用还是参考借鉴？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是否能与

国际上的认证体系兼容？最重要的是，引进国际上的跨境认证对我国的中外合作

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有何影响？若国内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都以

国际上的跨境认证为质量保障目标，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评估体系建设该何去

何从？面对这些问题，比较一致的声音是我国应当学习发达国家跨境教育质量保

障的经验，而研究者未形成一致认识的地方在于对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评估的

认识和如何把握跨境认证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评估的影响。

二、跨境教育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概念

目前，国内现有对跨境教育及其质量保障（主要指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评估）

的研究论述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一个是对跨境教育及其质量保障（尤其是

对于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的概念没有明确，没有注意到某些概念在范畴和

意义上的异同；另一个是在介绍国外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做法及其对国内中外合

作办学的启示主要仍集中在宏观层面，如果要深入探讨国际通行做法在我国的适

应性和具体做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跨境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关系

在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保障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中文版）》中指出，“跨境高等教育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指的是在教师、学生、课程、机构/办学者跨越

国家管辖边界情况下开展的高等教育，可包括公共/私立以及非营利性和营利性

办学者开办的高等教育。”教育部于 2003年颁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中

外合作办学”的定义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

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从定义可以看出，中外合作办学应

隶属于跨境教育的范畴。

跨境教育一般涉及的相关方包括：教育输出方、教育输入方、相关政府机构

和社会组织、教师；学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跨境教育的形式包括教育输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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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办学、派出留学生等）、教育输入（接收境外机构办学、留学生等）等形式。

相比之下，中外合作办学特别规定了办学主体（教育机构）、办学形式（合作举

办）、招生对象（中国公民为主）和办学地点（中国境内），可以说中外合作办学

是跨境教育在中国的一种具体形式，属于跨境教育中的教育输入。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跨境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关系

目前国内现有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始终是围绕着与中外合作办学相关

方面进行的，因为不管是学习人有我无的体系内容、比较研究国外跨境教育质量

保障和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等，皆旨在服务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从而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然而，众多研究对于质量保障中的各类概念

并没有一致的表达，再加上论述的角度不同，最终很难在一个研究方向上有所深

入。这就好比把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比作靶心，虽然众多研究

者都在谈论靶心的问题，但最后发现大家谈论的却不是同一个靶子。因此，统一

规范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明确各项概念的定义和属性就十分必要。

教育领域的质量保障（quality assurance）的最早形式可追溯到 100多年前美

国的教育认证。简要地说，教育质量保障是指教育质量的各相关主体（包括政府、

院校和社会），通过质量管理、质量监督、质量控制、质量审核、质量认证和质

量评估各种手段，保证并促进院校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张民选、李亚东，2010）。

结合跨境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义，可以发现评估和认证都属于质量保障的手

段。江波（2013）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教育质量保障模式大概分为三种：评估

（evaluation），以法国为代表，由政府主导，具有强制性，评估目标是评选优秀，

适合发展中的教育体系；审核（audit），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由政府或非

政府的第三方机构主导，目标是促进自律，适用于较成熟的教育体系；认证

（accreditation），以美国为代表，由政府和学校以外的第三方机构主导，具有自

愿性和激励性，目标是确保教育质量底线，适用于发展中的和较为成熟的教育体

系。由此看来，跨境认证是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形式之一，是目前国际上跨

境教育质量保障较为通行的做法。中外合作办学属于跨境教育的形式之一，中外

合作办学评估则是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形态。

2009年，教育部国际司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始对国内中外合作

办学进行评估试点，评估对象是依法批准设立和举办的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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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评估结果分为合格、有条件合格和不合格。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不同于国际上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通行

做法，其实质是属于合格认定。目前，也已提出了“中外合作办学认证”这一说

法，然而相比较于“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认证”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则更晚（目

前有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 SEEA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尝试），这可能也是国内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积极寻求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认证的原因之一。

国际上跨境认证的形式包括了院校认证（如新英格兰院校协会高等教育委员

会 NEASC认证）和专业认证（如美国 AACSB、欧洲 EQUIS、英国 AMBA三大

管理学认证）。认证一般是由独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机构主导，这是目前在发

达国家可以达到的行业性自律现象，认证过程也包括了院校或项目对自身的评估

和外界评估，直至最后的认证。在我国，目前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活动仍然是

由政府主导、形式仍然主要是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发

展程度决定的，而且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国际上跨境认证中的评估性

质也是不一样的。综上所述，对于国内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来讲，“跨境认

证”是指由中国以外的第三方机构对在我国境内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进行认证（包括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是指由政府部门主

导和组织的对在我国境内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行的合格认定。

三、跨境教育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在国内的研究

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应该说凡是举办高等教育的国家和地区都具备了

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形式的体系和做法，然而对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则并

非如此。比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教育输出方已经开始对外进

行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甚至作为第三方为其他跨境教育合作方进行质量保障

活动，而我国虽也同时作为教育输出方和输入方参与跨境教育活动，但尚未建立

起成熟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明确了研究概念之后，应当把研究力量集中

到对促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有切实推动作用的方面。

（一）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国内评介

纵观目前国内对于跨境教育及其质量保障的研究，对国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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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进行介绍和国内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提出意见和构想的较多，主要可以分

为以下两种类型：

1.评价外国作为教育输出国对其境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和活动，提出

对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体系建设的启示。如万毅平（2003）①
介绍了美国的高

校认证和教育评估方法，邓冬至（2015）②
介绍了德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及

其对国内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启示等。

2.评介国内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现状，提出意见和构想。如教育主管部门的研

究者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选优评估的设想和相应的指标体系（汪

建华，2014），李亚东、江彦桥（2006）③
提出了要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

系需积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等。

（二）研究方向

国内现有的对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如监管、体

系建设等。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的是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中外合作

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目标是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评估到建立符合国际规

范、具有中国内涵的教育认证（张民选、李亚东，2010）④
，那么问题最终集中

在两个方面：做什么和怎么做，而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具体到微观层面。据此，以

下两个方面是目前对于促进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的研究方向。

1.比较研究国外跨境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与我国现有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体系

的具体内容，通过实践调研、论证等得出国外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哪些做法和具

体体系内容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吸收的。我国国内各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评估

的发展程度不一、各高校和学科的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通过比较、实践能够制

定出非统一标准的、具有最大限度普适性的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做法或体系

指标对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来说无疑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2.研究跨境认证对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带来的影响及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

①
万毅平.美国的高校认证与教育评估[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3(4).

②
邓冬至.德国职教质量评估机制对我国高职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管理的启示[J].职业时

空,2015(5).
③
李亚东,江彦桥.跨境教育的本土质量保障与认证——上海的探索[J].教育发展研究,20

06(8).
④
张民选,李亚东.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体系的构建与运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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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就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中国模式”提出建议。跨境认证是国外的第

三方机构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保障活动，而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是

教育输入方对于我国境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保障活动。前者是外

来的，发展较为成熟；后者是本土的，正处于发展之中。跨境认证如何影响中外

合作办学评估、如何利用好跨境认证对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的积极影响、如何使二

者和谐构成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对于促进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发

展、建设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中国模式”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结语

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及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但在高等教育国家化

的全球趋势下正积极地寻求适应自身的发展方式。在此形势下，我国的中外合作

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理清思路，着力解决主要问题，

把跨境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评估这两条道路结合起来研究，通过比较、实践发现

外来保障对本土保障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使研究成果更具可行性、更能推

动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中国模式”。

Future Research Fields of Eval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fluenced by the Trend of

Cross-borderAccreditation

Su Qiying & Bai Wei

Abstract: Cross-border accreditation is a most common practice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while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normally conducted through

evaluation.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fields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and its quality assurance in China, aims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research fiel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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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the future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and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cross-border accredi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ross-border accreditation; eval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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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与文化并重的国情国学教育：联合国际学院(UIC)的案例

（2006-2015）

朱 宇 1 冯瑞龙 2 钟爱莲 2

（1.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2.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

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摘 要：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 UIC)，是一所参考中外合作

办学条例运作的中港合作大学，创校十年（2006-2015）。自建校以来，UIC 十分重视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仅是一所大学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是 UIC 教师推动博雅大学

的内在需求。为此，UIC 组建专门机构，开设必修课程，全力创新国情国学教育，创建更贴

近时代、人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论文中，我们从基本理念、机构设置、师资配备、理念

创新、途径创新、课程教学、主要活动等方面，以 UIC 创校十年的案例，讨论新时代的思想

政治教育应该以创意与文化并重，并以国情国学教育为重心。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思想政治教育；国情国学教育；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一、UIC 国情国学教育的理念架构

（一）导论

自建校以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下简称 UIC)

十分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是一所大学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

是 UIC 推动博雅教育的内在需求。为此，UIC组建专门机构，开设必修课程，投

入专项经费，引入专业师资，拓展多方合作，集聚各方面资源，全力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矢志创建一种更贴近时代、更贴近人心、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思想政

治教育新模式。

（二）基本理念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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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重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

我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创建的高等教育改革实验田，在引

进香港先进教育方式方法的同时，也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UIC 领导深知，培

养具备爱国情怀与正确政治立场的青年一代，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

证。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学校教育中,总结和反思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立

足于当下国情，从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发展出一种符合国情、贴近人心的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①

（三）国情国学教育

在认真反思国内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基础上，UIC大胆探索和创新教

育途径与方式，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UIC国情国学教育”的立体教学模式，

开创了核心课程+教学研讨+系列讲座+文化创意+社会调查的模式。

“UIC国情国学教育”模式集讲授、研讨、体验、思辨为一体。一方面强调

“传统为根，文化为本”的国学传承，另一方面高扬“情系家国，心怀天下”的

国情关怀，二者相融相济。UIC教师认为，中国走怎样一条发展道路，是由国情

决定的，而中国人如何走这条道路，国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又起着巨大的

影响。中国人民能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取决于国人对于国情

的认识水平，以及深厚国学根基的承托。这就需要 UIC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立足

于当下国情，从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现代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和整

理，汲取传统教育中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学生的特点，善加引导，培养学生传

承并创造文化的主体意识，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对当前国家政治与国家发展进行

关注与思考。

2008年 4月 2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的汪洋先生

视察 UIC，对我校的创新教育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你们这条新路就是把国

外的教育体制和中国的文化、国情结合起来的道路，既有国内高等教育没有的国

①
参见《UIC 创校 5 周年特刊(2005-2010)》(珠海: 联合国际学院出版,2010); (2) 本

论文关于 UIC 国情国学教育活动的介绍资料, 参考自:《UIC 国情国学教育报告(2015)》(未

发行报告), 该报告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教师共同撰写, 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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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学体制，又有国外教学体制没有的中国文化。”
①
传承中国文化，发展符合

时代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国情、热爱国学，正是 UIC“国情国学

教育”的核心。

（四）机构设量

建校之初，我校即成立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专门负责统筹和管理国情国学教

育。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主要开设有“国情国学教育课程”、“人文素质教育课

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国际汉语文化课程”等，并每年为全校师生举办各

类学术文化活动，至今（2015年）已成功举办了 14届“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

9届“国情国学杰出学者讲座”、9届“中国文化创意大赛”、3届“中华义理大

讲堂”，150多场“国情国学教育系列讲座”。

2009年，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原有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RICC)。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传承中国古代

书院自由开放之学风，发扬新时代开拓创新之精神，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文化学术

交流与研究，植根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面向时代发展需要，通过研究与开发并

重的方式，推动 UIC 的国情国学教育与研究。
②

（五）师资配备

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现有专职教师 21人，其中博士 9人、硕士 12人，拥有海

外留学经历者 7人。教师们均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院校，研究和教学领域涵盖了中

国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等专业。UIC每学期都组织老师参与社会实践，积

极与内地、港台高校交流教学经验，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与文化考察，教师思

想素质和教学经验都持续得到提高。

（六）经费保障

我校非常重视国情国学教育，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每年单列国情国学教育经费

预算，保证相应的教学、学术和文化活动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同时，积极募集

①
参见 UIC网页报导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视察我校肯定 UIC闯出新路〉 (2009年 5

月 8日报导)http://uic.edu.hk/cn/admission/news/2579-2009-05-08-09-31-43
②
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9年成立, 所长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伍鸿宇主任兼任,冯瑞龙担

任副所长至今。参见 UIC网页: http://uic.edu.hk/cn/component/content/article/62-chinese/acade
mic/research-centres/the-research-institute-of-chinese-culture/5366-2010-11-25-17-32-01



253

各类善款和捐款，推动国情国学教育发展。例如，创校之初，香港冯桑均国学基

金会捐赠一千万港元作为我校发展国情国学教育的专项资金，其中七百万港元作

为教学发展经费，三百万港元设立“冯燊均国情国学教育优秀学生奖学金”，为

我校的国情国学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持。
①

（七）理念创新

UIC 倡导的国情国学教育是一种面向整个民族历史与未来的教育构想。设计

了《中国社会思潮》、《中国历史与文明专题》、《大学国文》三门必修课
②
，及《当

代中国专题研究》等选修课，以课程为中心，辅之以丰富多样的文化学术活动。

在深广理论、开阔视野、亲身体验的基础上，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深入人心。在

教学中，UIC教师一方面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超越与回归，但却不囿于传统、因袭

传统，而是要拓宽视野，在比较中为学生开辟熔铸新知的思想路向，以利于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在教学中开放心胸与眼界，超越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社会

制度、不同的传统，引入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将古今中外人类的经验融合在一

起，开拓学生的眼界。同时尝试以历史的、宏观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和研讨中国

学者对民族发展的论述。在这样的时空穿越中既超越了传统，广纳了思想资源，

又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传统，增强学生对发展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的使命感，并触发深入的思考。

（八）途径创新

目前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教师授课过多注重观念、

命题、体系等理论的阐释，缺少对现实生活、文化发展的正视和关注；教学途径

比较单一，教学过程偏重于单纯讲授，缺少师生间的互动和必要的启发、引导，

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接受等。
③
主要问题概述如下。

①
香港冯桑均国学基金会在 UIC创校初期已捐赠一千万港元作为发展国情国学教育的

专项资金。
②
关于国情国学的三门通识必修课(General Education Compulsory Courses)的分配如下:

《大学国文》(大一上学期) 、《中国社会思潮》》(大一下学期)、《中国历史与文明专题》(大
二上或下学期) 。三门必修课均为 3学分课程,42课时。

③
关于现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一些不足及对策，参考:(1)邹楠:〈当今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09届)。(2)靳小平:〈新形势下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探索与实践〉(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年 1月 25日)。参见网页
http://xcb.imau.edu.cn/info/1004/2132.htm(3)董元、郑大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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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程度欠缺

各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仍明显不够。一些高校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指派非专任教师为大学生授课,随意削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内容,随意安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授课时间等等。

2.教育内容不够充实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忽略了特定时期特定教育内容的更新植

入,违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事结合的原则。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存

在着理论灌输、被动接受现象,没有与大学生的身心特点、知识水平以及社会生

活相结合,针对性较差,实效性不强。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单一。目标要么过高难以实现,要么脱离实际

缺乏现实意义。

3.教育方式方法缺乏灵活性

硬性灌输,缺乏人性关怀。教育方式方法机械化。

4.教育载体传统化

行政班级趋向专业化、学生活动趋向社团化、宿舍管理趋向阵地化等,这些

新载体的出现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高做出了贡献。但在加强校园文化

载体建设,实现德育与体育、智育、美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在加强信息网络载体建

设,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方面等还做得不是很好,作

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针对这些不足，UIC教师设计的综合文化学术活动板块，充分考虑到当代大

学生的特点。大学生作为社会先进的文化群体，特别是在信息传播开放的环境下，

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在接受心理特征方面具有

较为明显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取向，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理性、自信、自主、

自觉的特征。因此，大学生的学习有很强的主体性、探索性、怀疑性、自我选择

性。“教师是权威，学生则是训导的对象”，这种单向性的“灌输”教育并不适合

他们，反而容易降低学习的热情和期待，令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影响课程的教学

效果。因此，UIC 教师在课堂讲授之外，发展了：中国文化创意大赛、文化沙龙、

《西安邮电学院学报》,第 15卷,第 2期(201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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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营、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民风民俗调查、圆桌晚宴等等丰富的学术文化活

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在亲身实践、多

方体验中，增强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创意能力。

（九）课程教学

秉持“情系家国、心怀天下”的理念，着力于将国情和国学相联，通过诠释

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化，让学生对当今中国社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进而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经过多年的探索

和改革，目前开设了三门核心课程和多门选修课程，以期从文史哲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引导学生在对中国文化全面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培养思辨能力，陶冶思

想情操，提高道德修养。其中，核心课程有《中国社会思潮》、《中国历史与文明

专题》和《大学国文》，选修课程有：《当代中国专题研究》《百年中国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等。

《中国社会思潮》兼顾了中国古代哲学与现当代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向学生

介绍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哲学，另一方面则让学生了解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新思想的过程，详细探讨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晚清

进步思想家、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思想等 19 世纪中

期至今各个时期的思想潮流。

《中国历史与文明专题》以中国文化与世界为主线，通过讲述“饮食文化”、

“礼仪文化”、“服饰文化”、“教育科举”等 10 个专题，让学生既可以纵向地掌

握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又能够横向地了解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

互相影响，从而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历史时期下所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有更深入的认识。

《大学国文》突出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从“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

怀天下”等中国传统道德观出发，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让学生在欣

赏文学作品美感的同时，对思想道德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①

所有课程实行分班教学，每班 50 人左右，尽量缩小班级规模，避免大班宣

讲，让师生有充分互动、深入思考的空间。在具体教学中，力求方式方法创新，

① UIC现时使用的《大学国文》课本版本为：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国文》(第九
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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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地吸收和理解课程内容。首先，坚持团队教学，

中心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一起备课、讨论课件，取长补短，最大可能地保证

教学质量；其次，采取两个课堂的模式，也就是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让

学生更好地消化知识，并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第三，课程考察方式多样，其中

的“小组课题”鼓励学生们组成学习小组，通过口头报告、现场表演或拍摄 DV

的方式，将自己对课程中某些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来，多年来这一考查形式得到了

师生们的广泛赞扬，也被 UIC 其他教学部门所借鉴；第四、强调多种形式教学，

反对宣读式或填鸭式教学，例如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三民主义”专题，曾

采用实地教学模式，分批率全校所有大一学生至中山市孙中山故居，通过参观故

居和孙中山先生纪念馆，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发展历程；而针对

某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抵触心理，中心在“中国社会思潮”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专题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上讲台的模式，预先

给学生们提供了 10 个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方面内容的思考题，让每

个学习小组准备其中的一题，在课下搜集材料后在课堂上讲解、讨论。

此外，以课程为中心，每学期都举办面向我校学生的“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

历年来研讨会的主题包括：“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反思”、“钓鱼岛问题的多维透

视”、“多角度看两岸关系”、“传统与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的反思”、“传承与传播：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百年中国教育历程：回顾与展望”、“中国参与世界：

中西文化交流”等，通过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与学生面对面直接交流，对当代热点

问题和现象展开深入讨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培养

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怀。此外，UIC 教师还在假期组织游学营，带领学生深入历史

文化景点进行文化考察，发展体验式教学。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了解

历史、关注社会，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从而更好地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

（十）最新进展

2015 年 4 月 8 日下午，我校校长吴清辉教授开始主讲“思想政治教育第一

课”，主题是“中国崛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讨”。他将亲自登台展开演讲

并与同学交流讨论。当今中国的硬实力举世瞩目，但是，软实力却还有待突破和

提升。其中构成软实力的核心环节——价值观尤其重要。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而

带来的价值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在当今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审视和发展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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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正面引导青年大学生认识、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吴清辉校长的演讲将紧紧围绕以上

问题而展开。

为了更深入地思考和探讨，吴清辉校长还特意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张东才教

授同场研讨，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现状与问题。张东才教授

是一位深具中国情怀的知名学者，近期在大陆正式出版了《道德战争：现代中国

在价值观上的挑战》一书，对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 UIC 需要发展一套

怎样的价值观来配合中国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吴清辉校长与张东才教

授的演讲和讨论为我校新学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一个好头。
①

2015 年 9 月 23 日下午，UIC 本学年首次国情国学教育系列讲座在 B102 冯燊

均讲堂热烈举行。吴清辉校长和国际新闻专业阮纪宏副教授围绕不久前举行的纪

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展开话题，给同学们带来他

们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感悟，还寄语 UIC 学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讲座现场加座后仍然爆满，开讲前同学们先一起观看了今年阅兵的视频剪

辑。

吴清辉校长首先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在北京现场观看大阅兵的感受。他表示，

此次阅兵是提醒我们牢记历史，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保家卫国的战争，也是世

界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应

该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骄傲。随后，国际新闻专业阮纪宏副教授解释了此次

阅兵的意义。他说道，铭记历史是常说的话，但很少有国家把历史当作国际关系

的主题。他认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中国并非抓住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篡

改教科书、通过安保法等行动，让我们必须不断提醒他们来铭记历史。
②

我校将以吴清辉校长亲自上第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契机，总结和反思过去

十年开展国情国学教育的经验，继续努力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

方法，将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向新的台阶。

①
吴清辉校长与张东才教授主讲:“中国崛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讨”; 张东才:

《道德战争：现代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
②
吴清辉校长, 阮纪宏副教授“战争与和平”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

0周年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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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IC 国情国学教育的主要活动

（一）学术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国情国学教育研究。迄今为止，

承担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课题一项，珠海市政府课题两项，UIC

课题十六项；出版专着五本，编撰图书十本，在各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

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发表会议论文二十余篇，研究范围涉及国情国学教育、民俗

文化、文学、哲学、历史学、美学、比较文学与文化、对外汉语研究等领域，取

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其中国情国学教育方面的主要科研项如以下所示。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大学人文素质类公共必修课的建设

与改革研究》（2014-2016）。

UIC校内科研项目：《广东传统乐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国学教育的创新探索》

（2010-2011），《国情国学教育途径与方式创新研究》（2011-2013），《明代广东儒

学研究》（2011-2012），《港陆合作办学背景下传统文化、文学课程与博雅教育发

展关系研究》（2012-2014），《大学》、《中庸》的现代诠释（2013-2014），《中国

传统思想的当代诠释——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2014-2016）。

UIC中华射道馆与古礼研究：2011年 6月，UIC在校外宿舍博雅苑设立射

圃，并将原有旧的活动板房改建成一间射道馆。射圃长 80公尺，宽 15公尺，地

表植草；射道馆长 12公尺，宽 6公尺，馆内并以体育俱乐部的形式开设射道初

级班的课程。2011年 9月至 12月第一期，以及 2012年 2月至 5月第二期射道

初级班顺利完成修业，取得预期效果。2014年 8月 31日，古朴的 UIC射道馆落

户 UIC教学楼树木葱郁的后山，与清幽的古琴馆和文艺的彩璃工坊为邻，这个

小山坡被正式称为“艺峯”（Art Hill），在 2014级新生家长的见证下，举行了揭

幕仪式。

UIC教师研究并发表关于儒家六艺中射道与古礼的关系，并与日本韩国比较

的论文如下：

1.冯瑞龙副所长、李军阳馆长、冯振辉讲师、朱宇副教授：〈六艺中的射艺

──UIC中国射道馆的「礼乐射诗教学」案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树仁大学

中文系主办，香港中华礼仪振与会协办：《儒学国际研讨会》（香港：树仁大学，



259

2012年 5月 17-18日）。

2.冯瑞龙副所长、李军阳馆长、冯振辉讲师: 〈论儒家古代射艺礼仪的现代

化，兼论与日本韩国弓道之别──以联合国际学院(UIC)中国射道馆为案例〉，香

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办《汉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珠海学

院，2013年 10月 5-6日）。

3.冯瑞龙副所长、李军阳馆长、冯振辉讲师:《谈儒家六艺射道与中华传统

文化精神的重建──UIC中华射道馆<礼记．射义>教学心得分享》，冯燊均国学

基金会主办《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建学术研讨会暨第 7届(2014)中华义

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中国兰州市，2014年 6月 18-20日）。

冯瑞龙副所长的研究团队关于儒家六艺中射道与古礼的研究，也曾于 2014

年 1月在香港电台第 5台的“礼义中华”节目中分为 2集各 30分钟播出。

UIC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冯瑞龙博士在名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与优秀家

风建设”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并获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

心邀请，加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

究”课题组专家团。

该研讨会由中国伦理学会、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

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课题组、江苏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学部承办，

于 2015年 4月 11—12日在江苏省徐州市举行，吸引来自国内与韩国、日本、德

国、美国及港澳台的逾 100名学者参加，共收集了 43篇学术论文。

冯瑞龙的大会主题发言论文为《从我们编着的传统家训文献--谈 21世纪家

训研究的新时代意义》。该论文以冯瑞龙主导的研究团队在过去 20年于内地、香

港、台湾出版的 4本书为基础，综述传统家训、教子诗词、女子庭训的特点与时

代意义。

（二）中国文化创意大赛

中国文化创意大赛主要源自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所开设的课程中的一个独具

特色的组成部分——小组课题。小组课题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学习方式，

旨在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兴趣、拓展课外的学习，提高独立思考的

能力、发掘并发挥创意的潜力，以及培养集体协作的团队精神。中国文化创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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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最后的呈现形式是让学生有一个发挥创意和表现才艺的机会，可最初的目的却

是为了贯穿整个学校博雅和全人的教育理念。中国语言文化中心所开设的通识必

修课属于基础学科，而众所周知，这类学科往往保持着最为传统的教学模式——

老师在台上讲授，学生在台下听讲。小组课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打破这

种保守代办的课堂僵局，让学生更加自主、更为灵活地学习。通过这一系列有趣

又有文化内涵的学习活动，让学生从研究和探讨经典作品和传统文化专题入手，

再通过切身的体验加深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最终以巧妙的构思和创

意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学生需在各自的国文班里，自主地结交 5至 6位同学组成一个学社，在选定

文学或文化课程所指定的专题后，学社成员即着手搜集资料、研究并探讨中国传

统文学中的一些经典作品或文化专题，经过大约 8周的准备后，须通过 10分钟

左右的现场讲解、创意表演或 DV短片摄制，将该学社的研究成果立体地展示出

来。通过探讨过程中相互的磨合与沟通，学生既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也能创

造性地运用所学到文学与文化知识。

在小组课题中表现突出的学社，可经由老师推荐或自主报名的方式参加中国

文化创意大赛。通过初赛和复赛的现场竞艺之后，即可在大决赛的表演晚会上展

现才艺。大决赛的评委一般由校外的专家、文艺界知名人士和校内专业老师组成，

以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赢得良好公信力。

中国文化创意大赛不仅仅是一个表演晚会，更不仅仅是一出戏。大决赛的作

品，一般多能在国学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反映时下年轻人对于家庭、社会、教育、

恋爱、婚姻、经济、语言文学、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问题的思考和态度，具

有较为深刻地现实意义。中国文化创意大赛的表演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9届，早

就成为联合国际学院的一个品牌，被誉为“UIC春晚”。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香港文汇报、《新世纪周刊》、珠海电视台、《珠海特区报》、《珠江晚报》

等媒体也纷纷予以报导，让中国文化创意大赛成功走出校园，成为中国教育界、

媒体一个新的关注点。

（三）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

“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是在香港、内地合作办学的新机制下，传扬古学风，

激发新思想，特意打造的一个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既促进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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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延伸和补充，已成为我校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研讨

会每学期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十四届。具体来说，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性质上，融学术性与教学性为一体，并侧重于教学性。我校本科学

生全程聆听并参与演讲和讨论，是研讨会的主要受众。这是与其他研讨会最大的

不同。其次，在主题上，以国情和国学为两大研讨对象，交替进行。国情侧重于

对中国当代社会热点问题的解析：国学侧重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第三，在与会学者上，大都是富有创见的知名学者，而且学者来源地域非常广泛，

涵盖两岸三地，乃至国外。第四，在形式上，采用主题发言和共同探讨的方式展

开，注重学者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除研讨会现场的讨论之外，还举行师生

晚宴，即组织与会学者与学生共进晚餐，藉此促进学生与学者的深入交流。最后，

在演讲上，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方式进行，以充分发

挥研讨会的教学功能。

概而言之，经过多年的持续举办，对推进我校的国情国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丰富和活跃了我校的文化与学术生活。

（四）国情国学教育杰出学者系列讲座

为进一步增进我校学生对当代国情之理解，提高传统文化素养，丰富校园文

化内涵，特举办以“深植中国根基、蕴育人文情怀”为主题的国情国学教育杰出

学者系列讲座。邀请富有学术创见的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传媒、外交等领域的

资深人士来校讲学，期待以开阔的视野、多远的视角，分析国情，诠释国学，并

藉由多样的互动形式促进杰出学者与我校学生的深入交流，由此培养学生“情系

家园，心怀天下”的人文情怀，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五）国际儒学大会

2009年 12月 11--14日，全球 130多位儒学研究者聚会 UIC，以“儒家思想

与生态文明”为主题展开对话和讨论，收集了近百篇约七十余万字的论文，达成

多项共识。与会学者联署发表了以《心灵转向，文明转型，共建生态家园》为题

的《生态宣言》，呼吁全球儒学界深度开掘和创造转化儒学中蕴藏的生态智能，

广泛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和理论的营养，融合创新，构建生态儒学，推进儒学的

现代发展。以下是第五届国际儒学大会现场照片和专家感言：

本次大会从海外回归中国大陆，它代表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一种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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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的复兴。其二在于它的草根性，反应民间意识产生。其三，此次大会对

当代现状做出回应，确实是忠实于实践的一次具有深意的研讨，这种与现实紧密

相连的交流比之于单纯地研究更具影响力。希望本会议可以继续下去，并希望这

种影响圈可以越来越大。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先生参会感言

（六）文化沙龙

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不定期举办文化沙龙，邀请一些知名的作家、学者、媒体

人士来校与学生交流。以下是部分来校交流的作家和讨论的主题：

2006年 4月 23日，中国美术学院赵树同：

讲题：《书法写作鉴赏》；

2006年 5月 7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才智

讲题：《唐诗宋词鉴赏》；

2007年 3月 8日，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策划人胡野秋

讲题：《媒体与当代生活》；

2007年 5月 14日，台湾诗人痖弦

讲题：《生活的诗味》；

2007年 10月 24日，作家邓刚

讲题：《文学离我们有多远》；

2008年 5月 20日，作家韩少功

讲题：《文学创作漫谈》；

2008年 11月 11日，作家徐小斌、陈玉慧

讲题：《戏剧创作与欣赏》；

2008年 11月 20日，金话筒奖得主、珠海广播电视台总编辑殷亚敏

讲题：《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和朗诵方法》；

2009年 4月 24日，作家余秋雨

讲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009年 10月 22日，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丁伟

讲题：《中国的外交》；

2009年 11月 23日，作家毕飞宇、台湾诗人陈黎以及来自日本琉球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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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田多敦

讲题：《文学创作漫谈》；

2010年 4月 1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

讲题：《文化关注与社会进步》；

2010年 4月 27日，作家张炜

讲题：《阅读是一种珍惜》；

2011年 11月 8日，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

讲题：《中欧文化碰撞与异同》；

2012年 5月 2日—3日，作家阎连科

讲题：《做写作的叛徒》；

2013年 5月 9日，台湾作家苏伟贞和香港作家胡燕青

讲题：《文学创作与欣赏》；

2015年 3月 9日，作家王蒙

讲题：《文学面临了什么》；

（七）游学营

每年寒暑假组织的游学营活动时开创体验式教学的一种探索。游学营由专家

教授带队，以游学的形式，走访名胜古迹、考察民风民俗，亲身感受文化魅力。

主要活动除了聆听知名学者、作家或文化名人的讲座之外，学生也有机会参访不

同的大学并与当地的学生进行对话与交流。当然，参观博物馆、名人故居、文化

景点和感受自然风光也是重要的内容。国学营一共举办过 5次，包括河南的中原

文化国学营、江西与湖南的江湖国学营、山东的齐鲁文化国学营、贵州的阳明国

学营，以及庐山国学营。游学营一共出游 7次，包括 6次的台湾游学营和一次的

中东游学营。游学形式，自古有之，UIC教师发扬这一文化传统，带领学生边走

边学，与当地的大学、文化部门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使学生在跟随名师研习国学

的过程中，不仅游览风景名胜，凭吊历史文化名人，更学会用批判的思维，传承

民族传统，弘扬中华文化，延续文化的命脉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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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创意与文化并重的 UIC 国情国学教育

现时在中国境内的数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学府,既是大学教育改革的试验

田,也是新生事物,历史尚不足十年。虽然数量上不多,但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即社会科学所谓的精英统计,让我们看到光明的前路。

在本论文中，我们从基本理念，机构设置，师资配备，理念创新，途径创新，

课程教学，主要活动等方面，以 UIC创校十年的案例，讨论新时代的思想政治

教育应该以创意与文化并重，并以国情国学教育为重心。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1)重视程度欠缺；(2)教

育内容不够充实；(3)教育方式方法缺乏灵活性；(4)教育载体传统化。针对这些

不足，不同的院校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 UIC 的案例中可见，UIC教师设计综合文化学术活动板块，充分考虑到当

代大学生的特点。大学生作为社会先进的文化群体，在接受心理特征方面具有较

为明显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取向，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理性、自信、自主、自

觉的特征。因此，UIC 教师在课堂讲授之外，发展了：中国文化创意大赛、文化

沙龙、游学营、国情国学教学研讨会、民风民俗调查、圆桌晚宴等等丰富的学术

文化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亲身实践、

多方体验。多年来深受学生欢迎，即使学术演讲也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创意

与文化并重的 UIC 模式，似乎是一个值得专家学者继续探讨的方向。

Emphasis on Creativity and Culture in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Case Study of BNU-HKBU UIC

(2006-2015)

Zhu Yu & Feng Ruilong & Zhong Ailian

Abstrac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abbreviated as UIC), has been operating for ten years

(2006-201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aw governing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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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Schools. This case study finds that UIC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cognizes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any university, but in a more creative and culturally friendly way and as

a result more welcome and acceptable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go through the various aspects that include: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tting up of a department, teaching staff, innovative ideas,

innovative ways, teaching curriculum etc., and some major activities outlined.

To conclude,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UIC Model” of a more creative and culturally

friendly way to teach, experience, and share may be one of th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other universities to consider.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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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国情教育：国际视野与中华情怀

赵鲁平

(山东科技大学公共课部)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国情教育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校应根据教育国际化需

要，大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导合理的价值取向，提高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另一方面，

高校应让学生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帮助大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关键词：国情教育；国际化；责任感；爱国主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国情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①

作为一个公民，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以

习近平同志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

想。随着中国梦越来越清晰，国情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仅仅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9月，国内期刊关于国情教育研究的论文就达到了 390篇。

刘锋（2015）提出要按照习近平思想政治工作观做好新形势下的国情教育。余春

华（2015）提出要关注大众化、低龄化的留学趋势，保持与出国青少年留学生的

联系，注重对他们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刘兆佳（2015）以香港占领中环

事件为例，指出了港澳地区与大陆之间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的差异，分析了

香港“占中”行动的深层次原因。万美容、彭红艳（2014）从教育功能定位、教育

理念转变、实践教育环节和媒介环境优化几个方面指出了加强国情教育亟须解决

的突出问题。杨军、谢冕（2014）提出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使国情教

育更加有效。王卓君、何华玲（2013）分析了全球化浪潮下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

内部治理等情况。董必荣（2013）提出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在青少年群体

中加强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提升民族凝聚力。笔者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国

情教育应该侧重于帮助大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提高国际化意识，强化爱国主义，

增强国家认同。

①
国情.汉辞网[EB/OL]. http://www.hydcd.com/cd/htm_a/12379.htm,2015-10-13.

http://www.hydcd.com/cd/htm_a/12379.htm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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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国情教育的难点

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国情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

义教育是常抓不懈的任务。1994年 8月 3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持久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要开设时事政策课或讲座，以国内

外及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动、现实的国情教育。”
①

该文件的出台对高校的国情教育起到很大作用。与大多数高校相比，中外合作办

学高校除了共同面临的问题之外，还有其自身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介绍中国国情

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影响了中国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侵入，东西部地

区发展更加不平衡，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经历过贫穷落后的老一辈都清楚，贫困

问题和人口负担一直困扰中国。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我

们今天的成就是无数前辈辛勤劳动的结果。对于很多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来说，这

个结论很难接受。他们从小生活在发达地区的和平环境中，家庭条件一般都比较

好，没有吃过苦，没有受过罪。他们并不清楚历史的苦难，他们看到的是现实的

富足。由于长期过度保护，他们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因此，让他们直面历史的苦

难和屈辱，积极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并不容易。

（二）如何介绍外国国情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交通工具和互联网已经把过去遥不可及的空间距离大

大缩短。经济全球化浪潮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在网络时代，商品互通、信息传

播、文化融合消除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导致各种思想观念泛滥成灾。国外高

科技电子产品、高档化妆品、珠宝、汽车等奢侈品大量涌入中国，国外报刊、杂

志、影视剧和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宣传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奢华攀

比等腐朽观念也在中国大行其道。鉴于青少年对外来事物和外国观念缺乏判断能

力和鉴别能力，高校必须慎重地开展国际化运动，恰当、客观地介绍西方的历史

文化、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避免用错误的观念误导青少年。

①
教育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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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对中外国情进行客观比较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介绍中国国情就免不了与其他国家国情进行比

较，这是非常正常的做法。然而，如果不考虑不同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不全面

衡量各国国情的差异，不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而随便选择

某些内容进行比较就可能会出问题。一种情况是有些人总是拿西方的富裕和先进

之处比中国的贫困和落后之处。以人之长，比己之短。这样做越比越自卑，往往

会导致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另一种情况是拒绝学习别人优点。有些人喜欢把西

方说得一无是处，总是指责西方政党纷争，社会混乱，人情冷漠，发展停滞。这

样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比较什么，如何比较，这是教育工作者需要

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国情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一）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缺失

目前，在校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在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很多家

庭只有一个孩子。由于在成长期间受到家长过度保护，许多大学生从小就没有学

会与人相处，未经历挫折和磨难，怕苦怕累，不会自我约束，做事往往以自我为

中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会关心和照顾别人，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实用主义

倾向明显，喜欢享受和索取，过度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由于缺乏培养教育和锻

炼机会，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中国教育在很多方面也免不了急功近利。例如，中小学

基础教育阶段，为了考上好学校，争取优质教育资源，许多家长和学校不惜放弃

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专注于应试教育。到了高等教育阶段，

出国、就业等压力迫使学校和个人趋向实用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专

业课和外语课更加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课属于老生常谈，可有可无。在这种认

识下，培养社会责任感的课堂教学目标很难达到，教师的成就感荡然无存。

（二）国内外不良风气影响，价值观念混乱

中外合作办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诸多课程的外语教学和双语教学。学生在这

种课程教学中不仅能提高语言能力，也可以学习外国文化，以便适应留学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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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氛围。然而，由于误解了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有些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国

情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些学校国情教育成了摆设。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缺乏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熏

陶。各种学科课堂教学片面强调以引进外国文化为主，成了一种单向交流，有全

盘西化的趋势。这类学校在办学定位上出现了偏差，仿佛成了留学预备机构，而

学生则沦为外国学校预科生。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最终目标。

受国内外不良社会风气影响，许多人失去了信仰，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混乱，偏离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由于家庭条件较好，生活优裕，很多学生养

成了好吃懒做、奢侈浪费、不负责任的坏毛病，热衷于不劳而获、崇洋媚外。国

内外的恶劣现象沉渣再现。黄、赌、毒犯罪活动屡禁不止。拜金主义、个人主义、

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人在生活方面总是跟发达国家比较，不能够辩证地、全面地

分析国家的现实，看不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国情教育难

以发挥作用。

（三）历史知识欠缺，国家和民族认同出现危机

教育国际化为许多人提供了到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机会。然而，许多人只看到

了西方国家民主、自由、富裕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背后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极端宗

教信仰的约束。有些人极力赞美西方现代社会的高福利制度，盲目指责中国在医

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问题。这是非常狭隘的观点。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是建

立在法律之上的，个人行为不能超越法律底线。而在中国，很多人过度提倡个人

主义，把个人价值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认为集体主义束缚了个人自由，集中管

理阻碍了民主权利。他们既想享受外国的自由，又不愿受外国法律的约束。这样

的观念不但违背现实，而且为国情教育增加了难度。

历史知识欠缺影响了很多人的判断。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掩盖了资本主义发展

的血腥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被西方社会倡导

的地球村、世界和平冲昏了头。他们只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现在，没有看到列强野

蛮的过去。殊不知西方的富强是 3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资本原始

积累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曾经经历过长时间、大范围的殖民掠夺、血腥战争和非

法贸易，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掠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

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和商品市场不均而诉诸武力的结果。不明白这些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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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爱国主义宣传方式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爱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政府都

在努力对国民进行宣传和教育的内容，但宣传形式却各不相同。内容空洞和形式

化的爱国主义宣传容易导致群众反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隐

性的宣传。好莱坞影片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情节，每逢重大活动悬挂国旗、

唱国歌、举行宣誓仪式等做法都是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反观中国举办的

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不光内容空洞，形式主义严重，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违反

常识、漏洞百出的宣传报道，导致社会群体对此类活动质疑、反感和抵制。这也

影响了国情教育的效果。

长期脱离国家管理甚至会引发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危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台

湾、香港和澳门曾经长期处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这也使得当地的人民对中国

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近年来，台湾出现的台独行为，香港出现的占领

中环的举动，尽管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总体上说明，台湾、香港的很多中

国人对于祖国的认同出现了问题。

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国情教育对策

为了更好地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国

情教育。

（一）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氛围

在办学理念上，学校要根据教育国际化需要，合理引进适合国情、校情的国

外优质教育资源。教育国际化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基础。学校要及时调整教学计划，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帮助学生适应教育国际化形势下的新要求，使他

们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价值观培养上，学校要在推行外语和双语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尽力选择西方

社会中善良、美好、优秀的文化产品，引导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社会风气，

坚决阻止西方低俗商品影响青少年，防止黄、赌、毒等犯罪行为危害社会。

在对外态度上，学校要鼓励学生拥有开放的心态，求新求变，愿意走向世界

进行国际交往，愿意理解多元文化，愿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

在组织讨论时，教师要跳出中国思维的框架，把中国问题与全世界的问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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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起进行比较，将经济贫困、人口老化、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全球问题引入

学生思考范围，鼓励参与讨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辨能力，让他们认识到气候变

暖等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从而让国情教育与国际

教育衔接，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理解国际社会的深层问题。

（二）培养责任意识，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

学校应该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学校既要营造教育国际化氛围，引进优秀的

外国文化，又要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国情教育应该帮助学生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的情况下，学校应该

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公民道德素质，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正

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学生可以行使自己的

民主权利，也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学校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帮助他们树立合理

的义利观、消费观，学会承担社会责任。

学校应该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培养责任意识。独生子女为主的青少年具有年轻

人共有的优点：年轻、热情、聪明、自信、好奇、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等。他们

的缺点是容易冲动，心理幼稚、没有耐心、缺乏责任感等。这些问题往往是社会

风气和家庭教育的直接反映。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根据学生的成长特点

因材施教，扬长补短，做好国情教育。除了课堂教学以外，学校还可以利用微博、

微信、校园论坛、电子邮箱等学生喜闻乐见的现代沟通方式开展活动，促进学生

参与。

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学校可以因势利导，从学习、交友等日常生活的

点滴小事做起。例如，大学生很关心个人成长环境。学校可以引导学生从整理个

人床铺，收拾宿舍卫生，关心周围同学做起，让他们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明

白个人成长必须兼顾他人利益的社会规则，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此基础上，

学校可以扩大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周末、寒暑假参加支教、培训、志愿者服务等

社会活动，让他们自己联系实践单位，动手制定合理的社会实践方案，亲身体验

社区群众、孤寡老人、农民工子女等不同社会成员的生活，用实际行动帮助社会

弱势群体。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学会解决实际问题，变得自立和成熟，而且可以

促使他们增强主动性，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理解生活的艰辛和幸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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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历史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强化历史观念是国情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应该通过课堂内外的教学和活动

让学生明白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近代以来，为了祖

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无数先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的

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只有让年轻人懂得这段历史，他们才会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例如，很多人质疑中国为什么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指

责中国总是翻历史旧账，不愿与日本和平共处。如果他们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甲

午战争、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和掠夺中国资源、强征慰安妇、杀害中国军民的历史，

如果他们了解日本法西斯和右翼政府发动战争并至今拒绝赔偿道歉对中国人民

带来的伤害，他们或许能够理解究竟是谁应该为当今的中日紧张关系负责。

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中外历史才能知古今，明事理。从世界历史上看，当

今南欧、西亚、北非混乱的国际形势再一次证明，西方国家并没有像他们说的那

样无私和伟大，愿意平等地对待世界其它国家。他们不是中国的救世主，既不可

能无私地援助中国，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中国与他们平起平坐，共享世界发展

成果。他们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中国历史上看，历次的社会变革中，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只有工人

阶级才是领导阶级。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资格、有能力领导

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这一伟大壮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巨大进步，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懂

得了这些道理，学生们才可能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实含义。

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大学生个人成长结合起来。高校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危机意识和忧患

意识。爱国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宣传，而应该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例如，

大学生普遍关心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学校可以组织演讲、征文、社会调查、文

艺演出、参观考察等主题活动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新中国的巨大成就，

激发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教师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历史事

件，让学生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理解过去的苦难和今天的进步，看到成绩不

骄傲自满，遇到问题不回避落后，达到真正的教学效果。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他

们的成长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明白国家强大，个人才能发展；国家衰亡，个

人必然遭殃的道理。大学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才能认同国家，更加关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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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和祖国未来，愿意奉献社会，促进国家强盛。

四、结论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必须加强国情教育。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很多学生都有

出国愿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来可能要在不同国家学习、工作、生活，代表中国

人进行国际交流。如果他们了解中国历史，热爱祖国，能够承担社会责任，那么，

他们在国际上传递的中国影响就可能是正能量。反之，如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

情，不热爱自己的祖国，经常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那么，他们在国际上的

中国人形象就可能是负面的。因此，在国情教育中，高校应该运用适当的方法，

弘扬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学生不但要了解外国国情，懂得国际规

则，增强国际意识，更要了解中国国情，热爱祖国，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Identity

Zhao Lupi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school

should introduce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from abroad, make the reasonable

value orient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help the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world, develop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ir

patriotism and Chinese identity.

Key words：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ponsibility;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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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播传统文化构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的党建工作模式

——以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为例

金 晶 刘 芹

（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摘 要：加强德育工作，引导学生成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一个共同课题，如何在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中引导学生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共存，培养爱国情怀，增强学生党员意识就显

得更加重要。本文论述了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以弘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完善

学生德育工作体系，构建“金字塔型”多梯次渐进式党员培养体系。对当下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中党员培养建设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从文化认知、文化自觉、文化自励三个层次探

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的学生党建工作。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党建工作；中英国际学院

依据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上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始于 1989年，

截止到 2014年 7月，我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已有 1979个，比 1995年的 70多个增加了 27.2倍。①
然而随着办学数量的迅

猛增长，由于西方文化教育模式与我国传统大学教育模式的不同，开始逐渐暴露

出各种问题。其中，如何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内因时、因地制宜地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以及党建工作成了一个重要课题。

确保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的根本要求，这就必须科学构建和实施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
②
上

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以下简称中英国际学院）发挥自身特色，引进和整合

社会资源，尝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学生日常活动，向不同

阶段的学生转播中国传统文化，引领学生的思想发展，不仅做到流程上入党，更

①
耿卫华,阚先学．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J].山西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3)．
②
夏江雯,陈荣武，陈俊傲．构建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与评估机制[J].党团建设,2011

(5)．



275

做到从思想上入党。

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分析

（一）文化冲击，降低大学生入党积极性

全英语教学是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特点之一，这种教育模式的引进，固

然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沟通适应能力，符合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但是也不

可避免地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夹杂进来。大学生普遍正处于心

理及生理的高速成长期，可塑性极强，非常容易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并容易将

其内化为自身文化。这使得中国文化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一味奉行和崇尚西方

文化，而忽略了中国固有文化和传统，直接导致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就读的大学

生无志入党，没有肩负起未来国家命运兴衰的责任，这违背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

培养的初衷。

（二）模式差异，增加大学生组织发展难度

在中英国际学院，学生根据专业设置可自行选择不同的培养模式，其中

“2+2”，“3+1”模式的占总人数的 80%，即学生在国内大学完成前两年或三年

的学业，后两年或一年在国外大学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然而，大学生党员发展

有着严格的流程，一般要经过一级、二级党校的学习后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进入

三级党校学习，考察合格者正式推荐为预备党员，经过一年的观察期后经组织讨

论正式转正。但是只有极少部分优秀的在高中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同学才能在大

一成为正式党员，否则要想发展成预备党员最早也要到大二，然而此时就要面临

今后转正问题，因为如果学生选择的培养模式是“2+2”，那他大三大四两个学期

都将在国外，无法按要求参加组织活动，定期转正也较为困难。既定制度成为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展党建工作较难开展的原因之一，只有因地制宜，建立海外党

支部，利用网络等技术手段参与支部大会或转正大会等组织发展必要流程，但这

就对党员的自觉性有很高的要求。

（三）目标不一，形成大学生功利入党观念

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学生普遍以出国或进入外企工作为主要目标，所以

大多数同学仅仅关注自己的专业课学习，而对于学校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十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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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这使得学院开展党建思想教育工作较为困难，学生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去判

断自己是否要入党，这也与我党的事业初衷相背离。如何让大学生端正入党动机，

让入党成为他们不断提升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的动力，形成内在的自我激

励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普遍需要研究的课题。

二、“金字塔型”多梯次渐进式党员培养模式应用

基于上述原因，中英国际学院尝试构建“金字塔型”多梯次渐进式党员培养

模式（见下图），为在合作办学机构中有效开展党建工作开拓一条道路。

（一）全体学生——文化认知

“跨文化交流”是目前出现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频率较高的词汇，交流的

第一步是要认知，只有熟识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与他人交流。学院在大一新生入

校后第一周的新生适应性教育中加入校史教育，结合中英国际学院所处上海市中

心复兴路校区的百年历史变迁了解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历史，增强学生爱校荣誉

感。通过团委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面向全院师生定期开展例如复兴音韵，复

兴雅韵，复兴书香等一系列人文项目。在学院会展周期间举办世界文化展（Culture

Expo），鼓励国际生展现本国文化。加强对学生组织骨干的培养，提出奖学金、

院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评优激励计划，并将其纳入综合附加分体系，综

合附加分达标并且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则纳入学院精英培养体系，体现与人工

作的导向性。

（二）精英学生——文化自信

通过第一阶段对全体同学开展的文化活动，逐步让学生内心对中华民族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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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悠久的传统文化更加了解，发现自身优点，不在国际文化的冲击下迷失方向。

发自内心地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体会其中魅力。学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引入中

国传统文化礼仪课程、创办“百家讲坛”等系列讲座活动，兼顾中西方文化特点，

达到兼容并包、中西合璧的效果。学生在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肩负起向

世界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最终通过中西方文化平

等的交流，达到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传播贡献

力量。

（三）学生党员——文化自励

在精英学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通过文化自励带来的这份信心转化成内心的自我激励，让自己

始终保持追求卓越的惯性，坚定内心作为一名中华儿女的使命感。这样，即使精

英学生远在异国他乡，他们中的优秀份子也有可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继而

成立海外党支部，定期过组织生活。

三、以传统文化为育人手段，科学构建党员发展质量保障机制

我国有着上下 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一部没有间断

的文明史，经过千古的历史沉淀，千万人集体智慧的加工，锤炼出无与伦比的文

化财富，值得被世界人民学习与传承。
①
用文化来满足大学不同层次同学的需求，

激发出大学生内心对于祖国的自豪感，端正入党动机，夯实基础，建立完善的大

学生党员发展质量保障体系，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中国精神、国际视野、全球眼光

和跨文化融会贯通能力的合格接班人。

①
孟中媛．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文化冲突与超越[J].中国高等教育,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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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CCPConstruction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Sprea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ith Reference to the Sino-British College, USST

Jin jing& Liu qin

Abstract: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is a common

issue in the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coexistence in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to cultivate patriotic affection,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Party membership become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actice of

Sino-British College, USST in this field. Through the sprea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institution built a "pyramid" multi-echelon train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completeness of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main difficulties

concerning the cultivation of CCP member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the authors propose to carry out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motivation.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arty construction； The Sino-British College； U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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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党建工作思考

——以三明学院为例

黄宝玖 庞铄权

（三明学院国际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党建工作是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的一项新课题，本文

以三明学院为例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适应双校园模式的党建工作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党建工作；三明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是适应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求和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

作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新探索，新创新。我校基于实施国

际化战略、开放办学的规划，积极推动对外合作办学，分别与 2012年 12月和

2013年 3月获批“国际通识教育课程项目”和“中美体育教育项目”。合作办学

项目主要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教学体系，实行“2+2”、“3+1”等多

元化双校园人才培养模式，使用国外合作大学经教育权威机构认证的教学大纲、

课程、原版专业教材，聘请国内外优秀教师授课，借鉴国外先进教学方法，致力

于培养适应海西建设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

际事务、具备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独特的培养模式、管理理念使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学生党建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探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党建工

作，对于保障中外合作办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坚定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加强中外

合作办学学生党建工作，培养出政治上过硬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是中外合作办

学党建工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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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党建工作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重要性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因为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要引进大

量的国外资源。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在学生的思想形态上产生

很大的冲击，传统的思想教育方法、学生工作队伍的素质都面临新挑战。加强和

改进学生党建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的内在要求，是高校党的工作战斗力的基础。

（一）贯彻我国教育方针的客观要求，保证办学方向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

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贯彻

中国的教育方针”、“致力于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中外合作

办学同样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要明确党在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党的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是在中外合作

办学体制下保证教育主权、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所必须的。要求我们加强中外

合作学生党的建设工作，以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中外合作办学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下，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意识形态的碰

撞,使得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学生接触西方各类文化和外籍教师的机会比较多，加上政治上不成熟、人生阅历

有限，易受西方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影响，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拉拢

的对象。另外，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于缺乏组织的监督，会出现党员意识淡薄，

思想倒退的情况这类学生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加强学生党建工作。

（三）学生群体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虽然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作为学生群体，他们受

到党和国家教育培养多年，对党和国家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他们参与中外合作

学习的出发点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落脚点是服务和报效国

家。学校党组织应当顺应学生群体的要求，推进学生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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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合作办学中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其学生党建

工作也具有其特性，面临众多挑战。

（一）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思想教育难度较大

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入口”较宽，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存在差异，主要表

现在学习能力较低、自我管理能力差、纪律意识淡薄、思想认同感低等放方面，

增加了思想教育工作的难度，对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带来一定挑战。

（二）学习压力较大、政治意识淡薄

中外合作办学有着较高的质量要求，到国外高校学习必须满足英语要求和完

成学分转换，所以部分学生只重视英语和通识课程的学习，不关心政治，甚至很

少参加课外活动，更不用说主动参加党组织活动了。而学生的出国率是衡量中外

合作办学效果的主要标尺，这样的目标导向很容易让管理者忽略学生党建工作。

（三）教育理念存在差异，学生思想较为动荡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作为一种特殊的办学模式，在这种特殊的体制下,很多课

程采用的是英美课程体系, 用的是国外原版教材，聘请了部分外籍教师。另外，

学生在课堂上和课间、课后增加了很多和外籍教师思想及文化交流的时间，学生

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习国外的文化知识和治学理念，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渠道

更为广泛，国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及社会制度，通过各种

途径展示在他们眼前，使他们具有了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同时又不可避免或多或

少地会受到西方思潮、价值观的影响。加之部分学生要到合作方学校继续学习或

出国留学，认为入党对出国有影响，这种误解造成了很多学生入党积极性不高，

不愿提出入党申请。如何引导学生保持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

（四）培养模式差异带来的新挑战。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主要采取“双校园”、“3+1”、“2+2”的培养模式，一是

时间短、任务重、党建方式难统一。学生国内学习时间短，考察时间短，考察任

务重，遴选积极分子难，确定发展对象难。二是时空跨度大、沟通难度大。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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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学生国外学习时空跨度大、沟通难度大，国外的高校一般

没有学生管理的概念，比较强调的是学生自我管理。学生比较倾向西式的教育方

式和管理模式，这就较容易造成思想上的分歧和管理上的混乱。同时，缺乏党组

织的监督，很容易出现党员意识淡薄、思想倒退等情况，考察预备党员难，保证

发展质量难。

三、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考

（一）创新培养模式，保证党员发展质量

一是工作重心前移，完善“三级”教育。针对国内学习时间短、培养考察任

务重的实际，坚持“早启动，早引导，早培养”的原则，新生入校伊始就启动积

极分子遴选工作，建立培养档案，指定培养人，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启蒙教育、

理论教育与先进性教育，加强针对性，突出实效性创新支部设置模式。

二是树立科学的党员发展观，保证党员发展质量。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

系，坚持发展标准，不降低要求，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三是重视党员出国前教育，保证培养的持续性。可以通过重温入党誓词、专

题座谈、个别谈心等形式开展党史党章、理想信念、爱国爱乡、世界观人生观等

方面的教育活动。同时，要布置和分配党员在国外的组织工作和学生工作任务，

对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并定期督促检查。

（二）创新组织模式，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是依托合作项目创设党支部。目前，我校共有两个合作办学项目，同一项

目内的学生在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方面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持续性和规范性。

因此，以项目为依托设置学生党支部，即把支部建在项目上，不仅可以较好的规

范学生党支部的建设，而且还可以通过组织项目内学生开展理论学习、社会实践

和校园文化活动等形式来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积极引导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逐渐形成较好的舆论氛围。

二是建立出国学生党支部，负责党员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支部书记由

政治辅导员担任，可选择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出国学生正式党员作为副书记，负责

在国外的日常工作。如合作院校较多，还可以某校为中心，各合作院校为支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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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党小组。如有条件还可派遣政治辅导员出国工作。同时，要提供一定的党员活

动经费，要考虑汇率等因素，适当增加出国学生党支部活动费用。

（三）创新管理模式，做好党员发展的服务和教育工作

一是建设“专家型”学生工作队伍。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类群特点使中外合作

办学学生教育工作难度加大，这要求学生工作者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

的事业心，要有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要求学生工作者向“专

家型”发展。要抓好学生党员的培养，学生辅导员则是关键因素之一，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的学生辅导员至少要掌握一门外语，同时还要熟悉项目运作的基本程

序，熟悉学生的基本情况，在学生中有较高影响力。

二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构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学生党建平台。充分运

用网络视频会议等网络互动方式，开展学院党总支和出国学生党员的网上“点对

点”和“面对面”交流，保持经常性沟通，建立专题网站、专题论坛、专用 Q Q

群，开辟学习频道、讨论专区、业务论坛，上传文字材料、图片视频资料，结合

国外学生党员学习生活情况，设定活动主题，定期开展交流。

（四）创新制度模式，为特殊情况下党员发展提供支持

一是建立可行的预备党员考察转正制度。鉴于项目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存在

预备期满能否回国、或按时回国的不确定因素，采取现场评议与书面评议相结合

的方式，原则上在预备党员回国期间召开转正大会，预备党员当场宣读转正申请，

接受评议。对于预备期满、不能回国的预备党员，学生党支部书记在转正大会上

代为宣读转正申请，介绍相关情况，然后讨论表决。现场评议与书面评议相结合，

既不失工作原则，又不流于工作形式，体现了以人为本，达到了帮助预备党员提

高、促进成长的目标。

二是完善出国学生党员的党费缴纳制度。缴纳党费是党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和

义务，对出国党员缴纳党费的金额和办法可采用较为灵活的办法。一般来说，出

国学生党员的党费可采取国内预交、回国补交、网汇或电汇至专用账户等方式进

行缴纳。

三是建立“一帮一”体系，注重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一帮一”体系

是指教师党员一对一指导学生党员，学生党员一对一帮扶困难学生，党支部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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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助出国党员创新管理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是伴随我校对外开放和转型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具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探索合作办学学生党员发展与教育管理模式，

对于保证办学方向、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坚定合作办学学生

理想信念，把励志成才转化为投身国家建设的自觉行动，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On Party Construction in Sino-foreignCooperatively-run

Programs——Taking Sanm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Huang Baojiu & Pan Shuoquan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ly-run programs is a new challenge for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new era.In this paper,we take Sanm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building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ly-run

program as well as its major problems at Sanming University. Strategies are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adapt to the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joint programs.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students; work of

party building; Sanmi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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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视域下的民办本科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严五胤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摘 要：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重要途径，民办本科高

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民办本科高校创新人

才培养需要从加强合作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专业、制定中外结合的培养方案

和课程体系、建立国际标准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方面着力，在合作中提升办学质量，走出

一条新型人才培养之路。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民办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中外合作办学概述

（一）中外合作办学释义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依法在中国境内合作举

办，以中国内地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目的是引入国外优质的教

育资源，并将其与我国的教育资源充分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教学

活动，提高我国教育教学水平以及相应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当前，我国正在以高

等教育机构为实施主体，在国际意识、开放观念指导下，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

交流、合作与援助等途径，积极开展中外高校间的合作办学，使高校自身的国际

学术地位得到提高，逐步参与到国际教育事务、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来。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客观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下，人们对

知识和技能的追求不断提升，教育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供

给相对短缺。而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对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有了更高的要求。新世纪的人才应该更富有创造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在这种形势下，培养国际化的高校创新人才备受瞩目。中外合作办学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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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承担着中流砥柱的责任。

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

重要方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基础理论扎

实的学术型人才，更要培养懂技术、动手能力强、能服务于产业发展的创新型应

用性人才。学生越来越渴望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知识，教师在学术上要不断创

新，大学本身也要提高办学水平和声誉。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力

量求得高等教育高质量地发展，只有相互借鉴、加强合作，才能够适应世界潮流，

跟上时代步伐。唯有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够得到持续、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需要。较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类型比较单一，传统的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

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鉴于此，培养高校创新人才模式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

向应用型、国际型方向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培养国际化、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渠道，是我国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具体体

现，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之路。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刻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学校而言，可以促进学

校自身的国际化和持续快速发展，也有利于这些学校积极为社会培养出大批的高

水平国际化人才。对于国家而言，可以使本国的高等教育提升品质、走向世界，

培养出一批代表着时代发展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以适应国家发展的多方面需

要。而对于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各国之间相互吸收世界各

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

展。

二、民办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民办本科院校是指政府投资以外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职能仍是培养人

才，但因民办本科院校在办学基础、办学条件、办学实力水平以及学校社会声望

等方面与公办院校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承担着不同水平和要求的人才培养任

务，因此其育人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中外合作办

学下的民办本科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建立在素质教育和学生个性发展基

础上，采取各种教育手段，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最终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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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适应 21世纪需求的创新性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模式。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特点

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包括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它们通过确定教

什么和怎么教，从而决定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并且通过知

识的积累发展学生的情感和能力。由于知识体系要最直接反映与时俱进的社会对

人才素质的要求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因此保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成为

民办本科高校人才培养很重要的任务。在中外合作办学下的民办本科培养人才过

程中，依据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开设与之相呼应的国际化课程，使教育在内

容上趋向国际化，与世界教育接轨，以培养学生能在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环境下生

存的能力。

教学重点是培养各种能力。民办本科高校终归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

建设和发展，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如是，教学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以知识积

累为目的的教学上，更应该着重于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获取并处理信息

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质疑批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创造能力。所培养

的毕业生应兼具适度的基础理论知识、强硬的技术应用能力、创新精神、广阔的

知识面和高素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创新型人才培养并非只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校园

的文化环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影响和教育力量，是一种不教之教的隐性课

程。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创新需要充满勃勃生机的人的环境。”一个

缺乏尊重和包容人才的，学术自由空气窒息的，学生创造欲望、创新精神受到压

抑的，缺乏学术质疑勇气、批判精神的大学，是不可能培养真正的创新型人才的。

而民办本科高校由于办学历史不长，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良好的校园文化环

境，更应该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吸收外长，补己之短，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培养创新型人才。

高素质的师资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亟需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高素质的

师资队伍既是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所在，优秀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科专业的指导方面，更在于由他们带给学生的研

究问题的方法的影响。对于师资队伍整体不强的民办本科高校而言，建立高水平

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石。

http://www.studa.net/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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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的专业设置。我国大部分高校的专业设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随意

性和趋同现象，难以满足市场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忽视了满足不同

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口径偏窄、设置时间过早（一进校就

分专业）、设置空间过小（转专业、转系、转院或跨专业、跨系、跨院学习困难

等）。中外合作下的民办本科高校，专业设置上尊重并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试

图培养出杰出人才。

灵活多元的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人才培养过程及其质量

与效益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评价。教学评价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一环，也是检验

人才培养效果的有效形式和对师生进行激励的重要手段。民办本科高校的教学评

价包括课程学习评价、创新成果评价和实践活动评价等灵活多元的教学评价体

系，灵活多元，有利于不断改进教学质量。

（二）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构建适合民办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路径、方

法

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应该紧紧围绕教育教学国际化这一主

线，充分学习、借鉴和利用国际国内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消化和吸收、移植和

内化，逐步形成符合本校发展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达到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加强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和管理水平。利用民办本科高校灵活

办学机制特点，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引进“双师型”教师，即懂教

育、通实践的专门人才，具备渊博的专业理论和精湛的教学艺术，以及具备扎实

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实践操作经验，是胜任教学和实践双重职责的复合型教师。

因此，除了需要有适当数量的外籍教师外，还要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合理配备一定

的中方教师。其次，打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

建设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和终身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促进教师自主学习，推动教学

方式变革。建立健全符合教师职业特点、体现岗位绩效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提高民办本科高校教师的地位待遇。第三，加强师德建设。把师德建设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严格师德考核，强化师德监督，将教师的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评先等的首要内容。

打造独具特色的专业。民办本科高校的办学特色应重点体现在专业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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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了必要的师资队伍和实验室等建设外，要务必使其开设的部分专业本身具

备特色，即特色专业和专业特色。首先，强调专业化与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其

次，加强校企嫁接。民办本科高校要努力把单纯向跨国企业输送人才转变为“校

企合作”，利用跨国公司的行业前沿技术标准改造民办高校的专业标准，利用跨

国公司的技术平台锻炼师资。另外，民办本科高校要主动深入企业一线，密切关

注业界的新变化、新技术、新要求，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突出应用和实践型人才

培养的特色。最后，建立科学的、可操作的教育教学管理和评价制度，为特色化

专业建设保驾护航。

制定中外结合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其一，建立中西合璧的教学计划。在

公共基础课和文化素质修养课中开设专门的国际教育方面的课程，使学生在国内

便能了解他国公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引进世界前沿学科，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其二，科学的课程体系。通识教育课，应体现为专业服务的思想。学

科基础课，应按学科大类构建学科基础课平台。选修课，宜精不宜多。专业课，

要紧贴岗位群的需求。在实践环节的开设上，要突出应用型本科的特点。其三，

以完全学分制为中心，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灵活

选择学时和课程，达到真正学有所好、学有所成。

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应用特点。民办本科院校，是属于应用型本科，在中外

合作办学之路上，宜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按大类专业构建知识能力和

素质教育平台，设计以就业为导向，快速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同

时，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和“多向选择，分流培养”的原则，培养专业基础

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应用型人才。

突破“瓶颈”，促进交流。民办本科高校要积极寻求学生国际交流的各种渠

道，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不同需求，积极开辟国内外资源，让更多的学生不出国

门就具有国际体验。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瓶颈”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二是

经费。英语已然是一种国际语言，因此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能力。至于经费，

为了促进学生的国际交流，可以从学生学费中拨出一定比例的转款，作为学生海

外交流的基金，也可以通过合作学校的互免政策减轻学生的负担，还可以吸引校

友捐款设立奖励基金。

建立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第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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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切合实际的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和考评体系。第二，利用中外合作办

学的体制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建立国际化行政管理机制，规

范管理，提高管理效率。第三，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人事聘任制、外教招聘制度

和管理、教学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第四，完善质量考核制

度，建立专业课教师相互听课、评课、督学制度，完善奖惩制度。

三、总结

民办本科高校中外合作，一方面打开了民办高校走出国门之路，另一方面也

要面对国外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中外合作办学视域下的民办本科高校创新人才

培养，既不是一味地强调国外教学模式，也不是忽视外方的教学优势,应以中外

优势结合的方式，通过启发和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质，着力培养和锻炼学生综合素

质与创新能力。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摒弃已过时的狭隘人才标准，以动态和综合

的评价体系进行学生测评，采取灵活变通的思路加强沟通协调，相互取长补短，

因地制宜，在各方优势、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实现深度弥合，取得“1+1>2”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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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Yan Wuyin

Abstract: At pres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our country, take on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e

innnovative personnel training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n the cooperative school, create a unique professional,

formulate 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curriculum system,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Private Universities;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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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状、困境及突破

薛卫洋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是破解目前民

办高校面临诸多问题的有力途径。然而，从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民办高

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明显不足。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滞后，与民办高校办学

实力的薄弱，是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提高对中外合作办学认识，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分类管理，清理政策歧视、给予必要扶持，加强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

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等是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突破当前困境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困境；对策

截至 2014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529所，在校生人数 2732.5万人；

其中民办高校 728所（含独立学院 283所），占全国高校总数比例 28.8%，在校

生人数 587.2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比例 21.5%①
，表明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近十余年来，民办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办学定位逐渐明

晰，质量提升意识不断增强；但也要清醒的看到，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不完善，办

学资金短缺，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师资队伍建设落后，生源危机不断凸

显等日益成为制约民办高校健康发展和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障碍。转变思路，积

极探寻新的办学路径，是民办高校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

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

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通过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对丰富

教育资源供给，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改革，高校国际化

发展等方面均有明显助推作用。通过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对破解民办高校目前发

展面临的诸多困境不失为一条有利途径。然而，相比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有其特殊性所在；研究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

① 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5-7-30)[2015-10-20]http://www.moe.g
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507/t20150730_196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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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把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探究其发展面临的

问题，继而为提出相关针对性对策建议，是推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必

要工作。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

1.机构项目数量和区域分布情况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的相关数据统计
①
，截至 2015

年 10月，共有 60所民办高校参与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共举办机构和项目 120

个，其中机构 2个为专科层次，分别是安徽新华学院新华派特森学院和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国际学院；项目 118个。各省份民办高校举办中

外合作办学的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省份分布情况

省份
北

京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广

东

河

北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黑

龙

江

辽

宁

吉

林

重

庆

海

南

四

川

安

徽

江

西

陕

西

云

南

山

西

合

计

机构

（专科）
1 1 2

项

目

层

次

硕

士
1 1

本

科
2 1

1
0
5 1 2 3 1 6 2 2

3
5

专

科
6 6

2
9
3 6 5 4 3 2 7 1 2 1 3 3 1

8
2

举办高

校数
2 6 9 7 7 3 2 5 3 2 2 2 1 2 1 2 1 1 1 1

6
0

由表 1可知，目前全国共有 20个省份的 60所民办高校参与举办中外合作办

学，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民办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较多。本科层次中，浙江

的民办高校举办 10个项目位居第一，黑龙江和广东紧随其后；举办专科层次项

目的前三省份为，江苏 29个，海南为 7个，北京、上海、广东均为 6个。参与

①
注：本文相关数据如无特殊标明，均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的相

关数据统计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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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 60所民办高校中，江苏有 9所，浙江和广东均有 7所，上

海 6所，湖北 5所，其他省份 1-3所不等。

2.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60所民办高校举办的 120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2个机构共设有 6

个专业，因此，60所民办高校共举办 124个专业，其中硕士层次 1个，本科层

次 35个，专科层次 88个。民办高校举办的 124个本专科层次专业的学科分布如

下表 2。可以看出，目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本专科层次的专业分布上，经管

类占主体地位，占整体专业比例一半左右。

表 2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本专科层次专业学科分布情况

层次/比例 经管类 艺术设计类 机械类 计算机类 其他

本科 17 7 2 3 6
比例 48.6% 20% 5.7% 8.6% 17.1%
专科 50 7 9 10 12
比例 56.8% 8% 10.1% 11.4% 13.7%

3.合作对象国别分布情况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对象国，主要以传统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为主。

机构方面，安徽新华学校派特森学院的外方合作国为加拿大；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国际学院外方合作国为美国。项目方面，1个硕士层次项

目合作对象国为英国；本科层次的外方合作国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专科层次则主

要对象国为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总体来看，民办高校合作对象国主要以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主体，这三国与我国民办高校共合作举办或设立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项目共 79个，占合作总数的 65.8%。具体来看，除 1个硕士项目对象国

英国外，剩余的 119个本专科层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合作对象

国分布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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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本专科层次机构、项目合作外方国别分布情况

国别
美

国

英

国

澳

大

利

亚

加

拿

大

韩

国

德

国

新

西

兰

爱

尔

兰

中

国

台

湾

俄

罗

斯

法

国

荷

兰

马

来

西

亚

本科 19 8 3 1 1 1 1 1
专科 13 16 21 9 8 5 3 3 3 1 1 1
合计 32 24 24 10 8 6 4 3 4 1 1 1 1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特征

1.整体规模较小、层次偏低

截至 2015年 10月，全国高校共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1877个，

其中民办高校仅 120个，仅占比 6.4%；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 2529所，民办

高校 728所（含独立学院 283所）占比 28.8%。办学类型上，民办高校中外合作

办学仅有 2个机构，而公办高校共举办 84个机构。由此可见，民办高校中外合

作办学的发展规模较小，明显与其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地位不相称。

从表 4可知，在办学层次上，民办高校举办或设立的 120机构和项目中，研

究生层次仅硕士项目 1个，占总体比例不足 1%；本科项目 35个，占总体比 29.2%；

专科机构和项目共 84个，占比 70%。对比公办高校，公办高校专科层次的机构

和项目数占总体比例 37.1%；本科项目占总体项目数比例为 50.2%，研究生项目

占总体比例 12%。可以看出，公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层次是主体，研究生层

次具有一定规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则是专科层次占绝对主体，研究生层次

仅突破空白局面，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层次偏低。

表 4 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类型、层次情况

学校性质 类型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合计

公办高校

机构 20 64 84

项目 632 840 201 1673

合计 652 1105 1757

民办高校

机构 2 2
项目 82 35 1 118
合计 84 35 1 120

2.学科专业设置趋同，欠缺特色

民办高校举办或设立的 12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共设有专业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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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专科层次，经管类都是主体，占比分别为 48.6%、56.8%。

一些项目有重复设置的现象，例如，在专科层次的 88个专业中，会计专业达 8

个，电子商务 5个，计算机专业 5个，市场营销 4个；本科层次方面，国际经济

与贸易有 5个。由此可见，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上，大多专业

都是投入较低、市场回报较快的专业；另外，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设置

也与公办高校基本一致，未有体现出民办高校自身的办学特色，甚至一些民办高

校存在与不同外方高校举办相同专业的情况，例如，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分别与英

国贝福德郡大学和英国伦敦南岸大学分别合作举办英语本科专业；黑龙江东方学

院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经济大学和英国阿格利亚罗斯金大学分别合作举办国际

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足的原因分析

从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

明显不足。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足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分析民办高校

中外合作发展发展不足的原因，必须把握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当前

民办高校发展的现实状况。

（一）我国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本质与中外合作办学禁止营利规定之间的矛

盾

与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模式捐资办学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

办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投资办学,而不是捐资办学。这既是我国民办教育的一个基

本特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本质特征。”
①
捐资办学和投资办学两者本质的区别在于，

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捐资办学一般是属于富有的社会阶层作为慈善事

业对社会的回馈，而投资办学则是在市场逻辑指导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来获得经济

收益的投资行为；因此，捐资办学有着完全、根本的公益事业属性；而投资办学

虽然从事的教育活动虽属于公益性事业，但背后有着强烈的营利诉求。我国民办

高校现阶段的投资办学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办学行为在根本上是有着营利需求

的。如果某种办学活动，无法为民办高校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是难以激

①
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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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民办高校对此项活动的兴趣的。

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境教育在我国的主要实现形式，跨境教育在国际上是属于

教育服务贸易范畴内的。我国签订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称 GATS）时，

同意跨境教育以服务贸易的形式在我国存在，但在将 GATS相关规定转化为国内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下称《条例》）时，却明确规定“中外

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下

称《实施办法》）更从机构和项目两类中外合作办学形式上明确规定“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结余，应当继续

用于项目的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②
这些规定从法律法规层面禁止了民

办高校通过举办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营利活动的可能性。当然，《实施办法》中也

有参考政府对民办教育管理的规定，即“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③
，但如同

民办教育合理回报一直无法落实一样，对中外合作办学合理回报的相关配套可操

作办法也一直尚未出台。

现阶段我国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本质，决定了其办学活动必然带有营利诉

求；这与《条例》和《实施办法》对中外合作办学禁止营利的规定存在着根本矛

盾，实践中民办高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热情之所以难以高涨的根本原因也在于

此。有统计表明，我国现有民办高校中，仅 10%的投资办教育的机构或个人是出

于公益目的，90%的要求有回报④
。现实中，大多民办高校登记注册时选择不要

求回报，只“是因为受到政府有关民办高校登记政策和法规的约束，其举办者在

形式上选择了放弃要求回报，但往往以其他方式从所积累的资金中获取回报。”
⑤

正是基于此，《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

纲要》）才规定“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就是为了在坚

持教育事业公益属性下合理回应民办高校的营利诉求。因此，现阶段《条例》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EB/OL].(2003-3-1)[2015-10-20].http://www.gov.cn/

test/2005-06/29/content_10930.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EB/OL].(2004-6-2)[2015-10-20].http://ww

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61/201412/xxgk_180471.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EB/OL].(2004-6-2)[2015-10-20].http://ww

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61/201412/xxgk_180471.html
④
李维民.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初探[J].西安思源学院学报,2011(4).

⑤
潘懋元,邬大光,别敦荣.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J].高等教育研

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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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对中外合作办学禁止营利的规定和合理回报的无法操作，是制约着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难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国际化办学对资源支撑的高要求与民办高校办学实力薄弱的差距

中外合作办学是属于高校国际化办学实践的一种方式。国际化办学不仅是高

校办学的一种理念选择，更是高校办学实力的一种体现，国际化办学要求有雄厚

的办学资源作为支撑。这种资源体现于各个方面，本文选取高校办学实力体现最

为直接的两大因素，即高校的办学资金和师资队伍，来分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所缺乏的资源支撑。

上文提到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国高校

总数近三分之一。但民办高校的办学实力却尚未达到其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相

称的地位，难以与公办院校比肩。毋庸讳言，办学资金来源的单一，师资建设的

落后，是民办高校办学实力薄弱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

展不足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的财政资助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民办

学校的资金链始终比较脆弱。”
①
民办高校的办学资金筹措，在办学初期一般以

办学者的一次性投入为主，后期往往以规模扩张的方式实现滚动发展，主要依靠

学生的学费作为办学资金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导致的现实问题，是民办高校大多

办学资金都不充裕，甚至一些民办高校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有研究指出，目

前民办高校在办学资金上有三种局面，第一种是入不敷出，甚至已经资不抵债；

第二种是负债办学；第三种是收支基本平衡的，但缺乏发展资金，这是最为普遍

的一种状况，也是目前民办院校办学资金的整体现状。
②
在办学资金短缺和来源

单一的前提下，民办高校如果希望举办办学成本高昂的中外合作办学，只能通过

提高学生学费这条唯一途径。然而，在现有学费已经较高的前提下，加之社会声

誉尚不理想等因素，民办高校希望通过提高学费来举办成本高昂的中外合作办

学，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学生“用脚投票”，自然是无法吸引到足够支撑合

作办学项目运转成本的学生数的，“不少民办高校的国际合作项目最后由于生源

萎缩而不得不停办。”
③
而且，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政府定价机制，使得民办

①
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②
胡天佑.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困境及求解[J].高教探索,2014(3).

③
谌莉.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问题及建议[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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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希望通过大幅提高学费来填补成本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没有多少操作空间。

因此，不少民办高校即便有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意愿，在招生数量难以填补办学

成本的现实考虑下，也只得作罢。或者只能举办一些办学成本较低，回报较快的

学科专业。目前民办高校举办的 120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之所以经管类

居多，其原因就是在于此。

民办高校办学实力薄弱的另一体现师资队伍建设落后，是民办高校办学资金

短缺加之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认识等方面原因所致。目前，我国

民办高校的师资队伍形成了以兼职教师为主、全职教师为辅；离退休教师居多，

中青年教师偏少；应届大学毕业生过多，中高级职称教师稀缺等局面。兼职教师

一般只负责在学校的授课，而对学校的长远发展缺乏关心；离退休教师虽然教育

教学经验丰富，但一般缺乏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能力；应届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拥有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并且易于接受新事物，也具备一定的国际化教育

教学能力，但受制于待遇和发展前景等因素，应届大学毕业生较难长期稳定在民

办高校任教，他们也是民办高校几类师资中流失率最高的。中外合作办学并非是

中西方教育资源的简单嫁接拼凑，而是中外双方高校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模式、

方法的深度融合。在当前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结构不合理、队伍稳定性差、

专业教师梯队断层、缺少专业带头人”
①
等现实状况下，国际化办学理念难以深

入整个教师群体，教师群体的整体教育教学能力与国际化办学也难以相适应，造

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严重的师资困境。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困境的破解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面临的困境，既有外部法律法规制约和政策尚不

完善的因素，也有民办高校现阶段自身发展实力薄弱的原因。破解民办高校目前

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困境，需要民办高校和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等的多方共同努

力。

①
王维坤,温涛.民办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出路——以辽宁省民办高校为例[J].中

国高教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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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对中外合作办学认识，将中外合作办学视为民办高校突破发展困

境的有力途径

认识是行为改变的先导，要改变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足的现状，必

须首先提高民办高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现实中，不少民办高校，乃至部分

公办高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迎合

办学潮流，或为学校“创收”，或为学生赴外留学提供便利等服务的；未有把握

住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通过引进国外优质

教育资源，“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

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①
以及发挥“鲶鱼效应”

促进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

广大民办高校要意识到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引进的国外优质

的课程和师资以及教育教学模式、方式，弥补自身教育资源质量较低的不足，助

推培养适应地方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亟需的国际化人才。同时，广大民办高

校要意识到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是突破当前自身办学困境，实现后发跨越式发展的

一条有利途径。在与国外高校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借鉴外方高校先进的办学

理念和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尤其是内部管理体制、机制，促进民办高校办学理

念的国际接轨，内部治理的现代化，构建适应民办高校发展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

（二）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分类管理，制定适应民办高校实际的中外合作办

学管理制度和政策

上文提到我国尽管签订了 GATS，同意中外合作办学以教育服务贸易形式在

我国存在，但在将 GATS相关协议转化为《条例》及《实施办法》时又以法律形

式禁止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营利性”。这种对中外合作办学公益性质与商业形式

存在矛盾的法律规定，乃是“当前的合作办学立法中存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转

化’瑕疵问题”
②
所致。《条例》之所以对中外合作办学作出公益性质的规定，

是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我国

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15-1

0-20］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②
陈大立.中外合作办学法律问题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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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公益属性的规定要求。《条例》作为下位法，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属

于中国教育事业组成部分”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突破上位法对我国教育事业公

益属性的统一规定。

然而，即便在教育事业是公益属性的规定下，并不意味着民办高校不能通过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获得营利。这如同政府为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公共事业而留有一

定营利空间一样，民办高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获得一定的营利，并不能改变其从

事的教育活动是属于公益事业的根本性质。“作为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适度营利

问题，也就是取得合理回报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民办高校不可能持续

健康发展。”
①
对于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尽快推进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分类管理，公办高校办

学得到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在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时应明确其公益性质；而民

办高校属于投资办学，未有享受国家和地方的经常性财政资助，应明确其利用合

作办学获得收益的正当性、合法性，应尽快落实《条例》及《实施办法》中对合

理回报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操作办法与制度。

（三）清理政策歧视、给予必要扶持，为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必

要外部支撑

民办高校发展至今，对推动我国高教体制和机制改革、承担大众化任务、促

进教育公平、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拉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②
然

而，受认识水平等因素影响，民办高校在发展中一直备受税收、合理回报、办学

自主权、学生权利等方面的政策歧视，违背了教育政策制定的政策伦理。因此，

对于促进民办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政府要认识到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

学，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培养人才，也是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要“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
③
，并给予民办高校

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平等的政策。

另外，民办高校当前办学实力的薄弱是制约其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实原

①
潘懋元,邬大光,别敦荣.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J].高等教育研究,201

2(4).
②
李维民.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A].民办高校发展战略与转型研究[C].陕西

人民出版社,2014:29-40
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2-28)[2015-10-2

0]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1407/171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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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办学资金来源单一、办学条件较差、师资队伍建设落后等现实因素未有得

到改善的情况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势难改变当前的局面。国家和地方政府

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对民办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给予必要的扶持，例如税

收减免、资金补贴、师资培训等。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给予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的各种扶持，不因民办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是否要求合理回报而有所区

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后，一

些地方省市的试点工作迟迟难以推进，民办高校处于观望的状态，就是在于大多

民办高校对选择营利性恐会失去相关办学优惠政策而存在顾虑。如果对民办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的扶持，因其是否选择合理回报而有所区别对待，那么势必影响民

办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性，违背了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进行扶持的

初衷和最终目的。要明确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进行扶持的目的在于，促进民

办高校中外合作的大力发展，而非用来区分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是否要求

回报。

（四）加强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促进民办高校中外

合作办学的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

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如果没有质量，则民

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便失去了最根本的依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

引进与有效利用，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和

质量的关键。”
①
因此，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必须加强对国外优质教育

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

首先要明确优质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多样性和适应性特征，破除对优质教育资

源就是来自以美、英、澳大利亚等少数发达国家的观念，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也

有适应民办高校自身办学定位与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目前，我国与广大发展中

地区国家的合作办学尚处于起步中，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沿线国家，民

办高校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办学大有发展空间。其次，要突破引进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仅仅只是外方师资和课程的简单认识，要在合作中注重对外方高校办

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和方式、教育教学体制与机制方面先进经验的吸收和利用，

①
林金辉,刘志平.中外合作办学中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J].教育研

究,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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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促进民办高校自身办学水平的提升。再次，要把握住自身办学特色和办学定

位，适应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避免专业设置的趋同化。“专业设置方

面喜好扎堆,导致学校特色不明显以至‘千校一面’”①
已经成为民办高校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民办高校自身办学实力目前尚不如公办院校，因此，必须

在合作办学时避免与公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的高度重合，以举办特色化

的专业实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 and its Resolving Strategy of

Private university i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Xue Weiyang

Abstract: Private university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CFCR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university.

Judging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CFCRS of private university is insufficient. The

reasons for that are law and policy about CRCRS lagging behind and private

university weak strength in running schools and so on.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private university in CFCRS, private university need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to

CFCRS, and strengthen reasonable introducing and effective utiliz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ir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need to promote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CFCRS, and Clear policy

discrimination and giving necessary support.

Key words: private university;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esent situation; dilemma; resolving strategy

①
李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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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丹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本科教育项目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以常州工学院为例

张建波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事物。本文结合中丹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本科教

育项目，具体介绍了中丹合作举办学前教育本科教育项目特色、项目管理、项目实施和项目

所取得的成效，试图为同类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合作办学；学前教育专业；项目管理；项目特色；项目成效

常州工学院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工、理、管、经、

文、教、艺术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特点鲜明。学前教育专业是校级重点建设专

业，学前教育学是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学前教育专业所在的教育与人文学院具有

百余年举办师范教育的历史。丹麦 VIA大学学院是是一所覆盖整个日德兰半岛

核心区域的公立应用技术型大学，是丹麦最大的大学学院、第三大高校，所有学

位课程都经丹麦国家评估协会的权威认证，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会员。

两校于 2004年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2008年签署 3+1模式学前教育专业学分互

认协议并开展项目合作，2011年申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 6月教育部批

准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一、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特色

（一）办学理念致力于国际化

项目的举办始终秉持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引进国际先进学前教育思想，组建

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化课程体系，致力培养国际化卓越幼儿园教师。同时，

以合作办学项目为平台，拓展国际化的科学研究、产学合作、社会应用等诸多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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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定位在应用型

我校与丹麦 VIA 大学学院同属于应用技术型高校，具有相近的人才培养理

念。该项目从理论课程到实践课程，从教学方式到考核方式，均充分体现了应用

型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的特色。

（三）服务面向凸显地方性

项目的举办以长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为基础，为

该地区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国际特色、双语特色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培养合格师

资。从前期学分互认模式培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和项目学生教育见习的情况看，

学生良好的中英双语教学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从教能力均有效契合了用人单

位需求，凸显了服务地方发展的功能。

二、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管理

（一）依法规范管理合作办学项目

为进一步提高合作办学质量，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校严格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教

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政策法规，坚持依法办学、规范

办学。

1.健全管理机构

该项目管理机构为我校与 VIA大学学院的“联合管理委员会”，我校校长担

任委员会主任。其中，国际交流学院为合作办学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在校长领

导下，负责相关工作的管理与协调；教育与人文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系在院长领导

下具体负责中丹合作学前教育专业日常教学与学生管理；学校教务、财务、学生

处等部门协助办理其他相关工作。管理机构严格履行对项目的管理和监督职能，

每年定期召开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总结项目运作一年来取得的成绩、获得的经

验、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方案；根据项目师生的反馈建议，商议和确定下一学年项

目教学计划的调整、教师培训课程内容的更新以及依托项目拓展科研、产学、编

写教材等各领域合作意向等。

2.完善管理制度



306

为进一步提高合作办学项目管理质量，学校出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

法》、《中外合作办学学历（学位）管理办法》、《中外合作办学学籍管理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教师评聘制度》等系列管理文件，对项目申报、招生、实施、学

籍管理、教学管理、学生出国留学、学历与学位授予、教师专业培训等做出明确

规定，并在项目举办过程中规范、严格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保障项目良性运作。

3.完善人事管理

我校国际交流学院配备 2名项目专职管理人员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合作学

校联系、项目学生涉外事务管理、合作学校外教授课接待等工作。教育与人文学

院学前教育系承担项目的教学和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负责项目

的其他相关工作。丹麦 VIA大学学院社会教育学院外事办公室配备 1名专职项

目管理人员，具体负责该项目的联系、选派授课教师、为项目留学生提供境外事

务服务等工作；学前教育系承担项目的丹方课程授课任务。人事管理归口项目联

合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适时调整项目管理人员及管理职责。

4.规范财务管理

我校财务处依法对项目学费、住宿费、财政划拨经费等实行统一管理，单独

设置“中外合作办学账户”，所有收支均纳入校财务系统集中核算、统一管理。

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定价或备案的规定确定，并对学生出具发票，同时利

用校园网络、宿舍、食堂以及教学楼等学生聚集的场所，及时公布收费信息；无

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学校收取本项目学生学费及住宿费等

均投入本项目教学及相关活动，主要用于本项目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学校具有规范的财务预、决算体系和审计监督制度，保障了本项目资金运营

以及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

5.规范教学管理

本项目教学管理纳入学校教学质量监督体系。日常教学管理总体按照学校现

行管理规范执行，如《教师教学工作规范》、《教学工作流程》、《调课、停课及代

课管理规定》、《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教师授课权管理规定》等。同时针

对中丹合作办学项目特点，对原教学工作流程进行修订，制定了《常州工学院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教学工作流程》。建立了“一级评估，三级监控”为核心的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将教学质量的监控贯穿在教学管理过程中。“一级评估”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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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指导评估中心，代表学校实施教学评估；“三级监控”第一级是教务处和

学校督导组的学校级宏观监控，第二级是二级学院监控，第三级是专业系监控。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教师和督导听课制度，对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任课

教师和有关教学单位领导，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开展全程性的教学质量检查。

根据《常州工学院教学检查工作管理规定》，每学期由教务处、评估中心、学校

督导组、学生处协同参与，分期初、期中和期末三阶段，开展全校教学检查工作。

通过巡视、二级学院自查、教师互相听课、领导干部和教学督导听课、召开学生

信息员座谈会等形式，从教学秩序、教学规范、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等多方面进

行检查。对于丹方选派教师，在授课结束后，由专业系组织学生，通过问卷调查

和学生撰写学习心得的形式对外教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

果总结反馈给国际交流学院和丹麦 VIA大学学院，以便改进问题，提高教学质

量，并作为下一学年选派教师来我校授课的依据。

（二）合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1.引进先进办学理念

学前教育专业借鉴 VIA大学学院 0-6岁婴幼儿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办学理念，

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 0-6岁学前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加强了幼儿教师教育与社

会的联系。借鉴 VIA大学学院“全实践”的教育理念，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所

有实践环节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定位、统筹安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凸显出人才培养的实践特色、艺术特色和双语特色。

2.引进优质课程资源

积极引进国内学前教育专业急需而短缺的优质课程资源，引进 VIA大学学

院成熟而富有特色的手工艺技能、戏剧等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保留我校学前教育

专业课程的基本体系，构建出国际化课程体系。引进课程和共同开发课程采用全

英语或双语教学，教材采用丹方指定的英文原版教材和自编讲义。

3.借鉴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积极引进 VIA大学学院的课堂教学模式，外方教师运用了项目教学、工作

坊式等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提升了综合素质。中方教师学习国外教师注重课堂互动、理论联系实际

等综合能力培养的授课风格，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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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进优质教师资源

学校每年选派 2名骨干教师赴丹麦进修学习，丹方定期选派优秀教师来我校

为学生授课，中方选派赴丹麦培训学习的优秀教师担任合作教师，合作教师全程

参与授课活动并进行交流研讨。这些举措拓宽了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提升了教师

的教育教学能力，形成国际化师资队伍。

5.借鉴优质制度资源

积极引进丹麦高等教育优质的制度资源。完善了课程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健全了合作办学教学质量监督机制和保证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反馈机制和激励

机制；健全了中外教师的聘任、管理和培训制度；建立了中丹合作办学专业的招

生和学籍管理制度等，完善了合作办学管理机制。

三、中丹合作办学项目实施

为进一步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在合作办学过程中我们积极建构科学的人

才培养模式。

（一）确立适宜的人才培养目标

本项目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适应

学前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能用双语进行教育教

学的学前教育师资。学生应掌握学前教育、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能胜任国内外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满足长

三角地区蓬勃发展的学前教育事业对双语学前教育本科人才的需求，满足常州市

政府提出的到 2020年，各辖市（区）公办幼儿园占比达 60%以上，省优质幼儿

园占比达 97%以上，提高教育国际合作层次和水平，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创办

1-2所省内一流的外商子女学校的师资要求。

（二）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

本项目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学制为四年，在教学计划、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安排上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规定，不低于丹麦 VIA大学学院在

丹麦的标准和学术要求，并且完全满足获取我校学历、学位证书和丹麦 VIA大

学学院学位证书的学术要求。每年丹方学校领导都会到我校了解当年人才培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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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听取相关建议，双方共同探讨改进措施。为此，我校每年均对下一届新生的

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使其更加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的最新就业需要。该

项目人才培养方案符合培养目标要求，由我校和丹麦 VIA大学学院共同研制，

严格按照《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双校园”办学模式引

进外国教育资源达到四个“三分之一”的要求，该方案共设置 54门必修课程、3

门选修课程和 3门实践课程，共计 60门课程。教学计划充分体现了项目培养方

案，课程安排充分体现外方优质教学资源的优势。中丹合作办学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由我校和丹麦 VIA大学学院共同商定，教学计划由通识课程模块、学科及专

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集中实践课程模块四个组成，项目计划充分体

现中丹合作办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要求。

（三）选聘优质的教育师资

学校建立并严格执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主讲教师评聘标准和评聘制度，切实

保障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主讲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教学能力。制定了《常州工学院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教师评聘制度》、《常州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相关专业教师职称评

审补充规定》等管理文件，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主讲教师增设了英语语言水平或

国外进修经历标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主讲教师均须进行年度业务考核，业务考

核由人事处、国际交流合作处和教务处共同负责实施。业务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

度聘用的依据，考核不合格者，下学年将不再聘用；考核合格者，享受中外合作

办学课时补贴。丹方教师由丹麦 VIA大学学院专任教师担任，并由我校国际交

流学院负责资质审核工作。来我校任教的丹方教师均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

教师。

（四）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引进课程和共同开发课程使用中、丹双方共同认可的教

材。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丹麦 VIA大学学院教师展示了案例教学、项目教

学、工作坊等课堂教学模式，教师非常重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引导学生用所学理论研究分析实践问题，鼓励学生上讲台做展示、汇报，并组织

学生就某一问题撰写小组报告，这样的教学方式有效促进了学生主动性和创造力

潜质的发挥，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学院多次组

织全体教师观摩学习丹麦教师的课堂教学，促使我校专业教师不断审视和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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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加强教学和科研的无缝融合。在教学考核方式上，丹麦教师坚持理论知

识与实践能力考核并重的原则，把口试、笔试、成果展示等多种考核方式融合在

一起。如在学前教育概论、社会教育学、环境教育学课程中采用的是写论文、口

试、成果展示三种评价方式。戏剧和手工艺技能课程采用的是团队合作和个体展

示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使得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和全面。在教学语言

上，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及中丹合作办学

项目需要，中方开设的公共课程（除英语教学外）、专业课程和实践环节教学采

用中文作为基本教学语言，引进课程和共同开发课程采用英语或双语作为基本教

学语言。

四、中丹合作办学项目成效

由于中丹合作双方院校的科学管理，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成效。

（一）办学单位内部效益

促进教学改革的深化。依托该项目平台，学前教育专业立项了多项教学改革

研究课题和课程建设项目。结题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中丹幼儿教

师教育比较研究》和常州工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中丹职前幼儿教师课程体系

比较研究》各 1项，立项常州工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学前教育本科中丹合作

办学项目过程管理与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研究》1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双语

或全英文授课方面的要求带动了学前教育专业双语课程建设，立项校级双语课程

4项，其中引进课程《戏剧》、《手工艺技能》、《比较学前教育》已经通过验收，

《交流组织和管理学》课程正在建设中。2014年研究性建设课程《比较学前教

育》获得立项，这些改革和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

促进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依托该项目平台，学前教育专业立项

了多项科学研究课题。结题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丹早期教养模

式比较研究》和《中丹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比较研究》2项，立项江苏省教育

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发达国家男幼儿教师培养机制研究--以丹麦为例》1

项，结题常州工学院科学研究课题《中丹合作背景下学前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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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项。这些研究成果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推

动作用，使学前教育学校级重点建设学科顺利通过学校验收。

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依托该项目平台，学校投入专项经费每年选派 2名骨

干教师赴丹麦进修，每位教师均按计划重点修读了 2-3门专业核心课程。进修学

习期间，教师既了解了丹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和世界学前教育发展趋势，又掌握

了丹麦幼儿教师教育的先进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师在回国后，均担任

了合作办学项目的授课任务。同时该项目每年均有 4-5名丹方教师来我校授课，

中方教师在丹方教师授课期间全程参与，共同组织学生辅导答疑。每次授课期间，

双方教师经常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形

成。

促进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依托该项目平台，两校领导和教师积极交流与研

讨学前教育专业建设问题，促使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立项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

准>背景下的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 1项，2012年学前教育专业获

批为常州工学院重点建设专业，2013年顺利通过学校的中期检查。

促进土木工程专业合作办学项目的获批。依托该项目平台，增加了两校其他

专业的交流活动，对我校其它专业产生了良好的辐射作用，2014年我校土木工

程专业与丹麦VIA大学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该专业于 2015年开始招生。

（二）办学单位外部效益

传递中国文化，提升学校和常州地方的国际影响力。2014 年 11 月在我校举

办的“庆祝中丹合作办学 10 周年暨应用型人才国际化培养研讨会”上，江苏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领导充分肯定了我校和丹麦 VIA 大学学院在师资培训、

留学生教育、科研和产学合作领域取得的骄人成绩。丹麦驻华大使裴德胜到会祝

贺并指出：常州工学院与 VIA大学学院合作办学项目的成功开展是两国在教育

领域成功合作的典范，是两国真挚友谊的见证，此项目为两国未来的合作与交流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讨会上，揭牌了两校合作成立的“中丹合作儿童学研究中

心”，以“立足国际学术研究前沿、研究国际幼儿教育、推动国际儿童教育合作”

为理念，致力于创建儿童教育研究和儿童学研究学术平台和创新学科体系；并与

常州市儿童医院共建了“世界儿童健康研究中心”，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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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项目的举办，我校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和学生与合作学校的教职员工

和学生们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同时，将中国文化的精髓

传递给合作学校的师生，让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数年的合作，

VIA大学学院众多的师生了解到中国有个美丽的城市叫常州，了解到常州工学院

是一所开放、务实的优秀大学。该校为数众多的学生来到中国幼儿园进行教育实

习，并直接来到我校参观访问，还有部分学生毕业后留在常州幼儿园工作，促进

了常州市学前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由于我校与 VIA大学学院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举办，常州市与 VIA 大学

学院校区所在城市之一的兰讷斯市结成友好城市关系，两市拓展了多项政府间经

贸商务、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项目以及民间科技文化交流。

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在多年的合作办学过程中，我校中丹合作办

学项目形成了国际化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办学理念，建立了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

国际化课程体系，建构出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学前教

育专业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提高了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水平，培养了大批国际化

的卓越幼儿园教师，收到了显著的办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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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Projec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Majore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Organized b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

Zhang Jianbo

Abstract: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a newly established

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Basing on Sino-Danish cooperation program in preschoo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je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program managemen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project result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similar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on train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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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方法探究

康 娜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摘 要：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种类型和层次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与项目逐渐兴起。如何与传统高校及同类合作办学机构区隔开，树立良好公众形象，

塑造品牌影响力是应对招生市场激烈竞争，推进机构蓬勃发展，寻求广泛社会支持的有效策

略。本文在明晰中外合作办学形式、教育品牌内涵和特性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外合作办

学二级学院品牌搭建的现实意义和内在要求，建立了品牌塑造的三维立体模型，总结实践经

验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方法；途径

随着各高校不同类型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兴起，中外合作办学

二级学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学院在提高办学质量上不断努力，力争更广

泛的国际合作伙伴和更优质的生源等。但很多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在品牌塑造

方面仍存在不足，还没有建立较高国内外声誉或形成良好品牌。因此，探究中外

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认识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

（一）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的概念

对当今教育问题的讨论当然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带

来了高等教育跨越时空和国界的国际化趋势。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国高等教育在中

国的实践，是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

育机构的活动。

近年来，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快速发展。机构性质可分为独立

机构与非独立机构两种形式。独立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课程设置、教师聘

任、招生录取、财务结算等方面自主运作。非独立机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从属

于某个主体学校，是作为法人代表一级大学的二级学院。该学院可根据不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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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合作项目，招生规模可大可小，与主体母校共享教育资源。

（二）教育视角下的品牌内涵

品牌已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商业品牌概念。一个学院的教育品牌可通过逐步

发展得以积淀，凝结在学院名称中，体现为教育服务质量与水平的社会认可度。

这种无形资产是办学综合实力和社会声誉的集中体现。学院品牌由名称标识、学

术名师、特色专业、精品课程、文化活动、办学理念、制度规范、学生素质及社

会评价等一系列要素构成，是一个包含多重含义的综合体。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的品牌塑造，是通过优化配置和动态调整品牌要素，

进而形成、保持和提高学院核心竞争力，实现教育目标和办学收益最大化。品牌

塑造必须从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出发，逐步积累，不可一蹴而就。评估二

级学院的品牌价值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衡量其社会效益，即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和为社会培养的人才。

（三）学院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差异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方，是公益性的社会机构，

它与营利性企业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一方面，学院要满足教育规律，实现国际化

育人目标，实现教育消费者（学生）的知识增值，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学

生兼容并蓄的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学院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资本

增值，使中外双方学校获得最大办学收益。归根结底，学院的品牌经营是为了实

现公共利益和完成基本使命，最终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与资本增值同步进行。

二、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校要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这昭示着我

国高校，包括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要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截至 2015年 9月，

我国本科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含内地与港台地区)共计 59个；本科中外合作

办学（含内地与港台地区）项目 847个。学生择校上大学，企业择校选学生。各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无疑要在不同类高校与同类合作办学机构的激烈竞争中

争取资源、抢夺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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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可通过品牌建设促进生源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学院向目标考生群体和社会公众展示、传达自己的核心价值、办学定位及教育承

诺，表明与竞争对手的差别，提高他们对合作办学的认同感，减轻考生和家长对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认知的不协调，进而节省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信息搜寻成

本，帮助他们在数量繁多、同质化较高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快速识别和果断选

择自己满意的优质品牌学院。

其次，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的品牌价值能够提升在读学生的受让价值和满

足感，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来自学院品牌的抽象的情感利益，这

种对学院品牌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能够强化学生的品牌偏好，促进学习积极性。

第三，品牌的连带效应还会激发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品牌学院

在同类合作办学机构中的优势地位，能够给参与教师带来荣誉感，提升他们的忠

诚度和主观能动性，在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大限度地规范集体行为，

让每个人都愿意为维护学院形象和提升办学质量做出努力。

第四，塑造品牌可以帮助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获得更多外部支持，吸引更

多社会资源和媒体关注。较高的社会美誉度不仅可以招收优秀学生入院，更可以

吸引高质量人才从教。

总之，品牌一旦形成，便可发挥良序“品牌效应”，成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重要的无形资产。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能够促进二级学院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组织

规模的扩大，推动可持续稳步发展。

三、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系统分析

（一）品牌塑造系统分析的三维模型

“霍尔三维结构”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D. Hall）于 1969年提出的

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它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统

一的思想方法。霍尔三维结构模型由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三个维度组成。时

间维表示系统工程的工作阶段；逻辑维表示不同的思考过程；知识维则是指完成

各个工作阶段和不同思考过程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或学科。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而言，时间维可以表示品牌塑造工程从开始到结

束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全过程，包括品牌调研、品牌定位、品牌设计、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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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估、品牌延伸和品牌维护 7个阶段；逻辑维表示时间维中每一个阶段内所

要进行的 7个工作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目标选择、系统

综合、系统分析、最优化、决策和实施计划；知识维就是为了完成上述各个时间

阶段和逻辑步骤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例如与品牌塑造有关的信息论、系统论等专

业知识，以及传播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

（二）时间维中各工作阶段含义

品牌调研是品牌塑造的前提。在这一阶段，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应当对内

部、外部环境做全面检查和分析，结合自身、竞争对手以及教育消费者（学生）

的状况，找出自身优势，以便在同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品牌定位决定了品牌塑造的方向，应与教育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相

联系，细分目标受众，促使学生和家长能够识别、理解并选择品牌学院。

品牌设计多以 UIS（University Identity System）理论为指导，业内公认的三

个子系统包括 MI 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 System）、BI 行为识别系统

（Behavior Identity System）、VI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有的学

者还将 RI制度识别系统（Rule Identity System）、GI 地理识别系统（Geography

Identity System）、EI环境识别系统（Environment Identity System）等概念添加进

UIS系统。

品牌推广是指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对内明确办学理念，培育品牌文化，将

其融入全体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中；对外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传递教育信息，为社

会培养人才，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服务社会，提升公众形象，增强品牌忠诚度。

品牌评估也是品牌监督，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可通过校内管理专家对品牌

的知名度进行综合评价，反思品牌建设过程中各环节存在的不足，总结经验，不

断改进。

品牌延伸是在保持教育主体功能不变的前提下，扩大规模和增强竞争力，移

植品牌或嫁接到其他教育产品与项目的过程。例如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对外开

放会议室、实验室、体育馆等硬件设施设备，开办专项培训，与企业合作开展科

研项目等。

品牌维护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是，育人理念的创新、合作办学政策的调整、

学术名师的离退、校内资源的变化等，都需要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针对新问题



318

对品牌注释新内涵，制定品牌塑造新目标，通过在册学生、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等

渠道进行信息反馈，实现品牌再定位。

（三）逻辑维中各思维程序含义

明确问题是通过系统调查全面搜集资料和数据，把问题讲清楚，搞明白问题

成因和影响因素，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条件。

目标选择是指选择具体的评价系统功能的指标，以便解决前一步提出的问

题。

系统综合是按照问题的性质和总体功能要求，对可能实现目标的各种要素进

行全面综合，例如通过整合方针、任务、措施、条件等形成可供选择的系统方案。

系统分析以实现目标、解决问题、满足需求为前提，深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

关系以及系统方案的特点与可行性。

最优化是指在形成的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

决策是指在分析、评估、优化的基础上，选出一种或多种值得采用的方案。

实施计划是将计划步骤付诸行动，遇到困难略加修改，问题较多则重新设计。

（四）品牌塑造系统分析中的立体关系

在时间维与逻辑维的矩阵关系中，上文提到的七个逻辑步骤没有严格的时序

关系，可能会出现反复。若将这七个逻辑步骤和七个工作阶段列成表格，则可称

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系统工程活动矩阵。（如表 1所示）

表 1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系统工程活动矩阵

逻辑维

时间维

A B C D E F G

明确

问题

目标

选择

系统

综合

系统

分析

最优化 决策 实施

计划

1 品牌调研 D1

2 品牌定位 C2

3 品牌设计 G3

4 品牌推广 E4

5 品牌评估 F5

6 品牌延伸 B6

7 品牌维护 A7

矩阵表格中各元素表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系统工程的一组具

体活动（思维过程）。例如，表中 A7表示在品牌维护阶段正在进行明确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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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E4表示在品牌推广阶段正在进行最优化工作等。

只有以知识维的内容作为理论支撑，逻辑维中的各个步骤才能得以实现，整

个品牌塑造工程才能顺利完成。因此，参与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教

师应当重视拓展品牌经营和宣传推广方面的知识，加大知识维深度与广度，提供

有力的知识保障。

结合表 1从品牌塑造立体模型的三维关系看，以原点 O为起点，用 OX轴

代表时间维，数字 1到 7表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所要经历的 7个工

作阶段；用 OY轴代表逻辑维，大写字母 A到 G表示每个品牌塑造阶段内要进

行的工作内容和思维程序；用 OZ轴代表知识维，小写字母 a到 g表示品牌塑造

工程所需要的各类专业知识。如图 1中，G1g就表示某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目

前正处于品牌塑造全过程的调研阶段，正在运用知识 g进行实施计划工作。

图 1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三维模型

四、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方法探索

在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塑造工程的 7 个工作阶段中，品牌调研是前

提，品牌定位是方向，品牌设计是基础，品牌推广是关键，品牌评估、延伸与维

护则是实现最终良好效果的保障。在品牌推广阶段，丰富的宣传手段和多样的传

播渠道至关重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克服体制局限，树立品牌观念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一般隶属于某个大学母体。因此，品牌推广工作

通常受到学校党委宣传部或其他职能部处的约束。例如二级学院一般不能直接接

待媒体，邀请记者参加学院重大活动需逐级上报；不能随意在社会综合类网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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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消息；实际应用自己设计的学院 VI需要报备请示等。在招生咨询高峰期，通

常是由校级招生办公室直接开展招生宣传工作。尽管招生宣传不是中外合作办学

二级学院品牌塑造的全部，但其仍旧是一个重要分支。二级学院的直接参与关系

到品牌塑造的最终效果。

品牌文化是办学者与就读学生之间共同价值观的纽带，对中外合作办学二级

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在尽量满足母体学校整

体要求的同时，应当寻求自己的品牌发展之道，破除传统的陈旧观念束缚和体制

局限。学院要进行品牌建设，就要实现人人参与的品牌文化和良好氛围。一方面，

只有校、院领导层面具有大胆尝试的勇气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品牌推广才能真正

贯彻执行，UIS才能逐步深入。另一方面，形象塑造是群体行为。只有充分发挥

全体师生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让大家从根本上理解和认同MI价值观念，才

能激发全员自觉将MI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向社会传递目标明晰的办学定位，实

现MI、VI向 BI的转化，最终实现人人自觉参与、维护 UIS体系，创建卓越的

中外合作办学品牌。

（二）细分招生市场，找准品牌定位

当前，不少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都以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作为育人

目标和口号，但缺乏差异化品牌定位；有些大学将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看做学

校其他办学活动的补充；有些大学甚至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收形式；有些则把

合作办学当作简单招牌，没有脚踏实地提高办学质量。这些现象都说明当前高校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在进行品牌建设时，定位不够清晰，缺乏科学规划。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应根据与众不同的自身优势确定品牌定位，针对细分

学生群体的心理特质和需求开展招生宣传工作。首先，合作办学学院要根据经济

发展需要找准办学类型和层次的社会定位；其次，要依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明确

人才培养定位；第三，要依据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学战略的需要制定

学科和专业定位；第四，应面向特定教育领域实现服务定位；第五，应细分考生

市场，针对计划内和计划外招生，一本或二本录取，单学位或双学位，理科生和

文科生等不同学生群体明确招生定位，根据不同省份受众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知

差异开展强度不一的招生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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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品牌内涵，加强学院建设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既要与母体大学风格统

一，又要搭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视觉形象，应通过教学科研的物质条件、校园环

境、标志性建筑等物态识别，以及由专业人员设计的学院名称标准字、标准色、

名片、信封等符号识别，全方位打造视觉展示系统。学生宿舍、招生宣传材料都

应尽可能使用学院统一的 VI设计，让人看到标识便会感受到合作办学的文化气

息，想到它承载的中西文化和教育理念交融的含义，达到吸引人、激励人的目的。

但是，品牌是外部属性和内部属性的统一体，单纯的院徽院旗、办公用品、

环境布置等视觉识别系统无法代替和满足品牌塑造深层次的需要。对于中外合作

办学二级学院而言，在注重品牌外部形象的同时，更应关注其内部属性，即二级

学院办学质量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增值，这种增值应当区别于和不低于在非合作办

学机构学习的学生。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应当本着科学、严谨的办学态度，避免追求表面的高

大上，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将内化的国际化教育理念外化在实际教育行动中。

例如，要加强英语教育效果，提升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性，整合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学习外方成熟的学生管理经验，借鉴西方学生支持与服务体系做法，提升服务学

生的水平，招收一定比例的国际留学生等。

（四）营造支撑环境，开拓宣传渠道

首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要重视办公地点选址和

环境氛围营造，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和教学设备配备，有力支撑品牌塑造，达到

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水准。同时，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品牌推广团队或办公室。

其次，应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和广度，尤其重视在非高考志愿填报季推进品牌

塑造工程，将招生宣传工作做实、做长。

第三，要借助报纸、网站、电台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手机等新媒体进

行全方位宣传，积极搭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关系，还可以挖掘个案，有组织、有

目的地策划一些教育类新闻事件、热点话题、学术研讨及文化活动，吸引媒体和

社会公众的兴趣和注意，达到提高社会知名度，塑造学院良好品牌形象的目的。

第四，应充分发挥在读学生、校友和毕业生力量，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

通过口碑宣传扩大学院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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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应重视搭建国际学术或文化交流平台，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打开

面向全国和世界的窗口，要在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文化理念和资源的同时，展示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与成就，提高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

第六，应积极参与高招咨询宣讲，打造“走进高中”品牌活动，通过微课堂、

Orientation校园游等形式，让高中生体验真实的国际化课堂，软性介绍学院办学

特色和招生规模等内容，建立与高中的合作联系，为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品牌

塑造拓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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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Brand Building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Colleges

Kang 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colleges or program measure being form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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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 becomes a key driving force. As a result of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both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overseas rival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necessary

for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itiatives in the form of self-contained

colleges attached to a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rand. This will help

distinguish them from comparable projects and boost favorable publicity. Positive

public perception of each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college can facilitate

recruitment and enable them to get more support and attention from mass media and

enterpris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defines br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ducation market and refers to Hall’s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model for analysis.

On that basi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effect of brand-building as well as providing

suggested planning methods.

Key word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self-contained college; brand

establishing; measures and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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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教育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研究

戴 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探索专业教育与

发达国家的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实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中所要求的“重点提高青年就业能力”。为此，需要研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及欧盟等

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框架、职业分类、职业标准、职业资格证书等发展现状，需要研究我国

高职专业教育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案例中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需要研究高职专

业教育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理念、途径和方法。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外资企业聚集区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高职院校制定品牌或特色专业建设标准、高职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等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外合作；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方法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要求高职

院校及相关机构培养符合制造业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要求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对接。《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江苏省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相衔接，到 2020年，高职院校

20%以上的专业课要与国际职业标准对接。这些工作迫切要求我们在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的构思、洽谈和执行过程了解清楚什么是“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简

称“国际证书”，下同），如何对接国际证书等。

一、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证书

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在相关专业领域拥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家、组织或机构，根据按照国际惯例制定的从业资格或执业资格标准，



325

经过特定的考核鉴定机构考核，对合格者颁发的证明其拥有某一方面能力和专长

的证书。国际证书具有两个属性，即职业性和国际性。一方面，它是一种职业资

格证书，是持有者具备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资格证明；另一方面，

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国际流通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多国家和行业协会的接受与

认可。国际证书可以来自某个国家，如英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也可以来自某个

组织或机构，如美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还可以来自某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如世

界 500强中的西门子等。

（一）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框架

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与教育、培训和实践成才紧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这是基于各国对劳动者职业能力重要性的认识。而建立职业资格框架的目的

是力求将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的资格统一标准化，从宏观上解

决国家资格体制的统一和各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沟通。建立职业资格框架为适应

当前及未来教育与培训发展的多样性，推进国家经济发展，帮助学习者在不同的

教育与培训领域及劳动力市场之间顺利流动，为国家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制定和质

量保障举措的实施提供依据，通过提高资格框架的认可度和可比性，有利于加强

学生与在职者的国内和国际交流，促进与国际资格框架的衔接。

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国家层面上的职业资格框架。尤其在欧洲，欧盟

始终致力于推动职业资格证书的跨国流通和认可。欧盟职业资格证书一体化的基

本出发点，是在欧盟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内部，实现劳动力的

自由流动。为此建立了便于各国劳动者可以持证跨国就业的“欧洲职业资格框架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缩写为“EQF”）”。欧洲资格框架被设计成

一套含有 8级定性描述指标的共同和中立的参照系。该参照框架中的 8级体系囊

括了从义务教育结束后到接受最高层次的学术与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全过程所能

获得的所有资格。其中，欧洲资格框架中的第 5~8级分别与欧洲高等教育区资格

框架中的短期高等教育、学士、硕士和博士层次相对应。2013年，德国以欧洲

资格框架为基础，制定了职业资格框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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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国职业资格框架

处于亚洲的日本，根据国家自身特点构建了职业资格框架。2010 年 5 月，

日本政府提出了“职业能力提升战略”，准备实施新的职业资格制度——“职业

段位”制度。2011 年 5 月，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该制度的评价等级、评价方

法、实施策略等主要内容。日本职业资格制度是以职业能力等级、职业资格为中

心的工资制度、评价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的总称，也被称为“以能力为基础的

等级制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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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职业资格框架

技能鉴定资格（应试资格）

学历教育
专业资格

（应试资格）
特

级
1级 2级 3级

单

一

等

级

1

级

后

5

年

2

级

后

2

年

／

3

级

后

4

年

3级

后

／

无

学

历

要

求

无

学

历

要

求

无

学

历

要

求

博士研究生（3年） 1、业务独占资格

如：公认会计士、

律师、税理士、医

师等

2、行为独占资格

如：

建筑士、药剂师等

3、名称独占资格

如：临床检查技师、

臨床工学技士等

以上资格除具备工

作经验以外一般需

大学本科毕业以上

学历

专门职研究生（2年）

／专门硕士

硕士研究

生（2年）

／一般硕

士

4年

经验

专门学校（4 年）／

高级专门士

大学（4

年）／学

士

5年

经验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5年）

／ 毕 业

文凭

专门学校

（2-3 年）

／专门士

短大（2

年）／准

学士

6年

经验

1年

经

验

职业高中

（3年）／

毕业文凭

普通高中

（3 年）

／毕业文

凭

日本国家职业资格分为三大类:

1.公务员系列。包括国家公务员、社会教育、主事教育职员等；

2.专业资格系列。主要涉及某些社会责任较大、通用性较强、与公共利益密

切相关的职业,包括律师、税理士、会计师等,属于执业类资格；

3.技能资格系列。包括建筑施工、塑料制作、金属加工、食品、衣物等职业

领域,属于从业类资格。

日本技能鉴定的等级划分（见表 3）:日本对技能鉴定合格者授予“技能士”

的国家资格称号及徽章。“技能士”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共划分为特级（管理级）、

一级（高级）、二级（中级）、三级（初级）基础一级、基础二级及单一等级（针

对特殊的经验技术与技能获得者）七种类别。其中，基础一级、基础二级主要针

https://ja.wikipedia.org/wiki/å�¬èª�ä¼�è¨�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ç¨�ç��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è�¨åº�æ¤�æ�»æ��å¸«
https://ja.wikipedia.org/wiki/è�¨åº�å·¥å¦æ��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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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研修生和实习生设立。

表 3 日本技能鉴定资格的等级划分及描述

等级划分 级别类型 知识和技能水平描述

特级 管理级 具有该职种管理和监督者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

一级 高级 具有该职种高级技能者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

二级 中级 具有该职种中级技能者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

三级 初级 具有该职种初级技能者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

基础一级
基 础 级

（高）
能完成该职种的基本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必要技能及相关知识。

基础二级
基 础 级

（低）
能完成该职种的基本工作任务的基础技能及相关知识。

单一等级 高级 具有该职种高级技能者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及专业知识水平。

（二）发达国家的职业分类

职业分类对于适应和反映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适应和反映社会结

构特别是人口、就业结构变化，适应和反映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

配置需求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及其职

业分析对引导全美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

个重要信息资源库就是职业信息网站（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

简称 O*NET)，O*NET 是在劳动部支持下的一个专业职业信息网，也是全美最

大的职业信息数据库，其成果已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其信息既可用于学生、求

职者，也适用于社区学院、需要继续教育者、人力资源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

2010美国国家职业标准分类为：大类、中类、小类和细类。以“工程职业”

为例（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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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国工程职业分类表

Minor Group
中类

Broad Group
小类

Detailed Occupation
细类（职业）

17-2000
Engineers
工程师

17-2010 Aerospace Engineers
航空工程师

17-2011 Aerospace Engineers
航空工程师

17-2020 Agricultural Engineers
农业工程师

17-2021 Agricultural Engineers
农业工程师

17-2030 Biomedical Engineers
生物医学工程师

17-2031 Biomedical Engineers
生物医学工程师

17-2040 Chemical Engineers
化学工程师

17-2041 Chemical Engineers
化学工程师

17-2050 Civil Engineers
土木工程师

17-2051 Civil Engineers
土木工程师

17-2060 Computer Hardware
Engineers
计算机硬件工程师

17-2061 Computer Hardware
Engineers
计算机硬件工程师

17-2070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17-2071 Electrical Engineers
电气工程师

17-2072 Electronics Engineers,
Except Computer
电子工程师，除了电脑

17-2080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环境工程师

17-2081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环境工程师

17-2110 Industrial Engineers,
Including Health and Safety
工业工程师，包括健康和安全

17-2111 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s,
Except Mining Safety Engineers and
Inspectors
除了采矿安全工程师和检查员，健

康和安全工程师

17-2112 Industrial Engineers
工业工程师

17-2120 Marine Engineers and Naval
Architects
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建筑师

17-2121 Marine Engineers and Naval
Architects
造船工程师和海军建筑师

17-2130 Materials Engineers
材料工程师

17-2131 Materials Engineers
材料工程师

17-2140 Mechanical Engineers
机械工程师

17-2141 Mechanical Engineers
机械工程师

17-2150 Mining and Geological
Engineers, Including Mining Safety
Engineers
采矿和地质工程师，包括采矿安全工

程师

17-2151 Mining and Geological
Engineers, Including Mining Safety
Engineers
采矿和地质工程师，包括采矿安全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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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达国家的职业标准

职业标准属于工作标准，是指针对部门或个人的工作的责任、权利、范围、

质量、程序、效果及检查方法和考核办法所制定的标准，是对职业活动内容进行

分解和细化的基础上，从技能和知识两个方面对完成各项具体工作所需职业能力

的描述。不同的职业和岗位对职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以职业活动为

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是国际职业标准建设的通用规则。“能力本位、追求实

用”也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标准建设的核心取向。例如，英国海事国家职业标准。

英国海事国家职业标准（MNOS）由海上国家职业标准（Marine NOS）和港

口国家职业标准（Ports related NOS）两部分组成，如表 5所示。海上工作岗位

的国家职业标准有 A、B、C、E系列，这四个系列又划分为管理级、操作级和

支持级三个等级，如表 5、表 6所示。

表 5 英国海事国家职业标准

系列 内容
标 准 数

量

海上

A 安全与管理（Safety and Management） 17
B 驾驶与船舶操作（Navigation Vessel Operation） 18
C 轮机工程（Engineering） 33
D 捕鱼（Fishing） 10
E 特种船舶及操作（Specialist Vessel and Operation） 11
小型

船舶
驾驶、各系统操作、搜救行动、疏浚作业、航标定位与维护等 16

港口

港口

技能

与

安全

港口调度（Harbour Masters） 17
港口引航（Marine Pilots） 9
港口作业（Port Operations） 14
港口作业监督（Supervision of Port Operations） 5
船舶交通管理（VTS Operation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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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英国海事国家职业标准（A系列：安全与管理）

编号 职责名称
条目数

目标群体
表现标准 知识理解

A01 有助于船舶稳定和水密完整 5 4 操作级

A02 确保船舶稳定和水密完整 9 5 管理级

A11 船上个人紧急状态行动 9 12 操作/支持
A12 船上紧急状态响应 8 14 操作级

A13 船上紧急状态控制 9 17 管理级

A14 船上紧急状态指挥 7 17 管理级

A15 救生筏和救助艇控制 8 10 支持/操作
A16 提供船上医疗服务 9 4 管理级

A21 船上钢结构和甲板设备维护 6 3 支持级

A22 船舶结构、配件和设备维修计划与组织 8 8 管理级

A31 保持船上个人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 9 7 支持级

A32 保持安全、合法、有效船上工作 10 9 操作级

A33 确保安全、合法、有效船上工作 9 6 管理级

A34
确立、保持、加强富有成效的船上工作关

系
8 12 操作级

A35 确保履行船舶商业运输义务 7 9 管理级

A42 制订、执行海上搜救助行动方案 10 10 操作级

A43 定位、救护和转移海上伤员 14 14 操作级

（四）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是表明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

它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

依据，也是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办理技能水平公证的有效证件。表 7

例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可对接的几例国际职业资格证书。



332

表 7 职业院校可对接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简库举例

产业 证书名称 颁发机构
证书

等级
网址

一

产

类

例：

 园 艺 工
Certified
Horticulturist (CH)
 准专业园艺工
Associate
Professional
Horticulturist
（APH）
 专 业 园 艺 工
Certified Professional
Horticulturist (CPH)
 农业灌溉专业

技术人员 Certifie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pecialist
（CAIS）

美国园艺科

学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ASHS)

初级

中级

高级

高级

http://www.ashs.org/?page=CH

http://www.ashs.org/?page=APH

http://www.ashs.org/?page=CPH

http://www.irrigation.org/
Certification/CAIS/CAIS.aspx

二产

类

例：

 模具加工

 机械安装

 (钢筋）混凝土
工

 电 工 制 造
Electrotechnology
Manutacturing

日本各都道

府县

德国工商协

会 IHK 德国
手工业协会

HWK

澳 大 利 亚

TAFE

1-2级

1-3级

4级

3级

日本厚生劳动省职业技能网站

http://www.mhlw.go.jp//stf/
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
_roudou/shokugyounouryoku/
ability_skill/ginoukentei/
syokusyu.html

http:// www.ihk.de

https://swsi.tafensw.edu.au/

三产

类

例：

 计算机证书 /文
凭
Certificate/Diploma
for IT Users

 烹饪 /厨房操作
员

 国际抽血专员
PBT(ASCPi)

英国伦敦城

市行业协会

(City &
Guilds )
澳 大 利 亚

TAFE
美国临床病

理 学 会

American
Society Clinic
Pathology

1-3级

1-3级

4级

http://www.city-and-guilds.com.cn/

http://www.tafesa.edu.au/courses/f
ood

http://www.ascp.org/international

http://www.ashs.org/?page=CH
http://www.ashs.org/?page=APH
http://www.ashs.org/?page=CPH
http://www.irrigation.org/
http://www.mhlw.go.jp//stf/
http://www.ihk.de/
http://www.swsi.tafensw.edu.au/
http://www.city-and-guilds.com.cn/
http://www.tafesa.edu.au/courses/food
http://www.tafesa.edu.au/courses/food
http://www.ascp.org/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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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合作项目在引进国际职业标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是增强高职

教育自身综合实力和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进入 21世纪以来，高职院校因需而

生、按需发展，在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发达国家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积

极探索，勇于实践，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也反映出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分析总结。

（一）中外合作项目在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绩

通过十多年中外合作办学，高职教育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初步建立了突出职

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创建了一批优质教育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

1.政府推动，注重规划引领

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的外部推力。高职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

学除了市场拉力，亦是政府推力的结果。例如 2005年江苏省对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学费实行政府定价，确定高职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标准比公办

院校学费标准高 3倍以上，促进了高职院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积极性。江苏省在

2008年和 2011年分别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意见》和《关于推

进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意见》，明确要求每一所高职院校至少与发达国家的一所

同层次优质教育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将该要求列入第二轮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则要求高职院校 20%的课程要与发达国家的职业标准对接。

2.引进资源，创新高职人才培养模式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过程中，高职教育遵循“引进—消化—融合”的逻辑

思路，引进了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初步建立了突出职业能力的课程标准，增强了

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对提升高职教育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借鉴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职教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在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课程开发技术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获益颇多，逐步形成以培养

高技能人才为根本任务，以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开发课程体

系，以理实一体化为主要教学模式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以过程评价和学

分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造了新的经验和方法，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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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质量方面也初见成效。以江苏为例，中外合作专业的毕业生一次就业率高

于普通高职毕业生平均水平 2个百分点以上，升入发达国家高一层次学校学习的

人数实现了零的突破，持有发达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

3.研究实践，培养出一批基本符合中外合作办学要求的教学团队

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项目中，教师们遇到的问题主要有课程开发、双

语教学、项目或案例教学法掌握、实训环境改造、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等问题。从

教师境外培训提高入手，沟通教育理念、了解外方专业建设背景与操作流程、对

接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选用或编写教材和提纲式讲义及学习指导书、购买或租

用或合作开发相关数字化教学资源、根据外方教学评价要求编制教与学的考核要

求，并制定相关教学管理文件等。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执行要求：一方

面安排双师型提高外语授课能力；另一方面尽量发挥海归教师的积极性并提升其

实践能力，在确保外方教师授课 1/3的基础上，采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方法培养

师资队伍的执教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以江苏为例，2000年以来约有 2000名

高职院校教师赴国外学习交流，初步培养了一支熟悉国际通行规则的教师队伍。

（二）中外合作项目在引进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方面所存在问题

高职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尚存在一些困难和矛盾，而且随着中外合作办学

的全面推进，这些问题和困难将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1.制度与文化差异形成的矛盾

发达国家制度完善与我国制度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取

向有五，即能力建设、跨文化理解、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和经济收益。现阶段中

外合作办学的重点在能力建设上。据此分析，其顶层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对发达国家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研究不够，简单套用我国实际存在的教育系统

与人社系统“两张皮”教育培训框架。再比如，对大量涌入的外方教育资源缺乏

鉴别、评估和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较少考虑外方资源引进后的运行监管、

国内市场保护、区域和学校间的实施战略和协调；对有些外方教育机构基于服务

贸易输出的商业模式认识不足，在如何处理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与收费标准、

合理成本回报等诸方利益平衡层面缺乏可操作制度设计。

2.学校国际化办学基础差与愿望强烈间的矛盾

高职院校行为目标包括提升教学质量、掌握先进技术、增加经济收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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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和声誉等多个方面。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众多目标的权衡，构

成了高职院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内在动力。但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面对外资、

外企合作，在精彩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中难辨明方向、掌握主动相类似，一

些高职院校在办学目标上存在盲目性，在办学理念、师资准备、管理基础和信息

化手段上缺乏必要合作办学基础和思想准备，在项目谈判与教学实施中存在被动

性。致使高职院校领导虽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强烈愿望，但也充满矛盾、困惑和焦

虑。以江苏为例，近几年虽有生源总量减少因素影响，但因没有妥善解决这些矛

盾与困难，中外合作办学招生规模总体下滑近 1/3。

3.中外合作专业学生学习基础与较高学习要求间的矛盾

中外合作专业应该以国际水平跨国企业人才要求为目标，融合发达国家相关

职业标准，在文化理解与交流合作能力、技术技能专长（且具有一定复合知识）

培养等方面具有特色，其课程标准与非中外合作专业相比要求较高。但限于目前

的招生政策和社会层面对高职社会地位的认识局限等实际问题，中外合作专业的

生源质量并不理想。而从其教学要求而言，双语教学的特殊要求、中外双方互派

游学生要求和获取外方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要求等构成了学生学习

基础的较高门槛。解决中外合作专业学生学习基础与人才培养规格间的矛盾有待

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创新和高职院校的实践创新。

三、专业教育与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对接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职业资格证书是表明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

它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

依据，也是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办理技能水平公证的有效证件。

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并实行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这些国家

都是通过立法或实行强制性国家政令来执行这一制度，同时辅以严厉的监察制

度，以保证就业准入制度落到实处。这方面的法令或政策规定，求职者无论是初

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是失业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必须持国家规定的职业

资格证书才能就业和上岗，否则职业介绍机构和各类用人单位均不得介绍其就业

或雇佣其上岗。如果求职者持假证或企业违规雇佣无合格职业资格证书者就业，

双方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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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专业教育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职业资格证书对接问题，这与发达国家

的就业准入制度有关，也是我国高职专业建设中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着力点

之一。引入中外合作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丰富优质教育资源、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这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同层同类专业教学标准（含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主要

知识、技能要求），亦要考虑其毕业生主要在国内就业这个现实。“拿来主义”和

“以我为主”都是不合适的。对于项目院校和相关教师，其课程开发的理念、路

径与方法十分重要。尤其是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成果辐射至各高职院校的专业建

设之中，提升整个高职教育的专业建设水平，亦是当前和今后需要重点探索的领

域。

（一）课程开发的理念

在借鉴国外先进职教模式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外的职业教育与我国的职业教

育的差异性。国外职业教育更多地侧重于在职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工学结合的

“三明治”学制和灵活多样的学分制是其特点。而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承载着以就

业为目标，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群体的教育任务。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移植”国

外职业教育模式与教学体系，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开展适宜的国际合作型高职教

育。

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高职教育正经历着

以技术技能为主等服务多种需求的转变；而迈向学习型社会的新要求，工业化和

信息化融合发展、“互联网+”等使得我国高职教育必须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的

结合上做出战略和策略的选择。按照这个要求，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要把高职教

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起来，将近期与长远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既要考虑国际

上跨国企业技术发展水平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以迎合现实的就业竞争需要；又要

强调一些基础课程、职业素养课程的学习，使其具备再学习的能力、知识迁移的

能力以及再学习以后转换经验的能力，为构建个人终身教育体系打下必要的基

础。

（二）课程开发的途径

从调研资料分析得到的信息，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专业

项目，一般都在上级主管部门（含行业）的指导或帮助下，通过现有的政府或行

业企业的信息渠道及中外经济合作项目进行职业教育项目拓展，从中获取相关的



337

国际证书信息。因此，目前职业院校切入政府间或行业间的中外合作项目，亦是

做好国际证书对接的重要途径。世界 500强企业及大公司都有校企合作的惯例，

他们通过与院校间的合作项目实施其发展战略，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操作

层面，国际证书的对接项目更多的是针对跨国企业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国际证

书的含金量预示了员工能胜任工作岗位要求。

学生及一线教师是课程体系实施的最直接的接触者，在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调

整中他们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学生是课程实施的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能

深刻体验到哪些课程适合自己，哪些课程内容太难太偏或者说太过脱离中国的实

际而不易理解和掌握。同样，一线教师通过自己的备课、授课以及对学生进行适

时适当的测评，他们也能对课程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看法。调动学生及老师的主体

性及主人翁意识，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课程体系的建设中来，为课程体系的建设积

极献策，从而使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

发挥教学评价的第三方作用并重视毕业生用人单位的信息反馈亦是课程开

发的重要途径之一。现在许多高职院校聘请“麦可思”作为评价学校专业教育质

量的“考评员”之一，从中反映一些常人所看不到的问题。另外，重视中外合作

专业毕业生用人单位及毕业生等的多方的信息反馈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就业单

位及毕业生的信息反馈对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建设，特别是对课程的设置具有一

定的可参考性。学生能否胜任工作，哪些教学内容是适用的，企业有发言权。再

者，我们应关注毕业生的信息反馈。他们是课程的直接体验者，也是课程效果的

最初判断者。他们的观点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是优化课程体系，探索中外合作办

学规律，提升教育质量的需要。

（三）课程开发的方法

中外合作专业的课程开发涉及课程开发主体、开发过程、开发结果三个方面。

其三者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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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开发关系

课程开发的流程：

1.首先是调研，以确定毕业生生涯路径。这是指通过按学校所在地企业分布

情况，按比例调研在国企、民企和外企工作的高职毕业生所面向的主要就业岗位

（含今后工作五年左右的升迁岗位）和迁移岗位（以本专业所学专业知识和掌握

的技能为背景而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其描述应以“××工”“××员”“××师”

等为宜。企业调研对象分为四类：人事部门经理——调研毕业生从业岗位群、从

业年限、薪资水平等信息；车间领导——调研毕业生的岗位具体工作、现有技能

水平等；毕业生——调研毕业后的岗位升迁经历、所涉技术与技能、对学校教学

建议等；企业领导——调研毕业生应具备的职业素养等。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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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毕业生就业岗位工作信息获取过程

2.归纳毕业生岗位工作任务信息。调研信息将整合毕业生就业岗位的企业信

息和对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信息，从中获得 80～100条毕业生岗位工作任务信息，

以此作为确定该专业需要的职业标准的基本依据。分析工作任务完成过程中涉及

的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手段、工作组织、工作规范、工作方法等要素，将

各要素相同的工作任务信息归纳在一起，形成与就业岗位工作任务紧密关联的职

业能力标准初稿，再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形成职业能力标准二稿和终稿。

3.开发核心课程。基于职教课程开发理论、职业教育国家示范性专业建设和

课程建设案例、参考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经验介绍，在职业能力标准终稿基础上构

建与职业能力发展相对应的课程体系，形成学习进程上的递进台阶，将职业能力

培养全程贯穿、阶段深化，开发出与职业能力标准紧密相关的 6～10门核心课程

（课程主要内容和要求）和专业课程体系，每门核心课程由 3～9个学习单元组

成（基于教学经验），每个学习单元都应该包含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最后梳理

出与核心课程相关的专业建设基本教学资源配置要求。其课程内容组织思路见图

3。

（1）核心课程的开发应遵循职业成长规律和符合认知学习规律，根据系统

设计思想开发结构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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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高职人才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培养需要，整个专业

的课程应包括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支持课程和公共课程等。

（3）在各门核心课程内容选择和组织上应体现由浅入深、从特殊到一般、

从形象到抽象的高职学生认知规律，并与典型的工作过程紧密相关。

图 3 课程内容组织思路

为实现“中国梦”，满足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推进高职内

涵建设和提升高职办学水平，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引入发达国家职业标准和职业

资格证书十分重要。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系统规划，分步推进，这

既是工作策略，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在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实践中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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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joint contact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Dai Yong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roduced foreig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ojects,

explored the joint contact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 and realized “focus on

improving youth employ ability” required by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and oth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 UK, Japan, German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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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problems.

In cases from the joint contact betwee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and the concept, ways and means

are needed too. Resear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hina'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the local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overseas-funded enterprises

gathered area, to fix brand or specializ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 innovation work.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joint contac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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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的实践为例

刘 佳 李 冉

(山东财经大学)

摘 要：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跨境教育在我国的主要实现方式，与公办教育、

民办教育构成我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近年来，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迅

速，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发面产生了积极效益。同

时，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自身发展规律和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由规模

发展转向质量提升的阶段，发展中的中外合作办学存在规模与质量的矛盾和现实的质量监管

问题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需求。通过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分析，依据

其发展困境，从政策引导、完善质量评估标准、规范质量评估程序、应用信息服务平台等方

面提出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水平提升策略，对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一、发展中的中外合作办学

（一）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境教育在中国的重要实践方式

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中国跨境教育“三驾马车”之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今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优质教

育资源的跨国流动与合理配置，创新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人的教育需求，为经济

全球化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储蓄。跨境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国际学术交流等

共同构成了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界定了

“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

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

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扩大开放、依法办学、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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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发展的方针。”跨境高等教育站在全球高度推动各国跨边界的教育活动，中

外合作办学立足于中国，以平等合作的姿态促进教育交流，是跨境高等教育在中

国的重要实践方式。经过 30多年的教育对外开放，中外办学、来华留学、出国

留学已经成为中国跨境教育的“三驾马车”。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

有 2056个，涉及中国高校近 600所，国外高校 400多所，国家和地区 33个。目

前，中国有出国留学生 46万人次，来华留学生 36万人次，中外合作办学中就读

的学生 55万人次，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跨境教育资源的国家①
。

（二）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中国高等教育“三驾马车”之一。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

的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国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实践，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教育改革不

断深入，中外合作办学已经与公办院校、民办院校共同构成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

办学形式。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机构和项目两种形式，其中机构既有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又有一批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二级学院，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则不设立教育机构而是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教育教学

活动。201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十周年之际，教育部第一次以中外合

作办学为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肯定了中外合作办学对推动我国办学体制改革、

拓宽人才培养途径、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截止 2013年，全国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 1979个；全国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高校有 577

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21%；除西藏、青海、宁夏 3省份外，内地其余省份均有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

约 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 45万人，占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

的 1.4%。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超过 150万人②
。截至目前，全国经

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为 2056家。其中，本科

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1116家；把高职高专的机构和项目计算在内，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约占总数的 90%。

（三）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办高校、民办高

①
数据来源：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505/t20150513_188022.html

②
数据来源：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news/index/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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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一起构成我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研

究对象，有的学者提出要构建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科。在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初期，

学者们多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如今中外合作办学经过 30余年的实

践历程，需要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

究较少，但是丰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跨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中外合作办学研究拓

宽了视野，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跨国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地区、国家、

机构等各层次组织的关注和参与密不可分。随着跨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研究

主题逐步呈现专题化，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引领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研究，各国学者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展开具体问题研究。在我国，基于 CNKI

文献数据库，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1994年至 2015年间共

有 3980篇相关文献，其中期刊论文 2794篇，学位论文 245篇。关于中外合作办

学发展进程、发展模式、法律问题、政策问题、发展现状、质量保障、质量监管、

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中外合作办学已经由规模扩大、外延发展向内

涵建设、质量提升阶段转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由早期理论层面的宏观认

识逐渐向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研究深化，其质量建设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的研究核

心。

图 1 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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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数量

二、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分析

（一）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表 1 2014 年全国和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①

全国 山东

学校数（所）

（一）普通高等学校 2529 142
1.本科院校 1202 66
其中：独立学院 283 11
2.高职（专科）院校 1327 76
（二）研究生培养机构 788 33
1.普通高校 571 30
2.科研机构 217 3

学生数（万人）

（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2547.70 179.67
1.本科 1541.07 96.10
2.专科 1006.63 83.57
（二）在学研究生 184.77 7.43
1.博士 31.27 0.85
2.硕士 153.50 6.58

普通高等学校教

职工（万人）

（一）教职工 233.57 14.39
（二）专任教师 153.45 10.14

普通高等学校全

日制在校生校均

规模（人）

校均规模 9995 12614
1.本科院校 14342 18129
2.高职（专科）院校 6057 7825

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 17.68:1 17.77:1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37.50 45.05

山东省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大省。一方面，山东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大

①
注：根据《2014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教育统计数据》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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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大省，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齐鲁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丰富多样

的教育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山东省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奠定了发展基础。

表 1给出了 2014年山东省高等教育规模概况，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已成规

模，尤其以高职院校居多，其次是本科院校，与我国高职院校、本科院校、研究

生培养机构的逐级递减的规模分布状态相近；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校均规模、生

师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领先全国 7个百分点。

（二）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模

中外合作办学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最早开展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出台，中外合作办学进入

发展期；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始实施，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法制化规

范化管理，近十几年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逐步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作为高等教育大省，中外合作办学于 90年代开始规模发展。

在办学规模方面，从 1995年原山东省教委审批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开始，截至 2003年 7月，山东省共有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78个，其中高等学历

教育项目仅有 5个。经过整顿调整，截至 2007年底，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和机构达 89个，覆盖全省 38所高校。2008年全省共有 149个高等教育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①
。今年 6月 29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

的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最新信息显示，本科层次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覆盖全国 28个省份，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上海、山东的

数量较多；硕士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覆盖全国 21个省份，集中分布

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广东、江苏。

表 2 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办学层次 中外合作办学形式 全国 山东

本科

机构 55 4
项目 875 67
合计 930 71

硕士及以

上

机构 22 0

项目 201 4

合计 223 4

①
数据来源：王剑波.跨国高等教育与中外合作办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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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学层次方面，目前我省 142所普通高校中已有 35所院校的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获得教育部批准备案，其中硕士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高职（专科）教

育均有涉及。硕士研究生教育有 4个项目，均是依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范

设立、自主招生、颁发外方学位证书。本科教育中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山东

工商学院国际商学院、青岛科技大学中德科技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主要还是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主。高职（专科）

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由山东省教育厅审批报教育部备案，今年 8月 10日教育

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了实施高等专科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最新信息。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的信息，图 3

给了山东省不同办学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据。

图 3 截至目前山东省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不同办学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在合作对象国别方面，涉及 14个国家地区，相对集中于韩国、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山东省地处渤海、黄

海海域，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地缘环境因素在中韩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都是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是典型的输出高等教

育服务的国家，是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合作对象。港澳台地区的优质教育资

源较少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呈现，在高校人员流动、科研合作等方面有所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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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截至目前山东省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作国家地区

在合作专业方面，一方面是行业特色鲜明的院校基于特色学科专业进行合

作，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合作举办油藏管理硕士学位

教育项目、山东建筑大学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合作举办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

育项目、山东农业大学与英国皇家农学院合作举办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教育

项目、山东财经大学与加拿大戴尔豪西大学合作举办经济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与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专业

专科学历教育项目等；一方面是综合性院校进行的热门专业合作，如济南大学与

英国格拉斯哥加利多尼亚大学合作举办金融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青岛大学与澳

大利亚霍尔姆斯学院合作举办国际商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山东大学与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滨州

学院与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合作举办软件技术专业高等专科教育项目等。

三、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存在分歧

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和定位是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目前山东省高

等教育对中外合作办学思想认识层面的困境主要集中：

1.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要开展中外合作项目。山东省作为高等教育

生源大省，重点高校的数量却远不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一些省份，在这种情况



350

下是集中资源发展本土高等教育赶超其他省份的重点高校，还是跨越这个阶段，

转而直接引进国际先进教育资源提升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这个问题的不

同认识影响到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规模和质量。

2.中外合作办学的性质如何界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政

府部门的立法、决策、监管和运行等一系列问题。一些 OECD国家政府的主导

策略是促使教育成为一种出口产业，把教育视为一种增加收入的贸易，以收取高

额的学费来实现教育盈利。而我国一些学者指出：过分强调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

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鸿沟”，会损害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我国教育部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

“坚持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原则。教育是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目标的崇高的社会

公益性事业。教育服务不是货物贸易，也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贸易”。因此，中外

合作办学是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贸易还是要同本土高等教育一样坚持教育的

公益性，也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3.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高考志愿选择的重要内容，得

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可以说，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处于成长期，必

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①
。

既然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履行高等教育

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是对形式的丰富完善还是对内容的实

质补充，能否像普通高等学校那样，发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因此，未来中外合作办学是在高等教育格局中保持独立性还是融入普通高等教

育，需要思考。

（二）规模与质量的矛盾突出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

泉和动力。《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颁布实施以

来，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可以说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

学的现有规模得益于近十年的繁荣发展。事物的发展不仅是外延规模的发展，更

重要的是内涵质量的提升。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现有规模基础上，更

①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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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理性发展，办学质量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学科、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是

重要的衡量标准。近年来，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

伴随着发展质量不容乐观的问题，规模与质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中外合作办学层次较低，高水平的办学层次不足。从办学层次来看，山东

省中外合作办学分布在高专、本科及硕士三个层次，在机构和项目两种形式中，

项目占总数的 91.6%，硕士层次仅有 4个项目，占总数的 3.7%，本科层次有 4

个机构和 67个项目，占总数的 66.3%，高专层次有 5个机构和 27各项目，占总

数的 29.9%，目前尚无博士层次的合作形式。由此可见，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层

次发展不均衡，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

2.外方合作者资质较低，难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外

方合作方资质普遍不高，虽然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合

作机构和项目占到了总数的 44%，但合作方多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的大

学，因此，合作方的资质普遍较低，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也不容乐观。另外，所

引进的外方课程和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都处在较低的水平。一些专业并不是我省经

济发展中急需或者短缺的专业，一些项目师资选聘余地较小，造成师资队伍不够

稳定。这样既无法保障合作办学的质量，也没有达到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造成

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处于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层次。

3.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单一，评估程序有待于完善。2009年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主要针对实施本科以上

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施境外学士学位以上教育的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行合格性评估，以办学单位的自我评估为主。其中规定了评

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 9项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 8

项一级指标、22项二级指标。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按

照同样的评估标准，发展动力深受影响；本单位自我评估使得评估标准的随意性

增大，客观性削弱。此外，“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

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

之一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引进标准问题也受到质疑，办学者对此项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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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合理性产生疑问。

四、提升山东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现已发展到由粗放型向质量型的过渡时

期，在政策调控、法制监管和质量保障等问题仍然日益凸显的情况下，进一步加

强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优质教育资源，更好的规范、

引导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水平的应有之义。

（一）完善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性定位

山东省是高等教育生源大省，近年来 GDP稳居全国前三位，但是政府对高

等教育的投入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尤其是随着经济的

发展，国内的教育资源不能提供高层次的教育服务，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日渐加强。因此，山东省政府应当提高认识，主动采取措施，确立中外合作办学

的战略地位，通过积极政策引导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

供服务。

1.政策引导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把关。对于山东省中外合作办学层次较低、专

业设置过于集中等问题，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对策，合理引导，严格审批，通

过引进紧缺的学科专业、学习先进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模式，提升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的层次和水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寻

求外方合作资源，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质量和水

平。

2.及时出台政策文件规范办学活动。2012年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收费

管理的通知》，有效期到 2015年 7月 31日，未来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需要政

府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政策文件，为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提供方向指引。

（二）保障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质量

1.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标准。开展评估是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监管的

一种重要手段，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需要有不同的评估标准。

开展合格评估可以实现基准控制，保障基本的办学质量，而开展选优评估可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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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质量提高和保持竞争活力，强化示范引领作用。中外合作办学选优评估指标体

系基本包含规范性、优质性、实质性、有效性和示范性指标五大方面。上海已于

近年率先开展了示范性的选优评估活动，效果显著，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①
针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以依据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启动、计划、实施、收尾四个阶段指定不同的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

②
总之，要发挥评估活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激励、引导作用，完善的质量评估标

准适用于具体发展状态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

2.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程序。为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监

管，教育部目前重点推进“两个平台”和“两个机制”建设。依托教育涉外监管

信息网开通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开发中外合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

作平台；有选择地在部分省市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

量评估机制；根据法规的要求强化办学单位和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建立中外合

作办学执法和处罚机制。其中，评估对象对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评

估指标体系”，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我评估构成评估过程的主要环节，同

时专家组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管办评”分离是当今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内

容，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管办评”分离最主要的是就是引入第三方评价主体，明

确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者、评价者的角色定位，既不能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

评估活动，也不能完全由办学者自我评估定位办学活动，需要由专业评估机构运

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办学活动进行持续跟踪，对常态化办学活动做出客观

评定。

3.充分应用中外合作办学信息服务平台。今年 3月教育部完成中外合作办学

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初步实现网上“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系统打

通中外合作办学申报评议协同工作渠道，形成一个运行高效、协同顺畅的统一工

作平台，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办理时间，审批程序更加清晰，内

容填报更加规范，材料上传更加简化，进程跟进更加及时，减轻办学单位负担，

方便办学单位各项申报工作，大大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同时也优化了内部审批流

程，规范了行政审批行为，确保及时掌握中外合作办学可靠信息，利于办学监管。

①
汪建华.中外合作办学选优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J].全球教育展望,2014(8).

②
阚婷婷,陈茂亮.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成功指标体系的构建[J]. 生产

力研究,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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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常态化，使得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者、评价者、利益相关者都能及时掌

握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信息，科学规划、理性决策、切实行动、及时调整中外合

作办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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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promote strategy research——in the practice of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u Jia Li Ran

Abstract:At present,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Schools have become the main

way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private

education "troika"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higher educa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

rich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on,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promote the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o on produced positive increase in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own law of development and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 factors,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have entered from scale

development to the quality promotion stage,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ca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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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and regul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reality can not fully meet the demand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analysis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the policy guide, perfe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criteria, norming the program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appl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level promotion

strategy,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Shandong provi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handong province;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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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Governance across System Borders

Gerard A. Postiglione & Alice Te & Qin Yunyun

Hong Ko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selected aspects of academic governance in the partnerships

of China’s two university systems. It situates the analysis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expanding cross-border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in Asia and elsewhere. By providing

specific data on the rising number of Hong Kong academic progra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yle of governance of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similar to that of Sino-foreign partnership in China, has yet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21st Century may be remembered as ushering in a globalization of hi

gher education marked by the rapid increase in cross border campuses, degree

programs, MOOCs,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stitutes, driven by a global brai

n race to build competitive knowledge economies (Wildavsky, Knight, Altbach

Marginson).University partnerships with common goals and shared resources yie

ld advantages for strengthening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van der Wende, Postig

lion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cultures through academic mobility can produce

hybrid institutions with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creation and excha

nge (Tierney, Cumming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hat challenge the success of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These include financial issues,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student

recruitment, staff commitment, common language medium, and irreconcilable value

differences with academic freedom or gender equality. While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are not a panacea, there are enough notable successes.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cross-national programs across adjacent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traditions can operate smoothly and take advantag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East Asia,

historical tensions are viewed as a hindrance to partnerships, but decades of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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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s with Western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be viewed as highly beneficial.

Nevertheless, it is inevitable that eastern Asi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will be expanding their partnerships in the coming decades.

Eastern Asia’s cross-border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s viewed as a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ways that allow them to play a more

central rol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ir countries (Huang 2006,

Fegan & Field 2009, Postiglione 2009). Often the collaboration i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curriculum, instructional delivery, and/or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being undertaken at the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se issues are viewed as important for

universities that want to position themselves as drivers of their national knowledge

economy (Chapman, Cummings and Postiglione 2010, Chapman and Sakamoto

2011).

Research has pointed to a number of trends in eastern Asia: (1) Partnerships

often involve educators negotiating agreements, designing programs, and delivering

services in settings and work contexts that are not fully familiar to them. (2) When

partners believe they are gaining from the transaction, the partnering institutional

leaders may not be valuing the aspects of the arrangement in the same way. (3) Even

when both partners see the arrangements as beneficial, collaborators may have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assess the value of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ways,

seek different outcomes, and value the same outcomes differently. (4) Greater

complexity in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s can yield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5)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s require a long-term approach

because there is no quick return on investment. (6) The most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s

are initiated by individual academics and through bottom-up strategies. However, as

governments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benefits of collaboration, bottom-up

initiatives are not always the norm, as the impetus increasingly rests with senior

institutional leaders. (6) There is less experience upon which to draw for

non-instructional based collaborations and, consequently, unintended conflict may be

more likely to occur. (7) The increased diversity of collaborative model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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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 to creativity, but this alsomeans that lessons learned from individual

collaborations do not generalize as well as inthe past. (8) The impetus for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can originate from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motives. (9) Partnerships

have to benefit all stakeholders, but the benefits are seldom symmetrical, and do not

need to be. (10)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an be motivated and initiated by either

bottom–up or top–down mechanisms. (11)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s not a panacea

for the problems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although they may be viewed as such. (12)

A meaningful amount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helped

along by agenci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hort, the benefits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can be significant, but cannot

be assumed. Much depends on how these collaborations are implemented and the

ongoing attention given to how these programs are actually working. The history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s marked by examples of programs that started to unravel

only when initial champions lost interest or moved on. Yet, done well, such

collaborations provide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sharing.

Cross-border partnerships in Asian higher education can have a meaningful impact on

participants’ views about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struction.

Much of eastern Asia’s cross border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have until

recently been centered around selected top tier institutions. The same benefits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Asia's other top tier universities and second and third tier

institutions will depend on verified evidence. Future partnerships will depend on: (1)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lower-cost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uch as the worldwide web, internet, and Skype, are opening up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to institutions previously unable to afford or sustain such programs. (2)

More local government attention and desire to promote such arrangements for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purposes (3) A wider rang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partnership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More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rpose and type of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s. (5) Finding ways to sustain

and parlay the benefits of partnerships with Western universities into deeper

partnerships with universities in easter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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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believe that regionally focused university partners will bring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rogrammatic needs. Alread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centives in the form of grants from foundations and governments are available to

students wanting to study within the larger East Asian region. In short, the tendency to

look West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for their prestige value may rapidly give way to a

search for more substantive regional partnerships.

The Asian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contributes to th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at the center of debat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such as the extent to which

educational systems became more similar or retain distinctiv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ver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whether or not dependency theory

is still relevant to national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whether collaboration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ddresse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epistemological underpinning of Asian higher education can

strengthen a dialogue among potential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homogenizing influe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ase studies can provide a

picture of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obstacles, and problems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these selected Asian systems.

Regional bodies also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Asi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by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has given way to collaborations that place Asian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on a more equal footing, the focus can gradually shift toward a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Asi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The number of partnerships that link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Asian region to one another has grown rapidly as

boundaries become more porous and permeabl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growing

acceptance of the view that cross border collaboration, if done well, can offer

mutually beneficial advantages on multiple levels. There is also a new recognition

that the intensified international sharing of ideas, strategies of learning, and students is

not only of enormous value to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but essential to their long-term

survival.

The value of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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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ies can examine various motivations, goals, mechanisms, outcomes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ractical

terms, outcomes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motives and anticipated benefits,

but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offer a useful strategy for

capacity development, yields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rich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 theoretical terms, the rise of Asian universities,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have reinvigorate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ystems by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reconsider key issues

such as the extent to which cross-border sharing make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more similar or distinctly unique, more dependent or autonomous, and

more or less nationally relevant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Finally, case studies

provide clear directions to further research into how collaboration amo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can more successfully addres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deepen the dialogue among members of the global academy.

China’s expanded cross border collaboration

China’s cross border engagement with overseas part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grown rapidly. China’s 2003 law on educational joint ventures opened the floodgates

to hundreds of partnership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ose

in Hong Kong). Reforms are underway at top Chinese colleges to copy, adapt and

innovate on models of liberal higher education customary abroad. Attention is

building about whether foreign-partnership campuse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current higher-education system. These collaborations and partnerships

constitute one type of laboratory for innovative formats in higher learning. While the

jury remains out on long term sustainability of cross-border campuses, both host and

guest universities will learn a great deal from cooperation in the running of partner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davsky 2012).

The majority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ograms are taught and run by foreign

academics, at a substantial premium, within Chinese universities (Postiglione 2009).

They are popular with middle-class parents because they give their children the cachet

of a foreign education without the cost of studying abroad. In a few cases,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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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have gone one step further and set up full campuses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Nottingham University has a campus in Ningbo; Shanghai Jiaotong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un an engineering institute in Shanghai; and Xi’an

Jiaotong 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have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university in

Suzhou. In 2013, New York University, which already has overseas study programs in

10 countries, opened a new campus in Shanghai wi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t will conduct integrated class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an equal

numbe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tudents. Duke University has also established a

campus in Kunshan in partnership with Wuhan University (Redden 2014a). Others

American universities with similar aspirations include Kean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Montana (Redden 2014b).

The rise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has led to more discussion about

sovereignty in higher education. An influential scholar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autions that permitting foreign entities to hold a majority (more than 51 percent)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can lead to an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values and cultures at

odds with current Chinese circumstances” (Pan 2009:90). The Vice-Director of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Zhang Minxuan, makes it clear that a Sino-foreign

venture in running an educational institute has to “make sure China’s sovereignty and

public interests are not harmed” (M.X.Zhang 2009: 33). To do so, at least half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must be Chinese citizens. Zhang Li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oints out that China’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access to its educational market is

larger than an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refore, “we must safeguard China’s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and guide such programs in the

right direction”(L.Zhang 2009: 19). The sovereignty issue has obv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of a Sino-foreign campus on Chinese soil. These

partnerships have tried to forge new educational models, but do not seem to have led

to larger reform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eanwhile, Sino-foreign ventures

continue to be fringe experiments. Some attribute this to ne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a’s system operates. A system such as that in Hong Kong

with many globally ranked and thoroughly westernized universities that are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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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ight offer a useful case study.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China’s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Hong Kong SAR is a special case because it is part of China. However, China’s

law on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the runn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pplies to

Hong Kong. This i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very

different. Hong Kong is small but unique. For example, hiring, promotion, and tenure

are highly performance based and quite competitive, contributing to academic

productivity. Hong Kong is not only able to hire talented academics globally but has a

special attraction for some overseas and mainland Chinese academics, who can live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joying working conditions like those

at overseas universities. Just as important, Hong Kong offers Mainland returnees an

atmosphere that is not stifled by bureaucracy --- where decision- making is more

participative and transparent,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information access are

unfettered. What mainly distinguishes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from

elsewhere is that personnel matter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s are largely perceived by

academic staff to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 moral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s hinged on the academic caliber of

its institutional leaders. Each of the three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s ensured that only

internationally outstanding academics would be at the helm of their institutions. This

has undoubtedly had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the rise of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rankings. They support a more open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of sensitive

issues that anywhere else in China.

The rest of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China’s two systems

–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for mutual benefit. Each system has

experienced rapid change and both have several world ranked research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unprecedented. Hong Kong

universities changed from a three to a four-year system by adding a heavy dose of

liberal arts curriculum to spur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With both systems have

become more aligned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from second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Yet,

system governance could hardly be more different (Postiglione 2015).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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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s present themselves to China’s two systems within a multilevel framework of

overlapping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priorities to which academic governance must

respond.

Under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enjoy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s Hong Kong

socie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vided over political issues such as universal

suffrage, government appointees have taken a more interventionist role in university

councils. In examining governance across the two systems, there is a tenuous

isomorphism and a path dependency as part of one country. Both systems must

recalibration their governance of cross border cooperative programs and research

partnerships. However, the increas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as not had

an effect on within system governance. That is why it is worthwhile to examine the

way in which governance is handled at cross border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joint

degree programs. The Hong Kong economic system is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Chinese economy but has to make adjustments to align cross-border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counterpart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is rest of the paper

will use the cross-system joint degree programs, campuses and joint research

institutes as data to study how academic governance in two systems becomes

integrate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cademic contact between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a long history. Soon after the Opium Wars, Hong Kong became a hub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first Chinese to study in America (Yung Wing) attended Hong

Kong’s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 before earning a degree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854 (Ting et al., 2003). The first group China sent to America in 1872

included Chow Shouson, Liang Tun Yen, and others who had attended school in Hong

Kong. Dr. Sun Yat-sen,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a studied at the Hong Kong

Medical College (later to beco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stablish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1911, aimed to help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ts first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China and its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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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in Malaya (current Malaysia) and elsewhe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Kong was established in 1964. As Hong Kong’s second university, it offered academic

programs through the medium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 2015, it established a

branch campu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reform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at began

in 1978 significantly affected Hong Kong’s long held position as the key bridging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 with the West. To survive, Hong Kong had to adapt to

chang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Nevertheless, the earlier role played by Hong Kong

left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mpetus for readapting itself as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xchange.

Hong Kong refined its bridge role. It continued its ow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ntinued to facilitate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the Chinese

mainland. Its cross-cultural sophistication and easy access to mainland sources

permitted it to provide broad perspectives, reliable advice, and penetrating analyses of

China’s reforms. This role has since become integrated with Hong Kong’s transition

to a knowledge economy and came to represent the nucleus of Hong Kong’s vision for

cross-border partner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is based on a Western invention

(Altbach, 1997). It has continued to thrive because it plays a key rol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gages in global academic discours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provides enduring ingredients for a genuine global

culture (Wu, 1992). Like other university systems, Hong Kong is beset with the

challenge of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increasing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instruction, and service it delivers. To survive,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as had to adapt quickly to both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It has

done this through expans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other parts of China.

Before 1990, most degree courses were offered in the two universities, HKU and

CUHK. A third university,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was established in 1991.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HKPU)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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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degree courses in 1983, whereas the City Polytechnic and the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began to offer degree courses in 1986. These three institutions earned

university status in 1994, with Lingnan College being elevated to university status

shortly afterward at the close of the colonial era (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2002).

The reunion in 1997 further deepened contact and generated a new level of

inter-system vitality. By 2015, Hong Kong’s future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grew closer, despite differences over the method of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35 years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Academic program collabor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began years before th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in

1997.In 1987, Hong Kong Shue Yan College (now Shue Yan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PKU) launched a joint bachelor of law degree in Hong Kong. PKU

professors delivered lectures in Hong Kong and graduates obtained degree conferred

by PKU. In May 1991, Shue Yan College established four part-time master's degree

programs with PKU i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Chinese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w,

and civil law. A master degree in journalism was offered at Shue Yan College by

Renmin University beginning in 1993.①

These degree programs were approved by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SEC)

of China (formerly and currentl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98). Following the

SEC’s “Interim Provisions for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the runn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1995, other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began to establish joint

academic programm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MBA with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in 1998.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LYU) offered

a Master of Science in Quality Managementwith Hangzhou’s Zhejiang University in

1999.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offered an MBA in Finance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s campuses in both Beijing and Shenzhen in 2000. These

① Website of Shun Yan College: http://www.hksyu.edu/cooperation_china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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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have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After joining the WTO in 2001, China revised its legislation to encourage more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The 2003 Law on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the runn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pened the door to hundreds of cooperative ventures. It was

specified that such cooperation would only take place with renowned foreig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Under the 2003 Law, the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re

considered foreign institutions. The law further specifies that foreign institutions

cannot establish independent programs and/or campuses.The two main types of

partnership are joint programs of study offered at Chinese institutions or Sino-foreign

joint campuses.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n early example of a HK-Mainland joint program of study is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launched at Shantou University by Kong Kong tycoon

Li KaShing through his foundation in 2002. Targeted at senior executives in Beijing,

the MBA and EMBA programs complied with the legal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Mainland partner by partnering with a university in South China’s city of Shantou, the

ancestral home of LiKaShing.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is run

by the faculty of Shantou University (SU) with funding provided by the Li KaShing

Foundation, and considers itself as a private, non-profit, independ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the only business school in Mainland China with faculty governance.①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The first Hong Kong-Mainland China joint institution was in 2005. It brought

togeth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new

institution was named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UIC) and is located in the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Guangdong Province, adjoining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IC is promoted as a new liberal arts college to serve China and the world. Its

① Website of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http://english.ckgsb.edu.cn/content
/next-generation-business-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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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i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odel for China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of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① It provides 20 bachelor

degree programs under three divisions of the college - business & management,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 technology. In 2013, it reached a student

headcount of 4700.

Most UIC students are recruited for the Chinese mainland on the basis of their

scores from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However, students from the

home province of Guangdong are admitted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70%), as well as entrance tests (30%)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10%). To encourage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UIC also admits Hong Kong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DSC

resul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HKBU’s admission criteria. The

graduates are awarded the UIC Graduate Certificate, plus the HKBU degree. English

is medium of instruction.

UIC also offers taught graduate degrees, as well as MPhil and PhD programs.

The HKBU-UIC Joint Institute of Research Studies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MPhil and PhD programs for the HKBU in UIC,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supervisors and examiners; student admission and probation; coursework arrangement;

research progress monitoring; quality assurance; arrangement of accommodatio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compliance with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t by the HKBU

Graduate School.

UIC’s highest authority is the UIC Council, with ten members, five from BNU

and five from HKBU, among whom are the Council Chai (Prof. Jialu Xu of NU). The

UIC President Ng Ching-Fai of HKBU (and HKBU past presid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UIC.

CUHK(Shenzhen)

A second HK-Mainland joint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henzhen University. CUHK (Shenzhen) is conceived

① Website of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http://uic.edu.hk/en/about-uic/mission-and-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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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xtension or branch campus of CUHK with a vision to become a first-class

research university regionally,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①

With 23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within three schools (management &

economics, science & engineering,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UHK (Shenzhen)

promotes itself as providing research-based teaching.

In the academic year 2014-5, it enrolled 313 undergraduates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and offered 5 majors: economics, finance, global

business, global supply chain &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② Other programs, e.g. accounting, risk management, insurance and

actuarial science will be offered in 2016. The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ill

begin to enro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2015 for two majors: design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nother four

majors from 2016: physics, mathematics, biomedical science & engineering, and

genomics & biomedical informatics.

The admission criteria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UIC. The aim is to recruit most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s 17 provincial level entities, as well as so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graduates will be awarded both the CUHK (SZ)

Graduation Certificate, and the CUHK Degree.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ll b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s is the practice at CUHK (Hong Kong).

CUHK(SZ) claims to emphasize that its teaching quality is on par with that of

CUHK. While the appointment of teaching faculties will be offered under CUHK(SZ),

the salaries will reac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ccording to the Vacancy Notice for

Professors, appointments will normally be made on contract basis for up to three years

initially, leading to longer-term appointment or tenure later subject to mutual

agreement. Exceptionally, appointment with tenure can be offered forthwith to

candidates of proven ability.

The Governing Board is chaired by the Vice-Chancellor of CUHK, Professor

Joseph Sung. The Board comprises of 16 members, eight respectively nominated by

① Website of CUHK(SZ): http://www.cuhk.edu.cn/
② Press release: http://www.cuhk.edu.cn/News/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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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 & SZU. The President, Professor Xu Yangshengis also a member of

CUHK/HK. It appears that the power influence of SZU in this campus is not

prominent, and reflects that it is more like a branch campus of CUHK, rather than a

“joint” institute of CUHK and SZU.

Joint Schoo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SSD)

In 2014,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Xian-Jiaotong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 XJTU-HKUST Joint Schoo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SSD). JSSD is a non-profit and jointly-run school affiliated to bot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JTU)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 Instead of building a new campus, JSSD is located within the campus of

XJTU in Xi’an. It has similar functions as other schools in both universities, including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JSSD plans to recruit 60 students per major each year fo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20 students per major each year for master programs, and 15 students per

major each year for doctorate programs. It will confer respective degrees to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program and satisfied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for

graduation. Specifically, qualified undergraduates will be conferred dual bachelor

degrees of XJTU and HKUST; qualified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ll be conferred dual

master or dual doctorate degrees of XJTU and HKUST.

JSSD adopts an education model featuring exploratory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introduce HKUST’s resources such as its teaching materials, syllabus systems,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 It uses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all classroom

lectures. JSSD employs a group of tenured professors from HKUST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for teaching. They also serve as course group leaders

to take charge of course importation, transformation, value-addition and innovation.

Furthermore, they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setting up course plans and monitoring

the teaching quality.①

① Website of JSSD: http://jssd.xjtu.edu.cn/



370

Programme Level Collaboration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have partnered with Mainland institutions in offering a

wide variety of joint programs, many conducted in the campuses of the local

partnering universities. Some are offered in outposts or regional bases set up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local universities. In total, there are 39 commissioned programs, of

which there are four bachelor and four doctoral programs. The remaining 31 are

master degree programs. The distribution amongs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s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degree programs offered by Hong Kong universities

(2014)

Programmes HKU CUHK PolyU HKUST CityU BaptistU Total

Bachelor 1 0 2 0 1 0 4

Master 6 7 17 1 0 0 31

Doctorate 0 0 2 0 1 1 4

Total 7 7 21 1 2 1 39

(a) Bachelor degree programs

A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 approved in 2000, is offered b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Over ten years, it

provided professional leve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experienced nurses in

Hangzhou and adjacent locations. The HKPU also offers a bachelor of arts (honors) in

hotel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partnered wit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ince 2003

and has graduated over 330 students.

A third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Bachelor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was

offered beginning in 2014 b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U) in

collaboration with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 in Shanghai.

A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program has been offe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SYSU) in Guangzhou since 2005. This is a 2+2 program,

in which students spend two years in SYSU and two final years in HKU.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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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 was suspended in 2010.

(b) Master Programs

HKPU

The 31master degree programs account for 80 percent of all joint programs, of

which 17 programs are run by HKPU. The first, a master of science in quality

management was commissioned in 1999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ZU) and has

graduated over 600 students. Hangzhou became HKPU’s first outpost for offering

academic progra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development of HKPU’s academic programs of HKPU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around its regional bases e.g.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Xi’an

University in Xi’an, Sichuan University in Chengdu. There are exceptions, such as the

partnering with Shanghai’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0.

Most of these master programs are part-time and targeted at participants who have

working experienc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or sectors. A feature of HKPU is that its

partnerships have very specific missions. The programs cut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disciplines, ranging from project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hotel and tourism, social work, nursing, real estate management, design

to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It pioneered offeringsin new allied health

subjects like physical therapy, all of which are full-time degree courses.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master graduates has exceeded 4200 (Table 2).

Table 2: HKPU’s partner institutions, programs and graduate numbers

Location Partner Institutions Courses Graduate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MSc in Quality Management 607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MSc in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493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MSc in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281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Executive MBA 159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MBA 1034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MSc in Information Systems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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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A (Hon) in Hotel & Catering

Management

330

Xi’an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MA in Fashion & Textiles (Fashion

Merchandising)

208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 of Management 68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aster of Social Work 191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Sc in Software Technology 319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MSc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

Transport Logistics

544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A in Soci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51

Total 4634

CUHK

CUHK offered seven master degree programs, all part-time and targeted at

student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s. Unlike HKPU’s programs, which cover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five of seven programs commissioned by CUHK are infield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hey include two MBA in Finance programs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conducted both Beijing and Shenzhen (the latter where

Tsinghua a campus). Another is the Executive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program joining hands with Shanghai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 in 2002. From

2004 to 2013, it offered an Executive MBA wit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Shenzhen, it offers a master of sciences in economics, partnering with Peking

University’s HSBC Business School. Finally, there is an executive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 in logistic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nducted with Ts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 campus).

In 2010, CUHK obtained the approval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a master of

arts in psychology counseling and therapy,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ue to the scarcity of students, it was suspended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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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

HKU has a total of six master degree programs. They include an international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at began to be offered with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in 1998,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presidents of both universities. Leveraged

on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two other master degree

programs were launched in 2002 Master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and

master of social work in 2002. Both of these programs were suspended in 2008.

Other master degree programs of HKU include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with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2004. In 2006, a master

in finance was offered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t its Shenzhen campus. In 2007, also

in collaboration with Peking University, HKU offered a master of dental surgery in

period ontology in Beijing. Both of these programs were suspended in 2011.

HKUST

HKUST has a master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jointly offered with

Peking University’s HSBC School in Shenzhen that was started in 2012.

(c) Doctorate Programs

Three of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offer doctoral progra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POLYU’s doctorate in management began in 2002 with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A decade later it offered a doctorate in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in

Hangzhou, partnered with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U and HKBU offer a doctor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th Fudan University in 2010, and Nankai University in

2011, respectively.

Partnering Mainland Institutions

In examining Hong Kong’s academic partnerships with mainland counterparts, it

is notable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with top-tier 985 universities, like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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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hinese partnering universities by location of programmes

Location of

programmes

Partnering institutes in China Bachelor

degree

Master

degree

Doctorate

degree

Total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0 1 0 1

Peking University 0 2 0 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0 1 1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0 2 0 2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0 1 1 2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0 3 1 4

Shanghai National Accounting 0 1 0 1

East China U of Pol Sc& Law 1 0 0 1

East China U of Sci& Tech 0 1 0 1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1 4 1 6

Xi’an Xi’an Jiaotung University 1 3 0 4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0 1 0 1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0 4 0 4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0 2 0 2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1 0 0 1

Shenzhen Tsinghua University 0 2 0 2

Peking University 0 3 0 3

Total 4 31 4 39

Geographically, few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Hong Kong. Onlysix programs

conducted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whilst Shanghai and Hangzhou have 13.

Overall, there is even distribution across northern,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as shown in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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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rogrammes in Mainland China

Cities Bachelor Master Doctorate Total

North Beijing, Tianjin 0 7 2 9

East Shanghai, Hangzhou 2 9 2 13

West Xian, Chengdu, Chongqing 1 10 0 11

South Guangzhou, Shenzhen 1 5 0 6

Total 4 31 4 39

Focus and positioning of the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have adopted various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mainland. CUHK has the longest history and

deepest linkage with Mainland Chin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64, it has sought to

combine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and to bring together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the

onl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which adopt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s official

languages. Since the late 70’s, CUHK has been partnering with Mainland institutions

in research projects and in offering joint programmes. It has been deepening its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involve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planning to further

expand its presence through a number of new initiatives. Setting up the branch

campus in Shenzhen is one of these initiatives.

When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teaching in these universities, HKU, CUHK

and HKUST have engaged in more research-based teaching. PolyUhas gained the

distinctive edge in offer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building up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dustry. BaptistU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ave positioned

themselves as 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 which emphasize on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through a relatively small student population and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ityU is engaged in bot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whils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s primary role is to provide teacher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ill provide a brief case study of aspects of governance of Hong

Kong’s first campus, run by the HKBU,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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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IC Case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UIC) was co-found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 2005, soon after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the running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founding stage of UIC, Prof. Xu Jialu, the vice chairman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P.R.C then, and Prof. Ng Ching-Fai, the then

president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layed essential roles in initia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BNU and HKBU. Prof. S.T. Kwok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UIC’s initial establishment and planning during 2005-2011.

HKBU provided 0.12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ovided 200 mu (13 hectares) land to build UIC. Each year UIC would pay a

management fees to BNU and HKBU. The role of BNU in the daily operation of UIC

is not prominent. Besides the land, BNU also sent some representatives to help with

the operation of UIC with two managerial staff. One is a vice president who is mainly

in charge of student affair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other serves as provo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IC and HKBU is close.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UIC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HKBU where he worked for 25 years including his 10

years’ presidency. Thi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HKBU and UIC. The UIC curriculum and programs are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es in HKBU and other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For instance, the idea of whole personal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HKBU and is adopted and revised for UIC. Eight modules, including adversity

management, university lif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periential arts, sports culture, and voluntary service, are identified and a series of

courses based 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approach are offered in UIC, with the aim to

fulfill its mission and vision of creating a new liberal arts colleg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KBU also provides practices of “outcome-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on to most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each summer the students of

UIC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summer program offered at HKBU where

UIC students reside in the halls (dormitories) of HKBU for one month. Whil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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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enroll in two courses, and the credits are transferable to UIC.

Thirdly, like most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hall education and hall culture are

emphasized in UIC. There are eight halls in the current campus, and new halls are

u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campus. Each hall is given a name; students’

association are formed in each hall; hall tutors are appointed; inter-hall competitions

are held each year; and high table dinners are held from time to time each semester.

Although the effect of hall education in UIC is debatable,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is determinedto make th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fo HKBU. Finally, each year

two graduation ceremonies are held, one is in June at UIC; the other in November at

HKBU. Since the students of UIC are conferred degrees of HKBU, HKBU conducts

quality review from time to time to ensure the UIC reaches the standard set by HKBU.

Until the year of 2015, HKBU has conducted institutional six reviews.

In summary, as the first cross-border joint university between HK and Mainland

China, UIC makes key contributions by diversifying the exist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fers an internationalized and innovative program;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intensifying the acade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HK and

Mainland China. However, it promotes a much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model of

edu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 morally

intellectually and physically” and it emphasizes “Four-point Education,” which means

incorporat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and Society to cul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makes sense because most of the students at UIC are resident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Thus,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gain an education that

aligns more with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than that

promoted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ich is more Western in orientation. The

U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more acceptable to parents who pay a relatively higher

fee for a UIC education than they would for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owever, during its ten-year history, UIC has experienced organizational

ambiguities and uncertainties in its development.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role of

BNU, HKBU dominates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UIC, including curricul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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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It could hardly be described as “equal” cooperation. This adds to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wo mother universities.

Seco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is a challenge. UIC is supported and operated mostly

through students’ fees. It obtains little funding from China’s central.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slowly improving. For instance, the Zhuhai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allocate 300 mu (20 hectares) land to build a new campus for UIC. UIC also receives

no funding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From 2005, UIC enrolled only about

360 students with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cy and who are eligible fo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ies Grants Council.

Finally, here is a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difference in academic governance

between HK and the Mainland. The universities in HK enjoy a high degree of

academic freedom and institutional autonomy without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while the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face an interventionist government. The case

of UIC, on the one hand, needs more resource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from

government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prosper;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protect its

institutional autonomy to retain its uniqueness within the marketplace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is dilemma is not easy to solve, and is a persistent challenges for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For instance,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1)

military training for the freshmen is required but only lasts for one week. (2)

compulsory courses on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ism in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not been required in UIC during its initial stage, but there is pressure from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for UIC to offer such courses, though perhaps in a

different form. 3) The role of Communist Party. At its initial stage, there was no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in UIC. However, the formal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established gradually, even though it does not yet play a

leading role at UIC.

Governing of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Semi-domestic, semi-foreign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popularity among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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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 cross-border presenc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is is due to the

deepe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he perceived need to fill program

niches in certain curriculum areas, the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the Hong Kong

program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their university brands more salient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Nevertheless,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models of

governance that maintain Hong Kong more bottom-up governance style.

Hong Kong’s cross border partnership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ve helped to

improve instructional delivery by their emphasis on soft skills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offering of niche programs. However,

improvements in research capacit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ome in other

ways, through cross-border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other joint collaboration projects at

state laboratories. Most programs were init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adjoining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zones of Shenzhen and Zhuhai.

However, more Hong Kong cross-border programs are now offered at universities

elsewher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program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requires

adaptations to the more top-down format of mainland university governance, although

there is room to retain aspects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ies’ learning ethos,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liberal studies. Hong Kong programs most in demand are

short-term master degree programs in professional areas of study offered in part-time

mode. These permit Hong Kong programs to fill a niche in mainland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offerings in ways that are cost-effective for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Some

mainland students view these programs as providing possible job opportunities in

both systems.

Hong Kong degree progra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

main foreign campuses such as Nottinghan, NYU, and Duke Universities in one key

respect. Hong Kong cross-border programs generally do not aim to bring students

from the two systems together to live and attend class together, conduct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on, and study together.

Finally, Hong Kong cross-border program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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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risk potential. The domestic brand of an overseas university would not

affected if it closed its China programs. The branding of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would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due to proximit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relianc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economy and student population. In short, its

reputation would be more easily affected by its mainland campuses than would those

of US or UK universities. Moreover, unlike overseas academics that travel long

distances and loose time on research programs, Hong Kong academics can arrive in

the mainland to teach and return to their research in Hong Kong within the same day.

The most common similarity of cross-border programs from Hong Kong and

overseas is that they have not yet had a major impact on governance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reforms are still guided largel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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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思路

包含丽 严晓鹏 余丹

（温州大学国际合作学院）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发挥沿线各国的资源优势，弥补各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

达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繁荣。在此愿景下，更是对教育国际化提出新要求。而作为实现教

育国际化手段之一的中外合作办学应该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更新中外办学理念、

加大与沿线各国的办学合作并注重对相关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人

才和科技保障。实现合作办学项目中本国生源和外国生源并举，合作办学形式上重视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行，合作办学内容上实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以及科研合作并重新型的中外合作

办学新模式，实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化；战略思路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四国和东盟期间分别提出了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①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②

的战略构想。“一带

一路”愿景中，人才的交流与教育合作成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并且明确提及“扩

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因此，在未来，我国各层次的教育在国

际交流与合作中要呈现出更开放的状态，需积极推进区域间学生和教师的流动，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提高中外科研合作水平。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融入“一带

一路”倡议将促进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人

才支持和科技保障。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容与高层次教育

“一带一路”的倡议为沿线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

①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

8/c1001-22842914.html.2013-9-7.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

004/c1024-23102653.html.20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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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提供了机遇。
①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弥补各国经济的

不均衡发展，达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继承古代丝绸之路所形成

的经济文化交流方式，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要

求，构建的一个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贸易新轴心。
②
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人口

21.75亿，占世界人口的 30.87%；覆盖经济总规模约为 1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

经济规模的 22.1%。③
为了能够取长补短，各地区之间需要加强合作，搭建国际

合作平台，深化国际合作机制，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交通互联互通，需要在未来的高层次教育中培养国际

化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等专业人才；“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同均衡发

展，需要沿线各国提高本国教育的开放程度，寻求创新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一

带一路”倡议提升区域经济水平，需要优质的教育来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供技术

支持，以科技进步带动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增加民心相通，需要教

育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沿线各国人民互相了解。为此，各国未来的教育发展必将

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教育国际化是未来全球教育发展的

趋势。中外合作办学即是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产物，也是实现我国教育国

际化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一带一路”愿景的行动下，将拥有更加宽阔的舞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IAU) 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合作都将对

高等教育国际化产生影响。而当前，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与亚

非欧三洲的贸易合作，必将影响到中国同沿线各国之间的跨国教育合作，并促进

①
李金早.深化经贸合作 把“一带一路”建设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一

带一路”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4-8-12(007).
②
李庚香,王喜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特点与河南的积极融入[J].区域经济评论，

2014(6):46.
③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前景及政策建议[R]. htt

p://www.ccwe.org.cn./ccw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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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家间合作办学这一教育模式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办学也要适

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要求，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持。

（一）“一带一路”倡议要求调整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念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前期，中外合作办学这一国际化手段主要是同欧美等发达

国家建立合作，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教育资源的输入国。然而，高等教育国际化不

能只引进、不输出，它应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同样的，中外合作办学也不能只是

以中国市场的教育消费为主。当前，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高等教育体系不断

完善，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服务资源和市场，2013年来自 200个国家

和地区的 356499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746

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育教学机构中学习。
①
因此，我国需要从教育服

务的购买方向输出方转变，进一步在国际上树立“中国高等教育”品牌，将中外

合作办学这一手段带出去，建立针对海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境外基地。“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增加了我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的贸易往来，为进一

步扩大高等教育输出提供了新的机遇。新形势下的中外合作办学要转变以往主要

向欧美发达国家引入教育的方式，扩大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办学，同

时整合我国教育资源，建立新型的、以输出为主的、双向交流的中外合作办学新

模式。

为了能够更好地扮演国际教育服务输出方的角色，我国高等教育需建设国际

化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教育服务商品的推广，提高教育服务商品的质量，发挥

好教育输出国的作用，为沿线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教育服务，提高本土人才的培

养质量。

（二）“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扩大同沿线各国之间的中外办学合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积极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水

平的不断提升，进一步要求扩大我国各层次教育的空间延展性，以开放的姿态促

进我国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应该首先扩大本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

①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2013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EB/O

L]. http://www.cafsa.org.cn/research/show-1500.html,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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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开放程度更高的教育政策，加大合作办学

的力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形成“一带一路”高等教育一体化，增

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高等教育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自 2007

年 4月开始，中国和东盟各国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 60多个服务部门作出了高于

WTO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进一步开放了教育领域的服务市场，为教育领域的

服务贸易提供了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为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方式和贸易规

模创造了条件。
①
因此，我们要积极引进沿线国家优质的教育资源，形成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多边合作，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对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要求。

（三）“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更注重相关专业人才培养

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一流的国际人才，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是保障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发展的基础。随着国际交往的深

化，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对本土化人才的需求必

然会增加。

一方面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甚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成

为沿线各国相关人员的必修内容，使留学中国、进修汉语和培训中国文化等需求

大增，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中，需要为这样一批有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

人需求的人提供教育输出服务，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复兴。沿线各国经济的发

展除了迫切需要大量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且精通汉语和经贸知识的人才之外，另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交通互联互通，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培养如国际

化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等基础建设方面的工程类人才。

为了保障高素质且精通汉语，具有经贸知识和基建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建

立质量监督体系，与国内人才培养采用一样的标准。

三、中外合作办学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思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地区合作发展的机遇下，“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

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打造合作办

①
王勇辉,管一凡.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优势、问题与对策——以东盟来华留学生

教育为视角[J].东南亚研究,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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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项目中本国生源和外国生源并举，合作办学形式上重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

合作办学内容上实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以及科研合作并重的新型的中外合作办

学新模式，实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一）合作办学项目中本国生源和外国生源并举

在 2014年 12月 13日召开的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形

势下，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

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

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①

我国来华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总数逐年增长，2009至 2013年的五年间，来

华留学生总数达到 35.65万，增长了 11.83万人，总增长率为 49.67%。出国留学

生在这五年间，总人数达到 41.39万，增长了 18.46万人，总增长率为 44.6%（表

1）。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和出国留学生在总数上基本持平，总体增长率基

本一致。在总人数不断增长的五年间，来华留学生年增长率呈现出波动的趋势，

而出国留学生年增长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虽然留学生人数总体上

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但每年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生源较为不稳定。2010年教

育部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 2020年，全年在中国大陆高校及中小学

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计划要达到 50万人次，根据现有数据计算，如要 2020年达

到此目标，需在未来 7年，平均每年增加来华留学生 20,500人。

随着“一带一路”的启动，沿线国家区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来华留学的潜

力将进一步得到激发。为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首先，需要有吸引力的留学生

奖学金政策。我国目前留学生奖学金覆盖率较低，增加奖学金的覆盖率有利于吸

引留学生选择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至 2013年的五年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留学生数增加了 15077人，但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没有达到 10%（图 1）。

为了更好地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需要进一步增加获得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留学生数量，制定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奖学金政策，

甚至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留学奖学金。其次，需要设立满足“一带一路”沿

①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作出批示[E

B/OL].http://www.gov.cn/xinwen/2014-12/13/content_2790506.htm,20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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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需求的国际化专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急需满足国

家建设的人才，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要求，我国可设立高铁建设、航空产

业、港口建设及管道运输等专业，以满足“一带一路”国家对基建人才的需求。

同时开设贸易、金融等商科专业，培养贸易合作人才，并在满足留学生需求的基

础上，增加中文和中华文化课程，丰富现有课程体系。最后，需要简化和完善“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出入境和居留的手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

提供便利的留学机会，以此保障来华留学生数量的稳步提高。

图 1 2009—2013 年获得政府奖学金人数及所占比例

在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同时，要进一步增加我国派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和科研人员的数量。2013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中国家

公派 1.63万人，单位公派 1.33万人，自费留学 38.43万人。为了提高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入，我国应加大公派留学生人数，在向欧美国家公派

人员的基础上，增加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的数量，在学生学习、

教师交流和科研人员合作的同时，寻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优质资

源，扩大合作的范围。

（二）合作办学形式上重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

引进国外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中外合

作办学是引进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方式，也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最

为稳定的“粘合剂”。现阶段中外办学合作模式主要有：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合

作成立单独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另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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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例如“3+1”、“2+2”合作办学模式。①

相对于引进欧美教育资源进行合作办学，我国高校更应积极地走出国门，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办学。2014年 7月 3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奠基，标志着厦门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办学的先河。
②
目前，我国已

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应鼓励更多有条件的高校积极“走出去”，扩大我国高等

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积极发挥我国高等教育的引领

作用，顺应沿线国家人才培养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需要，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合作模

式。为了更好地寻求合作办学的契机，我国应主动派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鼓励我国

高校实现国外办学。比如，鼓励我国交通类高校与基础建设薄弱的国家合作，鼓

励我国医学类高校与医学薄弱的国家合作，鼓励我国师范类高校与师资欠缺的国

家合作。通过在国外建立分校，不仅为所在国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也为传播中

华语言文化提供渠道，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也需要挖掘“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此引入到我国合作办学中。截至 2014年 12月，我

国与亚非地区 34个国家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善

于船舶制造的东南亚国家，善于工业制造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资源丰富的中亚地

区，整合各国优势教育资源，有利于提升我国合作办学的质量。

（三）合作办学内容上实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以及科研合作并重

科研合作促进科技进步，人文交流增强国家互信。国务委员刘延东指出当前

各国共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重大挑战，迫切

需要各国科技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增加中外科研合作有利于增加区域间共同对

抗经济问题的能力。中外科研合作能够不断拓展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促进科

技的发展，共同解决重大科技问题。
④
在合作研究方面，应促进公路、铁路、口

岸、航空、电信、管道等基础建设技术的提升，扩大“一带一路”通道的运载能

力，提升运行速度，为区域合作提供海陆立体的互联互通大通道。搭建科研合作

①
张睦楚.高等教育国际化视域下的多维困境及其途径选择[J].现代教育管理，2014(10).

②
新华网.走出国门办学创先河——记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创办分校[EB/OL].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3-02/07/c_114650120.htm,2013-27.
③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交流概况[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

ss/htmlfiles/moe/moe_854/200506/8520.html,2014-12-25.
④
中国新闻网.中国欢迎更多外国专家来华开展科技合作[EB/OL].http://www.chinanews.

com/cj/cj-gncj/news/2010/04-26/2248243.shtml,20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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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刺激科技的进步，提升生产力，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

进出口贸易。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

人文交流与合作，发挥人文交流在沿线国家交往中的桥梁作用，增强沿线国家互

信。依托中外高校合作建立国际智库，消除合作中的政策壁垒，协商制定互利共

赢的合作政策，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鼓励人员互访，

开展多层面的人员交流活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增进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交流与人文交流，提升中国高校在人文领域国际

交流的影响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中国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加强与“一

带一路”各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实践证明，中外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们的科研合作

与人文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科技事业的进步，积极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

展，也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一带一路”各国人民的信任和友谊。

“One Belt and One Road” Advocation and New Thought o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BAO Han-li & YAN Xiao-peng & YU Dan

Abstract: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requires each coun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resources, compensate for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ies,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is background,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mus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dvocation. It needs to
adjus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 open wider to the outside, and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qualified personnel and technology guarantee
for “One Belt and One Road” advocation. Therefore, promoting interfac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with “One Belt and One Road”
advocation needs to built study abroad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udents,
explore “come in and go out” mod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nd form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c thought

app:ds:new thought
app:ds: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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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思路探索

卓梅英

（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

摘 要：“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一带一路”发展亟需大批国际

化高素质人才，满足“一带一路”进程中的人才需求，是教育界契合国家战略的重大课题。

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是福建省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唯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学院引进国际化优质教育资源，开办中美本科国际通识教育课程项目（以下简称中

美项目）及中澳专科国际教育课程项目（以下简称中澳项目）。学院设有金融学、财务管理、

会计学、经济贸易等多个与国际教育接轨的专业。本文分析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国际通识

教育课程项目特色与“一带一路”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探索“一带一路”视阈下国际化办学

发展思路。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思路；“一带一路”

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是闽江学院与国外大学合作成立的高等国际学院。目

前是福建省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唯一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

院国际化办学始于 1999年，迄今已有 16年的国际化办学历史。学院引进国外优

质教育资源，使用国外合作大学经教育权威机构认证的教学大纲、课程、原版专

业教材，实行与国际教育接轨的“2+2”、“4+0”、“3+1-2”等多元化办学模式，

开设了财务会计、经济贸易、金融保险、市场营销等多个与国际教育接轨的专业。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已具有较好的办学基础及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

色，办学影响力不断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目前，已有 56所国外大学及教

育机构先后来院磋商合作办学事宜 101批次，交流访问次数达 320人次。澳大利

亚、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以及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 78所国

外大学认可学院学分，希望学生前往国外大学继续深造。学院充分利用国际化办

学的优势，紧扣地方发展需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办学至今，

学院已向社会输送毕业生 4500多人。其中，1000 多名学生出国继续深造，出国

学生 90%以上前往世界知名大学，大部分已取得海外硕士学位，获得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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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011、2012、2013级中美项目选择“2+2”模式出国深造的 118名学生中，

114名顺利赴美留学，4名赴澳继续深造。目前，学院已成为福建省规模最大、

赴海外深造学生数最多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

当前，福建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2014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将福建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2015年 4月 21日福建自贸

区正式挂牌，自贸区的全面建设将为福建省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大机遇，同时

也更加亟需大批国际化高素质人才。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思路

探索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一带一路”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

院国际通识教育课程项目特色，探索“一带一路”视阈下国际化办学发展思路。

一、“一带一路”发展亟需国际化高素质人才

“一带一路”包括新亚欧陆桥经济带、中蒙俄经济带、中国-南亚-西亚经济

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四个经济带，涉及 65个国家和地区。新亚欧陆桥经

济带是通过新疆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中蒙俄经济带连接

东三省，通过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到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

洲。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

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通过亚欧陆桥连接巴基斯坦、

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福建为核心区，通过

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等地区的港口，经越南河内，连接马来西亚

吉隆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穿过马六甲海峡后再连接印度加尔各答、斯里兰卡

科伦坡，通向肯尼亚内罗毕，再穿过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经希腊雅典抵达威尼

斯。

“一带一路”沿途地区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

域，情况高度复杂，战略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安全、市场、工程、宗教、社会、文

化等多方面的具体问题，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顺利开展工作、实现规划，既

需要专家学者的帮助，也需要既懂专业知识又了解历史、文化、风俗的具有国际

视野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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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国际通识教育课程项目特色

（一）中外衔接的人才培养模式

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中美项目引进国际化优质教育资源，采用“2+2”或

“4+0”分段培养的创新模式。第一年和第二年学生在闽江学院进行英语强化，

并完成通识课程及学科基础课程的学习，成绩合格可申请前往美国合作大学继续

深造。学生在国内所修学分获美国大学认可，若学生英语达到入读专业课要求，

赴美学习专业课程两年左右毕业，同时符合国内毕业、学位授予条件的即可获得

美国大学学士学位及闽江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赴美深造学生，成绩优

秀者，美国合作大学可提供奖学金。选择在闽江学院继续深造的学生，在校学习

大三、大四课程，成绩合格可获闽江学院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毕业后可赴

国外继续深造 1至 2年获硕士学位。

（二）通识课程的设置将国外课程与国内课程有机结合

通识课程包含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和艺术欣

赏培养等。闽江学院爱恩国际学院中美合作办学项目课程由中方课程和外方合作

院校课程组成，课程体系由 EAP英语课程、美国通识课程、美国大学专业课程、

国内公共基础课程四大模块组成。EAP英语课程是使用国外原版英文教材，采

用国外英语教学的授课方式。专业课程是引进美国专业课程并结合国内实际制

定，对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和选用的国内教材，经严格审查，精心挑选。通识课

程开设主要有：沟通学、批判性思维、微积分、计算机应用技术、商务统计学、

普通心理学、西方文明史、音乐赏析、电影导论、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20及 21世纪美洲史等 20多门课程，将国外课程与国内课程有机结合，

形成具有合作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的均衡发展。

（三）教材选择兼顾国内外相关制度的融合与比较

教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依据的材料,是教与学的纽带。中美本科通识课

程的教材选择，既体现技能训练和语言训练能力的培养，又体现跨文化、外向型

特点。例如，《Communication Works 11e 沟通学》采用的教材是 Teri Kwal

GambleMichael Gamble r编写，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的。《Critical Thinking 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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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采用的教材是 Moore/Parker 编写，McGraw-Hill 出版社出版的。

《Understanding Business 10e GE 商学导论》采用的教材是 Nickels, McHugh and

Mchugh编写，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的。《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10e 电影

导论》采用的教材是 David Bordwell，Kristin Thompson编写，McGraw-Hill出版

社出版的。《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11e 普通心理学》采用的教材是 Lahey

编写，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的。《Music: An Appreciation 11e音乐赏析》采用

的教材是 Roger Kamien编写，McGraw-Hill出版社出版的。《20及 21世纪美洲

史》采用的教材是(美)Gary B.Nash、Julie Roy Jeffrey、John R.Howe 等编写，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为防范学生所学专业内容与国内相关立法或制度不相符，

教师在教材以及教辅材料的选择上兼顾国内外相关制度的融合与比较，并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定制适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教材，让学生

同时了解国内国外两种不同制度下的专业知识背景。

（四）EAP 为主的爱恩英语教学

在国际化办学中，英语是学生学好专业课的前提，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基本

条件。学院特别注重英语教学，高度重视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引进国

外先进的 EAP英语课程，构建以 EGP普通英语课程为基础，EAP学术英语课程

为重点和导向，ESP专业英语课程为辅助的爱恩 EAP英语课程体系，实现国内

优质教育资源与国外先进学术标准的有效融合。该体系课程结构完整，学生大一、

大二进行英语强化，内容涵盖 EGP、EAP和 ESP等各类课程。教学过程根据英

语程度分成 30人左右小班，中外教联合教学，随着学生英语能力的加强，逐步

加大外教授课的比例。教学采用国外大学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手段及考评办

法，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实现师生互动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侧重提高学生适应大学国际

学术课程的英语能力，让学生能够使用英语听懂学术讲座、讨论学术问题、撰写

学术课程论文、阅读学术内容文献等，最终达到使用英语学习专业课程的要求。

（五）全方位的课堂管理

教研组组织任课老师对通识课程各章的授课内容进行讨论，确定各章授课内

容的切入点、重点与难点、课中及课后应讨论的问题、学生课后阅读的文献等。

加强学生课外自学辅导，教师根据课时，结合原版教材，事先拟订几个专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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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通过中文版教材、参考书或互联网了解和掌握这些专题的内容，并完成相

应的书面学习报告。课堂上由教师检验学生自学效果并解决重点疑难问题。同时，

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课件和原版教材进行英文授课。为了使学生很好的理解重点

和难点，可以用中文进行解释。通过交流、讨论、感悟、反馈等一系列活动，増

加学生参与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引导学生探究问题、发现问题能力，提高通

识课程教学质量。

（六）多元化学生考核方式

通识课程的考核方式多样化，主要有平时成绩考核（包括小测验、家庭作业、

课堂参与、学期报告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三种形式。课程成绩的评定主

要由教师根据学生出勤情况和参与课堂讨论、参加社会实践的反馈、学期论文以

及各次小测验等多项内容确定。授课教师可根据教学进度和要求选择相应的考核

形式。考核方式的选择主要是以能否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真实水平作为标准。

（七）内审与外审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监管

为保证中美项目的教学质量，学院实行中外结合的内外审教学质量监控。内

审，即内部审核。内审由中美项目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各教研室、课程教学工

作组共同完成。审核项目专业教学计划与课程教学大纲、督查教风学风、期初期

中期末教学检查、教师学生座谈会、学生评教、教师评学、课堂教学学生信息反

馈、领导及教学督导听课制度、试卷审核和分析制度、教学质量评价、毕业生跟

踪调查制度等，考察学院内部的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提交内审报告，找出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外审，即外部审核。外审由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组织实施，每个学期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分别组织来自国内外大

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到院进行为期 3天的中美项目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估。外审

专家对项目管理制度、教学工作、师资情况、学生管理、课程审核等工作资料进

行全面审查，深入课堂进行听课评估，分别与任课教师、学生代表、管理人员召

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中美本科项目的运行情况。经评审，专家出具外审报告，促

进项目师资队伍、课程教学、教材和实验室建设等，这种由第三方机构建立的评

估指标体系，对项目管理、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师资情况、课程教学等方面进

行教学质量监控，并提出改进意见，有效保证项目国际化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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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视阈下国际化办学发展思路

（一）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逐步组建了一支中外教相结合、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师

资队伍。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91名（其中外籍教师 20名），教师中一半以上具有

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硕博比例达 73%。学院语言中心教师采用全英文教学，中

美项目教师采用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中、外教师精诚合作，共同努力，在国

际化教育教学工作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推动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学院国际化办学发展的需要和实际，学院将制定 2015—2016学年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并启动师资引进工作，加大力度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工作经历的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来院任教。

学院重视教师培养，聘请外方合作大学专家、国内大学教授以及英语专家对

教师进行教学培训，并充分利用与国外大学共同设立的教学培训基金，支持和选

派优秀教师赴国外进行教学培训和继续深造。2014—2015学年，学院共送培教

师 158人次，其中包括墨尔本理工学院四级证书、雅思英语教学、国际通识教育、

外研社数学教学、科研工作等多方位的培训。近 2年学院选送多名教师赴美国天

普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进行为期 2-3周的培训和交流。2015年 1月，学院教学

改革研讨会顺利召开；2015年 4月学院举办“互动型”英语教学研讨会；2015

年 5月，学院成功举办 2015年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2015年，学院语言中心

外方主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和迪肯大学教育学双硕士 Musa

Manning，项目学术主任、美国柯林斯大学博士 David Medina被评选为“福州市

优秀外国文教专家”。学院将通过多渠道、多途径的培养形式，进一步加强师资

队伍整体国际化水平。

根据学院国际化办学发展的需要和实际，学院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引进具有海

外留学背景或工作经历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来院任教，引进博士、硕士生导师担

任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学院将继续深入开展教师培训，选拔培养学科带头人、

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努力提高教师职称及学历层次，不断提

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实力，全面提升师资队伍

整体国际化水平，为国际化办学的稳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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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国际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化校企合作

学院坚持以国际化教育课程改革为导向，结合通识教育理念，鼓励教师改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采用课堂讨论、口头演讲、批判性

思维等方式，使学生有更多的课堂参与、展现自我的机会。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加强师生间和学生间相互研讨，多向交流，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国际化的教育教学

质量。学院定期召开教研室会议，研究教学方法，认真开展教研工作，把通识课

中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中。在日常教学实践中，加强通识课程教

学之间的联系，采用创新方法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最终实现国际化应用技术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

同时，学院注重实践教学，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成功与福建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福建建友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招商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福建道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中信建投证券等知名企业开展合作，不

断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学院还将进一步拓展并深化校企合作，引进企业优

质资源进校园，积极拓展合作单位的数量和层次，不断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共

同培养国际化应用技术型人才。

（三）注重科研工作，提升国际化教学水平

学院注重国际化办学的内涵建设，利用国际化办学优势，通过引进国外先进

教育、教学资源，加深与国外合作院校的科研工作交流，努力实现科研资源效力

最大化。近年来，学院从国际化办学的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加快科研工作快

速发展的有效举措，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4年 1月起，学院聘请多位

英语专家、教授，并组织学院英语教师进行 EAP英语系列教材的编撰工作，进

一步提升教师学术及科研水平。目前，学院正在开展共计 24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第一批教材已于 2014年 9月在 2014级项目新生中使用，与教材相配套的网上在

线教学系统也正在研发中。

学院将根据国际化办学特点，进一步完善科研工作管理，扬长避短，走特色

发展之路，积极构建具有国际化办学特色的科研队伍。强化科研成果奖励政策，

提高教师队伍的科研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强化科研工

作的特色和质量。进一步发挥博导、教授科研的指导作用，以老带新，争取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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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量与层次的不断提高。同时，切实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指导

学生参加专业技能大赛，不断提升学生的学科专业水平，努力实现以科研促进教

学，不断提升国际化教学水平。

（四）加强教学质量监控，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

近年来，学院接受了闽江学院本科评估、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年审、中美项

目外审等各项评估检查，国际化办学均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截止目前，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共组织 18所国内外一流大学的专家 30人次对中美项目进行了 7次外

审。经仔细评审，总计已审核的二十五门次课程（十八门类课程）中，十三门次

获得满意，十二门次合格。专家组对学院中美项目总体评价为比较满意，对项目

的管理非常满意。专家组希望学院进一步推进和贯彻通识教育理念，提高国际化

教育教学质量，为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到重要的指导和示范性作用。

学院将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并根据问题的不同性

质，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中美项目管理及课程教学的内部审核与监

控，确保国际化办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五）加强国际化教育教学管理，不断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学院加强国际化教育教学管理，逐步形成了“中外衔接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

式、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的师资队伍、EAP为

主的爱恩英语教学、中外结合的教学质量监控”等一系列鲜明的国际化教育教学

特色，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近三年，学生荣获国家级奖项 37人次，省级奖项 49人次，市级奖项 7人次，

校级奖项 274人次；获取相关专业证书 903人次，其中选择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

共 140人次参加英语雅思考试，获得雅思证书，达到国外大学入学要求。

办学至今，学院已向社会输送国际化人才 4500多人，其中已成功输送 1000

多名学生出国继续深造，出国学生 90%以上前往世界知名大学，大部分已取得海

外硕士学位，获得良好发展。目前，2011、2012、2013级中美项目选择“2+2”

模式出国深造的 118名学生中，114名顺利赴美留学(其中 77名前往美国商科排

名 46的天普大学，21名前往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11名前往美国旧金山州立大

学,其余 5名分别前往美国其他大学)，4名赴澳继续深造。除选择“2+2”模式赴

美深造的学生外，选择“4+0”模式的学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中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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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优异的成绩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英国约克大学、卡迪夫大学，

美国德州阿灵顿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录取，顺利赴国外继续深造硕士。2014年 3

月 14日，美国天普大学副校长戴海龙博士在教育部“中国留学论坛”主旨报告

发言中特别对我院中美项目及前往该校继续深造的学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天

普大学学习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学生已入读专业课程，经过天普大学一学期的

专业课程学习，我院学生全部通过专业考试，平均 GPA达到 3.5，部分学生的

GPA还达到了 3.93（满分 4.0）。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拥有良好的英语沟通和解

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同学凭借在实习期间的优异表现，直接被福建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福建道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直接录用。此外，近年来，学院毕业生专升本通过率也逐年

提高，近三年平均录取率达 70%左右，居省内同类院校前茅。2015年，专升本

报名人数为 190名，录取人数为 140名，录取率达 73.6%。目前，学院已成为我

省规模最大、赴海外深造学生数最多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为闽江学院实现跨越

式发展，为福建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及省自贸区建设的紧缺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

贡献。

（六）全力以赴，认真做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申报工作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

2014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福建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当前，福建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2015年 4月 21日福建自贸区

正式挂牌，自贸区的全面建设将为福建省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大机遇，同时也

更加亟需大批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学院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积极响应

福建省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外合

作办学等有关政策精神，进一步夯实办学基础，不断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与层

次，努力建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15年 3月已经福建省

政府正式批准并批复报教育部备案），并争取尽快创造条件，申办本科层次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力争成为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试验区的先

行者，为促进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发展，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自贸区以

及“一带一路”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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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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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deas Regarding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Operations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huo Meiying

Abstract：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great amount of highly skilled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are

need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great initiative. And the need for this kind of

talents is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ose working in the education field. IEN is the only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institute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It has brought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lemented the

Sino-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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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ino-Australian diplom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rse program respectively;

with majors including Financing, Finance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c.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o-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gram and the needs for

talents; Exploration of Ideas Regarding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Operations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 word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Operations； Exploration of

Ideas Regarding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School Operations；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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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研究

李 阳 陈丽梅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至今，外方合作者涉及 30个国家（地区）。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和俄罗斯始终是外方合作者主要来源国，但是外方合作者的国别（地区）在不断地扩

展，传统教育输出国家的优势在逐渐弱化。中外合作办学在未来发展中，美国和俄罗斯高校

来华合作热情短期内不会减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合作办学将逐渐增多，

外方合作者的国别（地区）分布更加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家；分布

一、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概况

截至 2015年 3月 10日，经教育部审批通过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共有

1112个（项目 1052个，机构 60个），外方合作者来自 30个国家(地区)。2003

年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进入规范化和法制化

的进程
①
；2010年《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

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形式利用优质教育资源。”
②
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逐步进入

了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③
。本研究分别以上述两个重要法规和文件为时

间节点，对不同时期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家（地区）分布进行分析。

（一）《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之前（2003 年之前）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已经与 16个国家合作了 202个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具体分布如表 1所示。

①
林金辉.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55.
②
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http://www.moe.

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③
林金辉,刘梦今.论中外合作办学办学的质量建设[J]. 教育研究,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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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 年之前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俄罗斯 48 23.76% 韩国 3 1.49%
澳大利亚 37 18.32% 荷兰 2 0.99%
美国 27 13.37% 日本 2 0.99%
英国 22 10.89% 比利时 1 0.50%
加拿大 19 9.41% 南非 1 0.50%
香港 15 7.43% 台湾 1 0.50%
法国 12 5.94% 新加坡 1 0.50%
德国 10 4.95% 新西兰 1 0.50%
合计 202 100%

从表 1可以看出，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初期，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主要

是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合作数量均超过总数的 10%，上述四国高校

合作数量超过了总数的 60%。其余合作国家（地区）主要来自西欧和东亚，总体

上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范围较小。

（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颁布至《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2003-2010

年）

2003-2010年，教育部共批准了 338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办学

机构和项目来自 19个国家（地区），主要分布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2 2003-2010年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英国 97 28.70% 爱尔兰 4 1.18%
美国 58 17.16% 新西兰 4 1.18%
澳大利亚 53 15.68% 日本 3 0.89%
俄罗斯 27 7.99% 意大利 2 0.59%
加拿大 25 7.40% 瑞典 2 0.59%
香港 18 5.33% 比利时 2 0.59%
德国 17 5.03% 新加坡 1 0.30%
法国 13 3.85% 挪威 1 0.30%
荷兰 5 1.48% 奥地利 1 0.30%
韩国 5 1.48% 合计 338 100%

这一时期英国和美国高校来华合作办学数量发展迅速，并取代俄罗斯和澳大

利亚，在合作数量排名上占据了前两位。在合作国家（地区）上，与上一阶段相

比，主要拓展了与北欧国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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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2011-2014 年）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之后，即 2011-2014年教育部共审批通过 572个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国别（地区）分布如表 3所示。

表 3 2011-2014年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国别（地区） 数量 比例

美国 134 23.39% 意大利 6 1.05%
英国 134 23.39% 丹麦 5 0.87%
澳大利亚 59 10.30% 瑞典 3 0.52%
俄罗斯 40 6.98% 印度 3 0.52%
韩国 35 6.11% 奥地利 2 0.35%
爱尔兰 27 4.71% 白俄罗斯 2 0.35%
德国 26 4.54% 波兰 2 0.35%
加拿大 23 4.01% 葡萄牙 2 0.35%
法国 21 3.66% 台湾 2 0.35%
新西兰 13 2.27% 乌克兰 2 0.35%
香港 10 1.75% 西班牙 2 0.35%
日本 9 1.57% 新加坡 2 0.35%
荷兰 6 1.05% 比利时 1 0.17%
美国 134 23.39% 芬兰 1 0.17%
合计 573 100%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美国和英国高校来华合作办学的数量并驾齐

驱，两国高校来华合作办学的数量占中外合作办学总量的近一半。中外合作办学

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进一步扩大，印度、白俄罗斯、波兰等发展中国家

来华合作办学初现倪端。

二、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特点

（一）美、英、俄、澳等国高校备受青睐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三十余年，尽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这四个国家的高校始终是中方最青睐的合作伙伴。上述四国的

高校来华合作办学的数量始终位列前四位，截至 2014年末，四国高校来华合作

办学数量达到 736个，占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总数的 66.2%。由此可见，这四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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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中外合作办学主要的合作国家。但是，这四个国家高校来华合作办学数量所

占中外合作办学总量比重的排名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高校来华合作办学的数量占中外合作办学总数比

例在逐渐下降。俄罗斯高校来华合作办学所占比重由 2003年之前的 23.76%下降

至 6.98%。笔者认为，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不景气，制约了教育的对外

扩张；俄罗斯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不占有优势，仅有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

得堡大学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整体教育国际竞争力不高；相对于英语而

言俄语在中国普及程度有限，因此造成我国高校与俄罗斯高校之间的合作办学的

热情度有所下降。但是 2011年以来这种合作态势出现回升，来华合作举办了 40

个项目和机构，中俄合作办学近两年来的回暖，是因为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出发

点：其一，俄罗斯东部开发与我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形成互动，在东北三省

合作了大量办学项目；其二，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紧张，需要联合中国与之形成抗

衡，政治关系影响到教育领域的合作。澳大利亚高校来华合作办学所占比重也由

18.32%下降至 10.3%，笔者认为 2009年以来 11所澳大利亚私立院校破产倒闭，

导致大量的留学生失学，影响到澳洲教育诚信，在一定程度上对澳大利亚高校来

华合作办学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澳大利亚作为曾经英国的殖民地，其教育与英

国高度相似，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目标选择上，中国的高校更信赖英国。

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高校来华合作办学的数量和比例在逐渐增多，两国来

华合作办学所占总数的比重由 2003年之前 10%左右，发展近年来的 20%以上。

英国和美国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较早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内教育资源相对过

剩，企图输出过剩的教育资源实现经济利益；两国政府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涉外

办学监管政策，尤其注重开拓东亚地区教育市场，不断在亚洲开办海外分校，来

华合作办学的热情始终高涨。当前我国共有 8所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即

中外合作大学，其中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

恩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共 5所大学的外方合作高校来自英国和美国，中外合作大

学比项目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中国更广泛的认可度，也更加刺激英美高

校进军中国教育市场。

（二）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在逐渐拓宽

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另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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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作国家（地区）数量在增多，合作国别在拓宽。

首先，合作国家数量逐步增多。从上述统计中即可发现，2003年之前，有

16个国家的高校来华合作办学；2003-2010年期间，来华合作办学高校所在国别

（地区）增至 19个；2011-2014年期间，外方合作者国别拓宽至 28个国家（地

区）。至今有 30个国家（地区）的高校来华合作举办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

遍布五大洲。

其次，外方合作者地域分布方面也在逐步拓宽。在洲际分布方面，由最早的

欧洲、北美国家为主要合作国家，发展至今亚洲国家（地区）高校来华合作办学

数量逐步增多。欧洲国家中，由早期的英国为主，拓宽到北欧（丹麦、瑞典、芬

兰、挪威）、中欧（奥地利、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欧（比利时、爱尔兰）；亚

洲国家（地区）也由日本、韩国、香港逐步拓展至印度、台湾等国家（地区）。

再次，由发达国家，逐步拓展至发展中国家，在 2003年之前，中外合作办

学外方合作者国家（地区）均为发达国家（地区），而今天，诸如印度、白俄罗

斯、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高校也来华合作中外合作办学，在合作办学中实现互利

共赢。

外方合作者范围的拓宽，反映出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认识逐步深化。

中外合作办学核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但是在发展初期“唯发达国家而优”的

观念影响深刻，合作者均为发达国家（地区）和传统教育输出国家（地区）。但

是，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发展，这种观念逐步得到更正，办学者越来越重视

引进教育资源的多样性、实用性、互补性和过程性等特征。
①
当前，国家“211/985

工程”重点高校，在寻找外方合作者时，目标往往锁定在世界著名高校，体现中

外高校的“强强联合”；地方普通院校，目光逐步投向尽管世界排名不高，但是

拥有成熟、特色、有影响学科专业的外方高校。对“优质教育资源”理解程度的

深化，有利于优化合作办学教育资源的配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的不断拓宽，能够吸收不同国家、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在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同时，有更多

的人才培养模式供以借鉴和参考，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深化与改革。

①
林金辉. 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2012(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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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发优势占主导，后发优势逐渐显露

先发优势是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是指企业在其他竞争对手打入新市场、开发

新产品或服务之前，在行动上的“先人一步”，从而获取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

位。先发优势可以给企业树立一种开拓者、领先者的形象或声誉，其采取的经营

方法有可能被整个行业所接受，并成为行业的标准。
①

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国别（地区）分布情况，也存在先发优势的现象。统

计中看出 2003年之前来华合作办学的外方合作者国家（地区），率先打入中外合

作办学市场，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数量上的优势。除上文所

述英、美、澳、俄外，诸如法国、德国、香港、韩国、新西兰等国家高校在 2003

年之后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过程中，都占据着数量优势，基本位列外方合作者国别

（地区）分布排行的前列。

但是这种先发优势正在逐渐地弱化，表现在这些国家（地区）来华合作办学

的数量尽管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所占的比例在降低，诸如加拿大高校来华合作

办学数量所占中外合作办学总量比例由 2003年之前的 9.41%下降至 2011年之后

的 4.01%；法国由 5.94%下降至 3.66%；香港由 7.43%下降至 1.75%。上文已分

析，澳大利亚、俄罗斯尽管作为目前最主要的外方合作者来源国，其优势也在逐

渐弱化。这种先发优势的弱化，是伴随着后发优势显露而发生变化的。

后发优势是指，作为某一行业的后进入者，虽然不具备先人一步的优势，但

是可以通过观察先进入者的行动与效果，能够做到少走弯路、扬长避短，甚至能

够另辟蹊径、奋起直追，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优势。
②

中外合作办学在 30年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新办机构和项目在创办之初能够借鉴经验、吸收教训，拥有着更高的起点。

随着外方合作者国别的拓宽，有更多国家的高校打入中外合作办学的市场，尽管

进入中外合作办学市场的时间较短，但是后发优势潜力已经初现倪端，逐渐冲击

着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国别分布的格局。可以预测，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不

断碰撞中导致办学竞争愈加激烈，从而促进中外合作办学整体质量的提升。

①
陈传明,周小虎. 管理学原理[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335-336.

②
严行方.看懂财经新闻[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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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发展趋势

（一）美俄等高校合作热潮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尽管传统教育输出国家来华合作办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但是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与俄罗斯高校来华办学的热潮短时间不会发生改变。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其高校在教育领域有着广泛的世界影

响力，根据上海交大的《201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在世界前 20名高校中

占 16个，前 100名中占 52个，前 500名中占 146个①
，世界名校的占有数量，

远远领先其他国家，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强国；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众多的文

理学院，依靠小规模、高质量的办学特色，尽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不占优势，但

是学术水平很高。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对社会主义国

家的思想意识渗透始终没有放松，正如同 1836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说“教育

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

为，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
②
。美国今天也在试图通过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影

响年青一代中国人，实现文化侵略，这也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在教育“引进来”过

程中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防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

俄罗斯作为与中国接壤的最大的邻邦，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这决

定了中俄两国在教育合作方面具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首先，俄罗斯高校尽管在

世界大学排名上不占优势，但是在电子信息、通讯、航空航天、自动化等新兴专

业领域世界领先，值得我们吸收和引进。其次，目前俄罗斯来华合作办学多位于

东北地区，辐射力度还没有完全展开，有更大的潜力深入到中国其他地区。再次，

我国十分重视与俄罗斯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2014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见证

了第一所中俄合作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谅解备忘录的签订，更是让两国

合作办学进入历史新高度，这一合作大学的创立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带动

其他中俄合作办学项目、机构的发展。

①
上海交通大学. 2014世界大学学士排名[EBOL]. http:www.shanghairanking.cnWorld-U

niversity-Rankings-2014USA.html
②
顾长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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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逐渐增多，外方合作国别多元

化

当前，党和国家政府在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制定了“一带一路”重大战略

部署。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文称《愿景与行

动》），其中提出了“五大合作重点”，包含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

律要求，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
①
。作为文化教

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需要主动适应和服务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

施。

“一带一路”在地域上横跨欧亚非大陆，涉及到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

目前我国仅与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共 7个沿线国家

合作了中外合作办学；合作办学的数量方面，除俄罗斯之外，仅合作了 13个办

学项目，占中外合作办学总量的 1.2%。这种布局和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和配合我

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愿景与行动》的制定必将改变目前的现状。

纵观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办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合作基础。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领域建立了广泛

的关系，为合作办学打下深厚的基础。首先，目前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合组织、中亚区域经合组织等多

边合作机制，双方之间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其次，我国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作设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基础；此外，我国与沿线国家人员往来不断密切，互派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定期举办教育博览会和教育论坛，因此合作办学的前景值得期待。“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着发展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利益交集。

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能够实现“南南合作”的典范，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能够深

入双方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合作，带动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因此，

中外合作办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的合作将有巨

大的潜力。

①
林金辉.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运用[J].江苏高教,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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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更加多元化

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在发展中不断拓宽，这种趋势还

将在未来的发展中蔓延，外方合作者国别（地区）分布更加多元化。

首先，与港、澳、台地区高校合作办学将会加快发展，与港、澳、台地区高

校合作办学属于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高校之间的合作办学。目前内地与香港合作办

学数量达到了 43个，与台湾合作办学数量仅有 3个，暂无与澳门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能够发挥纽带作用，将两岸

四地连结在一起，深化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从而促进政治、经济上的交流，

尤其与台湾高校的合作，更将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此外，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者主要来自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国家，

与非洲国家和的合作办学也只有 1个，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办学尚未突破。我国与

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密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在不

断提升，2014年和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先后访问拉美，展现出我

国对拉美关系的重视程度。但是当前，非洲与拉美国家整体在高等教育方面相对

落后，作为教育输出国家来华合作办学不太现实，但是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双向

的教育交流，即我国作为教育资源输出国家，支持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教育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在拉美和非洲分别建立了 39所和 35所孔子学院，建立了文化交流

的基础。在中外合作办学未来发展中，中方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维系和深化双方

之间的友谊，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大局。

Nation Distribution Research on the Foreign Cooperation

Partners of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Li Yang & Chen Limei

Abstract: There are 30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universities as the cooperation

partners have joined in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Universities

from America, Britain, Russia and Australia are the main cooperation partners. But

the partners’ nations are expanding. The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export

countries is weakening. In the future, the cooperation boom between Americ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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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will be continued;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located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will be increased; and the cooperation nations will be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Foreign

cooperation partners; nation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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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的关系

任建吉 张长森 朱世松

（河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摘 要：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已颇具规模，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

效益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必然面临的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国外

教育机构十分看好我国教育市场的发展前景，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质量

保证是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提高效益是高等教育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因此，本文就

如何处理规模、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保证中外合作办学在高等教育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国际化思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加速，我国开放政策和

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培养

出了大批高素质的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知识和沟通能力的人才。跨国高等教育随

之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

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其核心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吸收先进

的教育理念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积极发展。

近年来，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大趋势下，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需

求，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又是促进教育国际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作为一种新

的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已在全国范围迅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

合作办学，引进了国外优质教育，利用了国外先进的办学观念和办学模式，拓展

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增加了学生选择国际化教育的机会，培养了适应经

济全球化的人才，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水平。对于高等学校来说还能促进教育体制

的创新。在需求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各国经济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入，

各国的依存度越来越高，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知识

和沟通能力的人才。在种种利好以及市场的需求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不断扩

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第二届中外合作大学校长论坛上透露，全国经批准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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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已达 2000多个，在校生规模约为 55万人,中外合作

办学毕业生已经超过 150万人。但随之而来的是高校过分注重中外合作办学的经

济效益，忽视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在此情形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必须和质量、

效益协调发展。接下来本文就中外合作办学中规模、质量、效益三方面的关系及

如何协调发展做一些讨论。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要与人才培养质量相协调

中外合作办学的显著特点是利用了国内国外两种教育教学资源．实际办学中

引进教育教学资源的状况是决定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引进国

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国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中外

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中外合作办学中，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教育

模式、教学方法来提高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中外合作办

学的主要目的之一。高质量的教育还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研究水平和社会服

务的能力，进而提升学校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可以争取更多的国家拨款和社会

捐赠，以此来提高地方高校的经济。但目前，合作办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不能满

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合作办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生源的质量有所降低，但这是扩大规模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规模的扩

大，教学资源却没有相应的扩大提高，这是合作办学规模扩大，质量降低的主要

原因。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课程、教材、师资以及教学理念、管理手段、经济环境

等等。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投入，是提高教学资源的关键。首先，中外双方

可以通过有效地、充分地交流和沟通选择合适的合作项目。共同投入教学资源，

提高双方对合作的关注度、参与度，而不仅仅是派老师授课。其次，从总体上把

握资源配置，确定资源配置优先次序，要权衡好教育的均衡发展与优先发展之间

的关系，尤其是要使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最先流向能够获得社会效益的地方。

二、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要与效益相协调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办学效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校办学效

益与其办学规模、教育质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度的办学规模是地方高校实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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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益的必要性因素。地方高校不能一味地扩大办学规模而不考虑办学效益，规

模过大而其他条件跟不上去会对地方高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效益产生不良影响。

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是与规模紧密相关的。高校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才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是指办学活动对整个社会

系统整体的、长期的贡献和影响。高校只有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实现高等教育

发展的稳定才能形成有影响力的社会效益。但同时，过度的扩大规模而培养质量

跟不上会对高校的社会效益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反过来影响高校的经济效益和办

学规模、效益。因此，若想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经济效益，就要在注重扩大规模

的同时注重提高教学质量。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国际化交流的带动部分，而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不是单

方面的，是一种立足本土和面向世界双向发展的。国家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

略，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达到该目的，必

须保证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须做到以下几点：1.

具备鲜明的特色，合理的办学专业架构，有力的学科支撑。学校必须充分发挥自

身的长处，利用优势和特色学科，专业发展帮助相关学科，形成合理的学科专业

架构和良性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大学的研究职能，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以此

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带动学科专业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效益

达到既定要求。2.先进的办学理念、切合实际的办学定位，使学校发展始终向着

既定的目标前进，同时确保学校规模、质量、效益各方面的发展符合客观实际。

3.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需要经营。高等教育追求的不仅

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高素质的人才、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全

方位综合的社会效益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高效率的对合作

办学进行细心的经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质量的教学是实现合作办学社会效益的前提，规

模是实现合作办学经济效益的前提，效益反过来又会影响教学质量和规模。确保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协调性就要保证规模，质量，效益

三者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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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iz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n China-foreign on running school

Ren Jianji & Zhang Changsen & Zhushisong

Abstract: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a school program in China has a

considerable sca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quality and benefit of the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problem in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education market. The scale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expanding, and the quality assurance is the premise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make some research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quality and benefit.

Key words: China-foreign cooperation on running schools; Size; quality;

efficiency; internation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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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土留学教育个人收益的计量分析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研究

张紫薇 柯佑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 要：本文利用课题组 2014 年对 7 所相关院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

法克服自我选择偏差等问题，计量了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

现，个人性别、专业意向、家庭背景等因素对个体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同

时，匹配的计量结果表明，大学本土留学教育存在显著的经济收益，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

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可能使个人月工资平均水平提高 20.9%；本土留学教育对不同学生群体个

人教育收益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未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学生的潜在收益明显低于已接受

本土留学教育学生的收益。

关键词：大学本土留学；个人收益；倾向值匹配

一、引言

传统意义的留学教育指留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

求学，而本土留学教育不同于以往的留学教育，是一国公民不用出国就可以在自

己的国家接受来自其他国家大学提供的本科专业教育。在我国，大学本土留学主

要是通过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这条途径实现的
①
。本土留学教育是一种新生

事物，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产生源于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

背景下，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异军突起的现实动因驱动下，本文正是源于对本土

留学教育的未知与挑战，对本土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高等教育投资进行了反

① Laura Haas ,Tom Stargardt ,Jonas Schreyoegg. Cost-effectiveness of open versus
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a multilevel approach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ur J Health
Econ (2012) 13:54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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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长期以来，研究者侧重从办学形式、集体行为、管理学的角度研究中外合作

办学的政策、质量保障、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从留学形式、个人行为、经济学

视角研究本土留学教育的研究资料有限。从受教育者视角出发，接受本土留学教

育是否能真正使个人获得应有的教育收益，学有所长；是否能够以低投入获得高

回报的经济收益，学有所值？我们能否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来有效识别、

检测与鉴定大学本土留学个人收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构成了本文的研

究主体。为更客观、更有效地揭示本土留学的个人收益，我们引入计量经济学中

新兴的计量方法——倾向指数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重点探讨

本土留学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使用非随机化或非实验方法估计干预效应
①
，以

得到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收益影响的无偏估计量。

二、研究方法

（一）倾向值匹配法理论框架与基本假设

1983年，统计学家 Rosenbaum & Rubin 发表论文《倾向值对于观察研究中

因果效应的中心作用》，第一次提出倾向值的概念，开创了倾向值匹配法研究的

先河。倾向指数匹配法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运用对个人不真实的条件

或可能性进行替换的一种分析方式。以本研究为例，将个体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

育视为干预，假设 i表示任意一研究对象，X表示所观测的全部协变量，Y为潜

在结果变量；则：Di =1表示个体 i接受本土留学教育，为实验组个体；Di =0，

表示个体 i未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即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为对照组个体；Yi1表

示个体 i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潜在工资水平，Yi0表示个体 i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

潜在工资水平。

实验组的平均干预效应模型（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Treated，ATT）

可以表示为：

(1)

① Rosenbaum, Paul R. & Donald B. Rubin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
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1983) 70 (1):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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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中， 为实验组的平均结果， 为实

验组个体如果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平均结果， 是可以被观测到的，

但 是不可观测的，为反事实结果。在非实验数据研究中，研究者

一般用可观测数据 作为替代，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存在系统差异，

如果简单地用 代替 ，则会产生较大的选择偏差，如

模型（2）所示：

(2)

可见，当且仅当 时，才能真实评估 ATT；

在实验研究条件下，研究者需要通过随机化抽样方法才能克服这一偏差。

我们除了关注“参与者平均干预效应”（ATT）外，还需考虑“平均干预效

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和“非参与者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Untreated，ATU）两个参数指标。

平均干预效应（ATE），指随机从总体样本中抽出一个个体，接受本土留学

教育与不接受本土留学教育之间的差异，可用模型（3）表示：

(3)

由于反事实结果 和 的不可观测性，无法通过样

本数据估计得到 ATE值，只有样本数据满足随机抽样的条件，干预分配才可以

被忽略，模型（3）就可以被替代为：

(4)

非参与者平均干预效应（ATU），指项目干预对对照组成员的影响效应，写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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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上所述， ATT和 ATE的无偏估计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随机抽样，但在某

些研究中，严格的随机抽样是非常困难且难以满足的，因此，Rosenbaum & Rubin

提出倾向值的概念用以评估处理平均干预效应。

倾向值匹配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需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

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 1：条件独立性假设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CIA)

CIA假设要求在给定协变量 X的情况下，将研究对象分配到两分类干预条

件独立于未被干预的结果和干预的结果，即其被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与潜在结

果无关，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

假设 2：共同支撑域假设 (Common Support,CS)

CS假设要求给定协变量 X的情况下，每一个研究对象受到处理的概率不为

0且不为 1，即对某种特征的研究对象要同时出现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用公式

表示为 ，共同支撑域假设保证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取值

范围有相同的部分(common support)，如图 1所示。

图 1 倾向指数的共同取值范围

基于假设 1和假设 2，对 ATT的估计可以进一步表达为模型（6）：

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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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 一般步骤与算法
①

倾向值匹配分析模型的实施过程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步骤：1.倾向值打分。由

实际需要和以往文献研究等设置因变量和协变量
②
，构建（logit或 probit）回归

模型，根据拟合模型评估个体接受干预的倾向值。2.基于倾向值进行匹配。成功

预测倾向值后，依据倾向值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个体进行匹配，比较常用的匹配策

略有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最佳匹配法和分层匹配法等。3.

基于匹配后样本的分析。由于新样本已对选择偏差等进行修正，因此，可以采用

随机化实验统计方法评估因果效应。

三、变量与样本数据

（一）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形式（1=本土留学教育；0=普通高

等教育），因变量是毕业生月收入水平。据以往文献研究，学校教育对个人工资

水平的影响在前三年作用较大，而对于工作三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工作经验等因

素对其影响更大，因此本研究选取毕业生的初始月工资水平作为代理变量。

Imbeds指出匹配法中的协变量应为处理之前就确定的变量，协变量不可以

受到处理的影响
③
，因此，在本研究的协变量选取中，协变量为影响个人能否接

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变量，而非受到本土留学教育经历影响的变量（如工作地点、

职业等）。根据以往国内外关于教育收益的研究经验，本文纳入的协变量主要包

括：1.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人口学特征；2.所学专业。根据预调查中本土留

学机构专业设置情况，将专业分为理学、工学、经管学、人文社科、语言学、其

他学科六类；3.家庭所在地。因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接触与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

机会不同，我们将家庭所在地设置为农村、乡镇、县城、城市四个水平；4.家庭

① (美)郭申阳,弗雷泽著;郭志刚,等译.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 2012:85.

②
王永吉,蔡宏伟,夏结来,等.倾向指数第一讲 倾向指数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步骤[J].中华

流行病学杂志法,2009(3).
③ Imbeds, G. W.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under Eroge

neity: A Review.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86 (1):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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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的消费水平。本土留学教育成本偏高，家庭经济水平往往是受教育者能否

顺利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前提条件，我们将家庭经济水平作为衡量家庭资本的代

理变量，共设置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

高于平均水平五个水平。由于协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又进一步处理

为虚拟变量，虚拟变量具体设置如表 1所示：

表 1 本土留学个人收益虚拟变量设置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收入水平 平均月收入

自变量 教育形式 若属本土留学教育取1；属普通高等教育取0

协变量 性别 若是男生取1；是女生取0

独生子女与否 若是独生子女取1；否则取0

专业（调查涉及六类，为避免奇异矩阵和多重共线性，设置5个虚拟变量）

理学 若属理学专业，取1；否则取0

工学 若属工学专业，取 1；否则取 0

经管类 若属经管类专业，取 1；否则取 0

语言学 若属语言学专业，取 1；否则取 0

其他专业 若属其他专业，取 1；否则取 0

人文社科专业 自然成虚拟变量最后一个值，编码形式为 00000

家庭所正在地（调查涉及四类，同上原因，设置3个虚拟变量）

乡镇 若属乡镇，取1；否则取0

县城 若属县城，取1；否则取0

城市 若属城市，取1；否则取0

农村 自然成虚拟变量最后一个值，编码形式为000

家庭经济水平（调查涉及五类，同上原因，设置4个虚拟变量）

远低于平均水平 若属远低于平均水平，取1；否则取0

低于平均水平 若属低于平均水平，取 1；否则取 0

高于平均水平 若属高于平均水平，取 1；否则取 0

远高于平均水平 若属远高于平均水平，取 1；否则取 0

平均水平 自然成虚拟变量最后一个值，编码形式为0000

（二）样本数据

课题组根据我国不同地域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在 2014年 5月至 10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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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编制的《本土留学学生收益与风险调查问卷》，对东部、中部地区 4所中外合

作办学院校和 3所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展开抽样调查：我们选取了招生时间比较

长、招生规模比较大的 X大学、N大学、SM学院、ZX学院 4所中外合作办学

院校；并选择所在地域、学校类型、招生批次等与上述 4所院校相似的 H大学、

S大学、Z大学 3所普通高等院校。调研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随机发放问卷 10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7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7.9%；在有效问卷中，中外合作

办学院校问卷占 72.8%，普通高等教育院校问卷占 27.2%。

四、大学本土留学个人收益的计量结果

（一）估计倾向指数

我们采用 logit模型估计了倾向指数，因变量为个体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

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1表示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反之取值为 0），协变量为影响

个人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因素，得到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 logit模型回

归结果以及各个变量对其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2所示。表中

数据表明 logit回归结果拟合较好（LRchi2=266.84，p=0.000，Pseudo R2=0.1999），

通过了 ROC检验，表示我们选择的协变量对个人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比较

强的解释力，协变量能比较显著地预测个体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

从 logit模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个体人口学特征、所学专业、家庭背景（家

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对个体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显著影响。在

性别层面：相对女生，男生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 5.0%；在独生子女

与否层面：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 12.0%；

在专业层面：相对人文社科专业，因学习语言类专业而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

最高，经管类学科其次，因学习理、工科而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较低，这反

映出本土留学教育在语言类学科、经管类学科具有较强优势，而在理工科优势并

不明显；在家庭所在地层面：相对于农村学生，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学生接受本土

留学教育的概率分布提高了 8.2%、26.0%，我们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本土留学机构

的招生宣传分布以城市为主，以及本土留学教育成本较高等原因造成的；在家庭

经济水平层面：家庭经济水平对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家

庭收入处在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为参照，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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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 17.9%，而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接

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提高了 19.8%，反映了家庭经济水平对个人能否接受本土

留学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表 2 预测倾向指数的 logit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性别（1=男性） -0.287* 0.160 -0.0528* 0.029

独生子女与否（1=是） -0.689*** 0.201 -0.117*** 0.036

专业（人文社科为参照）

理学（1=是） -0.856** 0.402 -0.149** 0.073

工学（1=是） -0.954** 0.356 -0.167** 0.064

经管类（1=是） 0.526 0.356 0.098 0.065

语言学（1=是） 0.616 0.486 0.111 0.089

家庭所在地（农村为参照）

乡镇（1=是） -0.210 0.293 -0.032 0.053

县城（1=是） 0.418* 0.253 0.082* 0.046

城市（1=是） 1.380*** 0.253 0.260*** 0.044

家庭经济水平（平均水平为参照）

远低于平均水平（1=是） 0.365 0.383 0.058 0.070

低于平均水平（1=是） -0.913*** 0.235 -0.179*** 0.042

高于平均水平（1=是） 1.070*** 0.216 0.198*** 0.037

远高于平均水平（1=是） 0.501 0.668 0.116 0.120

常数项 -0.197 0.376

Log likelihood -555.363

LR chin2（13） 266.84

Prob > chi2 0.0000

Pseudo R2 0.1999

注：* p<0.05，** p<0.01，*** p<0.001。

（二）基于倾向指数的匹配及匹配平衡性检验

在得到倾向指数后，如果使用不同的匹配方法，匹配的精度和匹配样本数目

均有所差异，若一味追求最精确的匹配，则会造成样本量的流失；但若盲目扩大

匹配范围，则会降低匹配精度会产生不同数量的个体对公共域内的个体。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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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对样

本数据进行匹配。

PSM模型消除样本选择性偏差效果取决于匹配过程中是否满足条件独立性

假设及共同支撑域两个前提假设，如果匹配未能满足前提假设，则表示协变量或

匹配方法的选择不恰当，PMS估计结果是存在偏差的。我们采用 T检验对匹配

前后各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从表中数据

可知，采用三种方法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数据通过了 LR检验，协变量不

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 0.649,0.733,0.112，且匹配后的伪 R2值均有所下降，

满足条件独立假设，表明三种方法的匹配质量良好。同时，表 4揭示了各协变量

匹配前后两组均值差异、标准偏差、偏差削减结果以及 T统计量。从表中数据

可知，性别、专业（除语言学外）、家庭所在地（除县城外）、家庭经济水平（除

远低于平均水平外）在匹配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具有显著的差异，采用最近

邻匹配后，各变量均值的偏差下降了 50.0%以上，两组变量的标准偏差控制 10.0%

以下，表示各协变量的均衡效果好，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个体特征差异得以控制。

此外，图 2揭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个体的倾向指数直方图，可以看出，两组样本

数据均有重叠，存在共同取值范围（on support），即满足共同支撑域假设。

表 3 匹配效应的检验

匹配方法 样本 Pseudo R2 LR chi2 P>chi2

最近邻匹配法 匹配前 0.200 267.56 0.000

匹配后 0.014 10.55 0.649

半 径 匹 配 法

（0.001）

匹配前 0.200 267.56 0.000

匹配后 0.013 9.52 0.733

核匹配法 匹配前 0.200 267.56 0.000

匹配后 0.018 19.39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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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匹配前后协变量均值偏差及组间差异检验（最近邻匹配法）
①

变量 样本
均值 偏差百

分比

偏差下降

百分比

T检验

本土组 普通组 T P

性别
匹配前 0.466 0.615 -30.2

90.2
-4.68 0.000

匹配后 0.480 0.495 -3.0 -0.34 0.733

独生子女与

否

匹配前 0.607 0.566 8.3
55.2

1.28 0.200

匹配后 0.670 0.718 -3.7 -0.47 0.638

理学
匹配前 0.083 0.155 -22.4

59.4
-3.40 0.001

匹配后 0.084 0.055 9.1 1.35 0.179

工学
匹配前 0.284 0.559 -57.9

100.0
-8.88 0.000

匹配后 0.315 0.315 0.0 0.00 1.000

经管类
匹配前 0.519 0.216 66.2

86.7
10.39 0.000

匹配后 0.568 0.608 -8.8 -0.96 0.340

语言学
匹配前 0.053 0.035 8.9

19.7
1.39 0.164

匹配后 0.018 0.004 7.1 1.64 0.101

乡镇
匹配前 0.063 0.162 -31.6

88.9
-4.73 0.000

匹配后 0.070 0.059 3.5 0.52 0.601

县城
匹配前 0.194 0.204 -2.4

100.0
-0.37 0.708

匹配后 0.165 0.165 0.0 0.00 1.000

城市
匹配前 0.578 0.306 56.9

90.6
8.84 0.000

匹配后 0.615 0.590 5.4 0.61 0.541

远低于

平均水平

匹配前 0.039 0.042 -1.7
100.0

-0.26 0.794

匹配后 0.015 0.015 0.0 0.00 1.000

低于

平均水平

匹配前 0.080 0.299 -58.1
96.6

-8.65 0.000

匹配后 0.029 0.022 1.9 0.54 0.589

高于

平均水平

匹配前 0.255 0.097 42.4
95.4

6.77 0.000

匹配后 0.253 0.260 -2.0 -0.20 0.845

远高于

平均水平

匹配前 0.019 0.007 10.8
70.4

1.74 0.082

匹配后 0.007 0.004 3.2 0.58 0.563

①
由于三种匹配方法结果类似，因此仅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分析样本匹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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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nsity Score

普通高等教育组: Off support 普通高等教育组: On support
本土留学教育组: On support本土留学教育组: Off support

图 2 倾向指数拟合值的分布

（三）匹配后结果分析

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方法匹配后，为克服潜在小

样本偏误对结论的影响，我们运用自抽样法重复 500次检验估计效应的统计显著

性和标准误，进一步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并据此进行统计推断，结果表明（见

表 5）：

1.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最近邻匹配法、

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匹配方法存在差异，采用的公共区间有所不同，计算

结果存在较小差异，我们将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各类处理效应求平均值作为

ATT/ATU/ATE的最终结果（见表 6），从表 6中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普通高等

教育，参加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平均在 20.9%左右，即参

加本土留学教育比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可以使个人月收入提高约 20.9%，这是一个

十分可观的经济收益。

2.相对于传统 OLS方法估计结果（见表 6匹配前数据），基于 PSM模型计

量的本土留学教育收益率有明显提高。传统 OLS方法计量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

收益为 15.1%，PSM方法计量结果比其高了 38.4%，这可能由于家庭资本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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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潜在收入高的学生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更大，造成本土留学生将比 OLS

的随机配置假设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教育收益，因此，如果不考虑样本选择问题，

盲目应用 OLS模型计量教育收益，将造成较大的选择性偏差。

3.普通高等教育个体的潜在收益低于本土留学教育个体收益。ATU数据表明

普通高等教育个体如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潜在教育收益为 16.2%；ATE数据表明

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所有学生提高个人收益率的平均影响效应为 16.7%，从数值

上看呈现 ATT>ATU/ATE。我们认为造成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潜在教育收益较低

的原因可能是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提高工资收入的影响受个人能力、家庭背景等

因素的约束所致。

表 5 基于 PSM模型本土留学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

因变量：平均月收入对数

实验组/对照组样

本数
参数 系数 标准误 Z P

最近邻匹配法

399/273 ATT 0.217 0.037 5.91 0.000

ATU 0.151 0.048 3.14 0.002

ATE 0.178 0.034 5.13 0.000

半径匹配法

（0.001）

399/273 ATT 0.212 0.040 5.35 0.000

ATU 0.148 0.047 3.15 0.002

ATE 0.174 0.037 4.77 0.000

核匹配法

569/399 ATT 0.198 0.037 2.68 0.007

ATU 0.186 0.038 4.91 0.000

ATE 0.150 0.030 5.00 0.000

表 6 匹配前后本土留学教育收益率对比结果

匹配后 匹配前（OLS回归）

ATT 0.209 0.151

ATU 0.162 -

ATE 0.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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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课题组调查数据资源，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构建了本土留学个人收益

PSM模型，并据此估计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

性别、专业意向、家庭背景（家庭独生子女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水平）

等因素对个体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匹配的计量结果表明，本土

留学教育存在显著的经济收益，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增加个人收入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同时，本文也揭示了本土留学教育对不同学生群体提高个人教育收益的

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未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大学生其潜在收益明显低于本土

留学生的教育收益，表明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如果接受本土留学教育，不一定能

达到本土留学生个人收益率水平，反映了本土留学教育经济收益的风险性。

自上世纪 90年代，伴随着我国留学市场“留学垃圾”的出现，留学学校鱼

龙混杂，再加上留学生安全性问题频发，多数家长对孩子出国接受留学教育忧心

忡忡。而大学本土留学作为一种新的留学教育形式，为个人提供在本土接受外国

高等教育机会与活动，既受期待，也受质疑。本研究结果揭示了本土留学教育对

提高个人收入方面起到显著地促进作用，其收益率高于普通高等教育；但也揭示

了不同群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获取收益的风险性。本土留学教育存在优势和不

足，同时也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无限的挑战。在高等教育投资选择时，个人或家

长需要系统分析本土留学教育的各种内在、外在因素，以求能够发挥优势，去除

劣势，利用机遇，回避风险。

最后，虽然本文重点讨论本土留学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但我们不能忽视本

土留学教育对个人非经济收益的影响。由于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接受本土

留学教育积累的很多知识和技能很难被外部化，如本土留学教育可以为个人提供

丰富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对提高个人合作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等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土留学教育有利于学生与外方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为

个人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出国留学途径与渠道等等。因此，个人及家长不能仅仅依

据经济收益率进行决策，还应提高对非经济收益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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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Benefit of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at the Undergraduate: Evidence from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Zhang Ziwei & Ke Youx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sampling from the 7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2014,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l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on individual

economy income. Sample selection bias is controlled by using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dividual gender, major intent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other factors had a main impact on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choice. Also the economic return of those attending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was

20.9% higher than those attending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The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student groups, the potential benefit for

students who don’t attending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was smaller than the

benefit for students who attend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Key words: localized overseas education; individual benefit;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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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涉外办学研究

鄢 晓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海湾地区的涉外办学体现出为国外教育机构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和宽松的政策、

服务国家建设、促进实现向知识经济转型、选取国际分校标准多样化等特点。从设立国际分

校的动因看，教育输出国和教育输入国各取所需，和谐发展。国际分校的发展面临着挑战：

办学经费的挑战、教师队伍的挑战、学生来源的挑战以及“连锁店”办学的挑战等。总体而

言，目前海湾六国的国际分校发展质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提升，这一地区国际分校发展过程中

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外合作办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海湾地区；国际分校；中外合作办学；启示

因石油收入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海湾六国
①
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而其教

育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水平却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差距明显。六国中除沙

特和科威特以外，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阿曼苏丹国 4国在 70年代以前国内

均无大学。因此，海湾六国向国曾一度外派出大批留学生来弥补本国高素质人才

不足的问题，但这一做法收效不明显。近年来，在海外地区部分国家认为将学生

送出国留学这一行为有损于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而开始缩减资助派出留学生的幅

度。
②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海湾六国积极转变发展高等教育的思路。一方

面，海湾六国积极建设本国的高等院校，不断增设所需的专业。另一方面，各国

大力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提升本国的高

等教育水平。

一、海湾地区国际分校办学的发展

目前，在海湾六国办学的国际分校共有 59所，这些国际分校来 17个不同的

①
海湾六国主要指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组成国家，包括了阿联酋、阿曼苏丹国、巴林、

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6国。
②
仝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现代化进程浅析[J].西亚非洲,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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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详见表 1和 2。

表 1 海湾地区国际分校东道国数量列表

东道国（Host country） 数量

巴林（Bahrain） 3
科威特（Kuwait） 2
阿曼苏丹国（Oman） 1
卡塔尔（Qatar） 11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 41

迪拜酋长国（Dubai） 30
阿布扎比酋长国（Abu Dhabi） 6
阿斯海马酋长国（Ras Al Khaimah） 5

合计（Total） 59

数据来源：Glob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globalhighered.org

表 2 海湾地区国际分校举办国数量列表

举办国（Home country） 数量 举办国（Home country） 数量

澳大利亚（Australia） 4 荷兰（Netherlands） 2

比利时（Belgium） 1 巴基斯坦（Pakistan） 1

加拿大（Canada） 4 俄罗斯（Russia） 1

法国（France） 3 斯里兰卡（Sri Lanka） 1

德国（Germany） 1 瑞士（Switzerland） 1

印度（India） 8 菲律宾（The Philippines） 1

伊朗（Iran） 1 英国（United Kingdom） 10

爱尔兰（Ireland） 2 美国（United States） 16

黎巴嫩（Lebanon） 2

合计 59

（一）海湾地区国际分校的办学形式

国际分校在海湾六国的办学模式分为两种：

一是国际分校分散在各国的不同城市举办，“群岛式（Archipelago hub）分

布”；二是若干个国际分校聚集在某地举办，“卫城式（Acropolis hub）分布”。①

① Kinser Kevin. The Private Nature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J]. ASHE High
er Education Report, 2010, Vol.36 Issue 3: p107- 119. 1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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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湾六国国际分校的具体情况看，第二种形式是未来海湾地区国际分校的发展

主要模式。

1.群岛式分布

采用这种形式举办国际分校的国家有科威特、巴林、阿曼和阿联酋中的阿布

扎比酋长国。这些国家国际分校的数量较少，且尚提出建立教育特区的规划。目

前，科威特有两所国际分校，它们分别是科威特马斯特里赫特商学院（Kuwait

Maasstricht Business School）和博士山学院科威特分校（Box Hill College Kuwait）。

博士山学院是科威特大学中唯一的女校，以培养科威特女性精英为目的。阿曼苏

丹国只有 1所国际分校，阿曼德国技术大学（Germ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它是亚琛大学在阿曼的分校。巴林有 3所国际分校，分别是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

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Bahrain）、菲律宾德 AMA 国际大学（AM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Bahrain）和美国的纽约理工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阿布扎比酋长国引进了 6所国际分校，但它并没有设立自由贸易

区，国际分校在其境内以群岛式分布。这 6所国际分校分别是：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Abu Dhabi

Campus）、法国巴黎索邦大学（Paris - Sorbonne Abu Dhabi）、纽约电影学院（New

York Film Academy Abu Dhabi）、纽约理工学院（NYIT - Abu Dhabi）和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

群岛式分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东道国对国际分校的管理相对松散，且所能够

提供的资源和管理服务较难全面地估计到分校发展所需。但群岛式分布从另一个

角度看，即从国际分校的角度看，分校受到当地政策限制比较小，自主权更大一

些
①
。

2.卫城式分布

卫城式分布是按照东道国政策规划的需要而形成，东道国划分出特定区域，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基本管理服务以及为本国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费用的优惠条

件等，“筑巢引凤”吸引国外高校前来办学，如迪拜的国际学术城、拉斯海马的

学院区和卡塔尔教育城。

（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际分校

① Kinser Kevin. The Private Nature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J]. ASHE High
er Education Report, 2010, Vol.36 Issue 3: p107- 119. 1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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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地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七个酋长国组成，它的财力最为雄厚，其

引进国际分校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已初具规模。在七个酋长国中，迪拜（Dubai）

和拉斯海马（Rasal Khayman）两个酋长国设立了“教育特区”，聚集了一批国际

分校。

迪拜酋长国 TECOM在 2002年投资设立“迪拜知识村”，随着建设的逐步推

进，项目计划不断更新，最终确立“迪拜学术城”为发展的重点。迪拜学术城占地

1800万平方英尺，容纳了 23所国际分校，近 20000名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根

据迪拜教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国际学术城目前提供的课程和项目超过 400个。

拉斯海马酋长国在 2000年提出了其建设学院区（下属于自由贸易区）的规

划，希望利用开放的政策吸引国外大学、科技组织、健康组织以及各种研究中心

到学院区来办学。目前，学院区中有国际分校 6所。学院区享受自由贸易区的所

有优惠条件，如永久免税的投资环境，100%的外资所有权，快速便捷的创业和

支持服务，阿联酋签证的快速发放，一系列满足业务需要的房地产设施，一站式

连续业务、支持提供广告、文献的证明和翻译、活动管理、员工的招募培训、采

购以及其他服务，充满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能够便捷地通向欧洲、北美、中东乃至

中亚、南亚市场。
①

（2）卡塔尔教育城

卡塔尔教育城由“卡塔尔教育、科学和社会发展基金会”于 1995年发起并

投资建设。作为基金会的旗舰项目，卡塔尔教育城获得的投入巨大，教育城旨在

成为地区优质教育中心。与其他教育中心不同，卡塔尔教育城容纳了从基础教育

到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各种教育机构。目前，卡塔尔教育城引进的高水平国际分校

有 8所。

（二）海湾地区国际分校的人才培养

不论是“群岛式分布”还是“卫城式分布”的国际分校，海湾地区各国引进

这些教育资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实现本国教育特别是高等

教育质量的提升。各国在引进国际分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引进专业和办学层次

的综合考虑。

① Free Trade Zone. Bruchures and Publivations[EB/OL]. http://rakftz.com/About/Brochu
res-and-Publications



433

1.专业设置分布情况

59所国际分校所设立的专业相对比较集中，以本科专业为例，统计结果显

示，专业主要集中在工学类专业，占总专业数量的 26.4%，如电子工程、计算机

工程、机械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石油工程等专业；商科类专业，占专业总数

的 25.0%，如会计、财政学、管理学、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理学类专业，

占专业总数的 10%，如化学、生物科学、数学、物理等专业；医学类专业，占专

业总数的 7.7%，如药学、牙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医疗管理等；以及与旅

游业相关的专业，占专业总数的 6.8%，如酒店管理、旅游管理、可持续旅游和

区域发展、休闲管理等。其他一些专业分布数量较少，占的比例较小。从专业设

置看，专业设置围绕该地区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特点比较明显。该地区石油工

业需要提高品质，各种自贸区需要大量的国际商业人才，作为国际旅游疗养热点，

对旅游业相关人员、健康医疗护理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多。国际分校的专业和培养

层次设置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各种需求。

2.办学层次分布情况

海湾地区国际分校的办学层次，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硕士层次数量有限，

通常是MBA专业硕士；博士层次的数量更少，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国际分校开

展了博士层次的教育教学活动。以迪拜国际城为例，从迪拜国际学术城 2014-2015

学年项目手册的相关数据显示，国际学术城提供专业学位课程的高校有 23所，

其中开设本科专业的高校有 19所，开设硕士专业的高校有 18所，开设博士专业

的高校有 5所。相应层次所开设的专业，本科专业学位项目 175个专硕士专业学

位项目 155个，博士专业学位项目 19个。

部分国际分校，不仅提供学位教育，而且也提供各种培训，颁发文凭证书。

国际分校也考虑到学生的个人情况，还推出了一系列半工半读的学习计划。

（三）海湾地区国际分校办学的特点

1.海湾地区国家为国外教育机构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和宽松的政策。

海湾地区国家为了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国外教育机构前来办学，向这些国

际分校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如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设立分

校，阿布扎比政府不仅向纽约大学预付了 5000万美元的“礼品”作为定金，而

且承诺负担纽约大学在阿布扎伊校园的全部费用，还承诺继续对纽约大学进行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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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同时，阿布扎比政府也承诺，纽约大学如果因为这一项目受到任何损失，将

由阿布扎比政府予以相应补偿。可以说，海湾地区国家竭尽全力地为国外教育机

构创造优越的条件。

2.海湾地区国家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均旨在服务国家建设，有助于实现向知识

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

海湾地区国家受益于巨大的石油财富，能够向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优厚的条

件，吸引许多世界名校在其境内开办分校。国际分校的到来，使这一地区迅速具

有了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不仅使得实现聚集大量高质量高水平

的人才资源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引进世界级水平的科研团队和科研成果成为可

能。高校和研发机构、企业并存，实现了教育、科研、应用一体化，带动了整个

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向知识经济转型。

3.海湾地区选取国际分校的标准多样化。

数据显示，海湾地区国家引入国际分校的来源国有超过五分之二的分校是美

国和英国的院校（比例分别为 23.7%和 16.9%），且许多高校在世界上排名靠前，

知名度高。以卡塔尔教育城为例，由于他们邀请设立国际分校的都在国际院校排

名上具有靠前的名次，所以卡塔尔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这些分校进行相关认

证。

在研究中发现，海湾地区国际分校来源国分布有另一个特点，印度高校在这

一地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达到 15.3%。这些高校的总体排名虽然并不能与英

美高校相媲美，但是这些高校在印度国内的学科、专业领域，或者首屈一指排名

靠前，或者办学特色鲜明。这或许是他们能够得到海湾地区国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海湾地区举办国际分校的动因分析

根据一项经合组织（2004）研究所阐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四个主要策略，

即增进相互理解的策略、吸引技术移民的策略、创收的策略和能力建设的策略
①
，

并结合海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笔者认为海湾地区各国举办国际分校的动

因有：

① OECD.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rade in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
s(2004).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转引自：查强，康
静，蒋家琼.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一个批判的文化主义视角[J].大学教育科学，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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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分校输出国设立分校的动因分析

1.输出国国家政治外交战略的需要

海湾地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扼守战略要冲，是伊斯兰教的发源

地。伊斯兰教本身固有的强烈政治参与性，使它不但对地区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格局也不容小觑。一些国家出于国家政治外

交战略的考虑，利用“教育”这一软实力的手段来缓解伊斯兰教对西方国家的一

些敌意，是比较柔性和易于实现的。国际分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增进相

互理解的策略”的应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增进中东海湾地区国家的人民对西

方民主文化的理解”。

2.主办国高校设立国际分校能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进入 21世纪以来，各大排行榜，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高

等教育增刊》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排名，纷纷将高校在世界的地位（以“国际

教师”和“国际学生”为主要指标）列入排名视野。即便是那些世界顶级的大学

也或多或少地关注自己在排行榜上的表现。创办设立国际分校或举办海外文凭项

目，应该说是各高校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权宜之计。海外合作项

目不仅有助于提高举办国大学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望，也有助于吸引研究人才，

吸引更多的资金，最终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设立国际分校应该说对学校

本身的国际化程度是一个“增值”的过程，大大增强母体学校的“国际化浓度”。

3.举办国高校设立国际分校能增强大学的经济实力。

在设立国际分校的过程中，另一个最大实惠是能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争取外

部资源是增强大学综合实力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体现了 4个策略中“创收策略”。

基于东道国对主办国高质量教育的强大需求，主办国顺势把高等教育变成其“出

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总的来说，“创收”不仅体现在经费上，还体现在提升高

校的国际化水平上。

（二）国际分校输入国举办分校的动因分析

1.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中东海湾地区是以农业和鱼牧业为主，自然资源极度匮乏让这一

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低下水平。50年代初，因石油收入让这一地区不少国家特

别是海湾六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这些国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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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石油收入投资于三个相互关联的主要领域其中之一就是改善包括医疗卫生和

教育体制在内的各种社会服务。
①
虽然海湾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但

是这些国家充分意识到石油收入的不稳定性，必须对国家的经济支撑产业进行调

整，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因此，出于对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而本国的

教育资源、教育水平又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大量吸收境外高校成为最为

直接的提高本国教育质量的途径之一。

2.提高本国劳动人口素质的需要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海湾地区许多国家高居不下的文盲率使得其本国人口在

就业方面处于劣势，外国工人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一直很大，对外国工

人数量和质量严重依赖。正因如此，中东海湾地区国家一直试图寻求本国劳动力

的“本国化”。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必须提高本国劳动人口的素质，让他们接

受良好的教育。

总的来看，海湾地区国家有着强烈带有“能力建设的策略”的动机，不论是

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还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都体现了“能力建设的策略”。

经合组织的报告（2004）认为，“吸引技术移民的策略”侧重于教育出口策略，

然而笔者认为，在海湾地区国家中，这一策略在海湾地区国家举办国际分校动机

中也表现的十分明显。海湾地区国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且优厚的待

遇能够吸引到技术移民。许多在这一区域国际分校就读的学生愿意选择留在当地

就业，这显然能够大大充实人才队伍。

三、海湾地区国家国际分校面临的挑战

国际分校在海湾地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所要承担的风险始终存在。

部分高校在近几年被迫关闭，详见表 3。

表 3 已经倒闭的海湾地区国家国际分校情况列表

机构名称 东道国 主办国 关闭时间

①
G.巴赫贾特,周岳峰,石学斌译.海湾六国教育回顾与展望[J].比较教育研究,2000(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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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ul University（德保罗大学） Bahrain
United
States

-

Bentley University（本特利大学） Bahrain
United
States

2002

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entre（博拉科技学院）

Bahrain India 2000

Hull University（赫尔大学） Bahrain Philippine -

University of Waterloo(滑铁卢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Abu
Dhabi

Canada 201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南昆士兰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Australia 2005

EHSAL-Hogeschool-Universiteit
Brussels（布鲁塞尔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Belgium 2009

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
(圣雄甘地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India _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Sri
Jayewardenepura
（贾亚瓦德纳普拉大学研究生院）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Sri Lanka 2009

Bost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Dent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波士顿大学口腔研究和教学中心）

United Arab Emirates, Dubai
United
States

_

University of Pune（普纳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Ras Al
Khaimah

India _

George Mason University–Campus
turned into American University of
RAK（乔治梅森大学）

United Arab Emirates, Ras Al
Khaimah

United
States

2009

数据来源：Glob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globalhighered.org

这些倒闭的国际分校没能继续办学的原因反映出这一地区办学所面临的挑

战是十分严峻的。

（一）办学经费的挑战

海湾地区大部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特别是维持“教育城”运作需

要花费巨额经费，经费包括了员工的工资、住房、教学、项目的各种预算、旅费

以及各种当地生活的费用，而学费是大学唯一的收入来源。即使能够得到当地政

府的经费支持，也无法保证经费能够持续不断的获得。因为“石油收入”不稳定，

所以并不是一项能够持续获得经费的来源。因此，如何实现经费的持续性是这地

区涉外办学能够长远发展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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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队伍的挑战

与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一样，在海湾地区的涉外办学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

如何能够保证母体高校的教师来到分校开展教学和科研？也许短期内的优厚条

件（工资条件、住房条件、子女教育、先进的基础设施等）的确能够吸引教师来

到这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主要阵地还在母体高校，

如何保证他们能够继续留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维持教职员队伍的稳定性是这一

地区面临的另一挑战。

（三）学生来源的挑战

海湾六国由于长期以来外来人口占据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海合会中一些国

家推行了以本国人取代外国工人的政策，他们对雇佣外国工人加以限制，确定雇

佣本国工人的最小配额，提高雇佣非本国工人的费用，并且本国工人和非本国工

人的待遇差别非常明显。然而，海湾国家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的目的之一是使这一

地区成为教育中枢，吸引其他国家的生源和技术移民。对本国工人的保护政策是

否会对生源和技术移民产生负面影响是海湾地区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四）“连锁店”办学的挑战

59所国际分校中有不止一所大学在海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多个地点办

学，存在“连锁店”办学的形式。如波士顿大学在迪拜医疗城有迪拜牙科研究与

教育中心，又在科威特建设分校；康奈尔大学、德州农工大学在卡塔尔教育城有

分校，又在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研究中心建设；纽约理工学院在巴林、阿布

扎比、约旦的三个城市办有分校。一所大学在同一个地区开办多所分校，这对母

校而言是能够降低运作成本的做法，但是教学质量能否得到保障成为又一个挑

战。

四、海湾地区国际分校办学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启示

在引进国外教育资源方面，海湾地区举办国际分校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

国中外合作办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卫城式分布可以作为具有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发展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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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城式分布的优势就在于对“特区”中的教育教学相关事务可以进行统一管

理，统一服务，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同时，对于一些公共设施（如运动场

所、生活休闲场所、会议场所、图书馆等）、卫生医疗服务可以集中共享，不仅

可以提高设施设备的利用率，而且对各所机构，不需要重复建设、安排人员管理，

节约成本。就目前国内具有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情况看，与中方母体高

校并不在一个区域，几乎都属于异地办学。各个机构成立之初，在校园基础建设

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时间，如果能够由当地政府邀请，集中在某地办学，

由政府提供部分办学设施和管理服务，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集中注意力在人

才培养上，这不失为一个提高办学效益的办法。

（二）设立专业与办学层次必须经过充分调研，根据所在国（地区）的人才

需求进行设置

从海湾地区国家引进国际分校所设立的专业情况可以发现，这些专业基本上

都能紧紧围绕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才需求进行设置。虽然与我国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项目专业设置相似，工学类专业和商科类专业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从具体

的专业可以发现，服务于该地区的石油经济和旅游休闲经济的特点比较明显。作

为对比，在国际分校群体中退出的部分分校，其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原因就在于

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需求不匹配造成的。从这点上看，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项目应该吸取教训，在引进国外教育资源时，进行充分的人才需求调研，进行风

险评估是非常必要的。

（三）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标准应该多样化

在调研海湾地区国际分校的合作院校过程中发现，世界知名高校是该地区引

进的重点，但是也有部分名气不能与之相媲美的高校却能在该地区进行办学。原

因就在于这些高校名气虽然，但是学科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以说是另一种“优

质”。在选择合作院校时，“优质”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院校在世界知名，整体

排名靠前的是一个参照标准，而专业优势突出，特色明显，为我所需也可以作为

另一个标准。这中外合作办学所强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特点，即多样性、实

用性、互补性、过程性
①
，异曲同工，实践与理论相互印证。

①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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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oreig-related Education in the Gulf Region

Yan Xiao

Abstract: The overseas education in the Gulf Region show some common points,

such as all of them generally legislate to support the 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set up the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 take the realization of knowledge base

economy as the purpose, and set a variety of standard to choose the partners, etc. Both

the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countries have the purpose to set up the branch campus

and both their purpose can be catered for. We fine that the branch campus faces

challenges also, such as the stable support of education budget,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there may be a problem in running schools in a way as "chain store" . On the

whole, Weather the quality or the size of the overseas branch campus in the Gulf

countries are operating well, and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can get inspiration from them.

Keywords：Gul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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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经验及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启发

方 宝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为推进区域教育中心建设，新加坡政府将发展涉外合作办学融入国家经济发展

的大局，不遗余力地给予引导、扶持和干预，并采取坚持引进高质量教育资源、实施灵活多

样的合作方式以及大力发掘私立教育潜力等措施。然而，新加坡的区域教育中心建设也存在

着政府与大学需求失衡、过于依赖国外人才支撑、本土人才培养欠佳等潜在问题。这在政府

角色定位、加强国际化优质人才培养、提升办学“附加值”、发挥私立教育机构作用等方面

给我国涉外合作办学带来重要启发和思考。

关键词：涉外合作办学；新加坡教育政策；区域教育中心

1965年，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形成独立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之中，高等教育发挥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数量偏少，教育规模总体偏小，而真

正令其引以为豪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的涉外合作办学，特别是“区域教育中心”

（Education Hubs）建设的推进。区域教育中心是一个相对新鲜事物。按照简·奈

特（Jane Knight）的定义，“区域教育中心的概念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即某

国为使自己成为区域内或区域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而制定的计划和所做的

努力……其判断的标准是，该国或地区是否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有国内外人士参与

的集群（Critical mass），该集群包括学生、教育机构、培训公司、知识产业、科

学技术中心等，他们相互交流，有时共处一地，从事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其

他创新活动”。
①
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简·奈特将世界范围内所存在的三种不同的

教育中心进一步区分为：学生中心、高级技能人才中心、知识与创新中心。作为

涉外合作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声称正在建立区

域教育中心，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卡塔尔、巴林、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① Knight, J.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
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15,(3): 22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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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所取得的斐然成绩，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

其在发展涉外合作办学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一、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发展历程概述

上个世纪 90年代末期，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为新加坡区

域教育中心建设提供了一个全球大背景。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以及高素质人才培

养的紧迫性使涉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面对日益

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政府都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进而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

暴则成为了推动新加坡加快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金融风暴给新加坡造

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低端的加工制造经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

知识型、创新型经济面前毫无优势，甚至不堪一击。因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知识经济产业就成为了新加坡政府新的共识。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为了

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新加坡政府决定以加快高等教育涉外合作办学为突破口，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为此，1998年新加坡贸易工业部下属的经济发展局提出了旨在提高新加坡

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双翼发展”构想（The Idea of Twin Wings）。该构想

根据新加坡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高技能人才的长远需求，计划在

未来 10年内引进至少十所世界顶尖大学到新加坡开办分校或进行合作办学，即

著名的“十所顶级大学计划”（Top 10）。在这一计划中，其引进大学的形式包括：

开展教学和科研合作，联合培养学生，推进学科改造；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在新加

坡建立分校，为本国和本地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按照一流大学模式建

立新型大学，比如“新加坡管理大学”。
①
通过这一计划，新加坡希望能够以最快

的速度集结世界各地的一流专家、学者以及高水平的教师与高质量的学生，进而

迅速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在教育、科研、创新

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中心。此外，为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科技水平和就业能力，

新加坡政府大力吸引外国教育机构来新加坡进行合作办学，其外来合作机构包括

① 陈娟.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探析[D].厦门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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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大学、外来学位课程、公司培训中心、寄宿及国际学校四种类型。
①
同时，

为了进一步发展教育和培训服务产业，政府鼓励合作办学机构广泛招收外国学

生，特别是亚太地区学生来新加坡留学，从而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区域教育中

心”。“双翼发展”计划的实施开启了新加坡全面建设“区域教育中心”的序幕。

经过 5年的努力，新加坡的“双翼发展”构想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引进大学

方面，其成功引进了 8所世界顶尖大学来本国合作办学，其项目包括美国麻省理

工大学与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建立的以培养研究生层次工科

人才为主的分校、霍布金斯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建立的“国际医学中心”、

霍布金斯大学在新加坡独立开设的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

建立的以培养物流与管理专业硕士为主的亚太物流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

学院协助建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大学联合研究中心”、芝加

哥大学开设的管理学院、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建立的新欧工商管理学院等。
②
在

引进外国教育机构前来合作办学以及接收外来留学生方面，新加坡也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随着广大高等院校、中小学的国际学校以及各种职业培训机构中外国留

学生的日益增多，新加坡还将教育服务贸易建设成了一个新兴产业。“据新加坡

政府的不完全统计，2002年新加坡已经有 50000多名外国学生在 1800多所公私

立大中小学学习，这些学校雇佣了 47000多教职工，已经获得了 33亿新元的产

值收入，占新加坡 GDP的 1.9%”。③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大区域教育中心建设，同时作为“双翼发展”构

想的延续，2003年 8月新加坡政府提出“环球校舍”（Global Schoolhouse）计划。

该计划源于 2003年 2月经济检讨委员会发表的面向未来十五年经济发展的一份

报告：《新挑战，新目标——迈向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New Challenges, Fresh

Goals——Towards a Dynamic Global City）。该报告在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方面明确

提出了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环球校舍”的总体目标，从而使新加坡在国际教育

服务市场中占领更多的份额。在具体目标上，该报告指出在 2010年之前，争取

实现在现有 5万外来留学生规模的基础上，再扩招 10万自费留学生和 10 万短

期培训学生，并实现教育服务贸易收入占 GDP 5%的目标。

① 冯国平.跨国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② Sidhu,R.,Ho,K.C.,&Yeoh,B. Emerging education hubs: the case of Singapore.Higher

Education,2011, 61,(1):23-40.
③
张民选.新加坡案例：拓展国际教育建设世界校园[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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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校舍”计划提出要进一步吸引高水平的“世界级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来新加坡合作办学或开设分校，同时加强新加坡与世界高水平大学

建立科技联盟与合作。在合作办学过程中，开发联合学位和双学位项目是其常见

的一种合作模式，比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法国埃塞克工商学院、瑞士圣加伦

大学、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印度孟买理工学院、英国华威大学、北京中医药大

学等分别联合开设的双硕士学位或联合硕士学位培养项目。2009年 9月，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还首次与来自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联合开办生物医药博士学

位课程。到 2013年 3月，该合作项目已增至 7个。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的外来研究生占其研究生总体的比例达到了 60%。①
此外，2003年以来亚洲地区

国际留学教育需求的迅速增长为新加坡留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良好契

机，新加坡的留学生人数也获得突破性增加，其国际学生从 2002年的不足 50000

人，发展到了 2006年的 83000人。②
“环球校舍”计划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新

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是一个多赢的过程，其发展不仅定位于学生中心、

高级技能人才中心与知识和创新中心三种模式中的一种，而是兼而有之。
③
通过

吸引世界知名大学和国外教育机构前来合作办学，新加坡为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

发展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同时，通过吸引大量国际学生的到来，进而

从中吸收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可以有效解决本土人才不足的问题。此

外，通过吸引世界知名大学前来开办分校，新加坡留住了一部分自费到国外留学

的学生，也招收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从而加快了其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发展，

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的行动对新加坡的经济

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

①
参见南洋理工大学网站：http://global.ndu.sg/joint/Pages/default.aspx,2015-09-10.

② Education Work Group of the Sub-committee o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ing Singa
pore’s Education Industry. Singapore, MIT, 2007.

③ Sidhu,R.,Ho,K.C.,&Yeoh,B. Singapore: Building 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Hub. in
Knight,J.(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2014:121-143.

http://global.ndu.sg/joint/Pages/default.aspx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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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与新加坡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

易所具有的地理条件、教育声誉、商务地位、社会环境、教学语言等优势密切相

关。然而，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以外，新加坡的成功更取决于其务实的政策构建和

科学的战略规划。

首先，在宏观规划上，新加坡将区域教育中心建设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这使其发展具有了更为深层的意义。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推行“教育配合经济

发展”
①
的战略，从国家经济发展及其对人才需求的目的出发来推进教育的发展。

基于新加坡建设区域教育中心策略的分析，国外一些学者指出，新加坡几乎所有

的公共政策都可以解读为其经济政策在更大层面上的延伸。因此，区域教育中心

的建设实际上是为了支持其政府企图通过提升知识经济在价值创造链条上的地

位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安排。
②
此外，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政策与

其早期的工业化政策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在这当中，政府的政治构想在很大程度

上是把外国当作是创新资源的一个重要依赖。因此，其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目的

并不是单纯地发展或倚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而更多的是为了吸引和留住外来优

秀人才和培养本土高技能人才。“不像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那样把国际生的学费

当作是补贴其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重要来源，新加坡政府并不注重建设一个教育

出口产业”。
③
因此，新加坡愿意支付高额奖学金来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新加

坡政府一直以来都把教育政策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而“环球校舍”计

划正是受新加坡政府发展知识经济的目的所驱动而诞生。“‘全球校舍’计划的出

现是从模仿美国‘基于科学研究的产业集群发展范例’逐渐演变成‘跨国教育与

科研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潜在表达。而这也是在世界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亚

洲地缘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④
达奎拉（Daquila）通过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

化过程中的政策建构进行研究发现，其政策经历了设计、实施、修改和调整的过

程，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去满足国家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⑤
在具体的实践中，新加

① 卢晓中.论新加坡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1997(5)
② Sidhu,R.,Ho,K.C.,&Yeoh,B. Singapore: Building 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Hub. in

Knight,J.(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2014:121-143.
③
同上

④ Sidhu,R. ,Ho,K.C., &Yeoh,B.The Global Schoolhouse: GoverningSingapore’s Knowled
ge Economy Aspirations.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n Higher Education Dynami
cs, 2011,(36):255-271.

⑤ Daquila,T.C.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Education in Singapore:Government Policies an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http://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4-007-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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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引进世界著名大学及其合作项目的时候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目的性，其引进的都

是一些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所需专业人才密切相关并处于学科研究前沿或具有学

科特色的大学；其引进的合作项目都与新加坡的高新产业发展密切关联，比如生

物医学、化学工程、商业管理、分子生物、物流管理、计算机科学等。其次，在

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新加坡十分注重与外方大学联合进行学科建设和科

研活动，从而达到锻炼和提高本土大学教育和科研能力的目的。这是源于新加坡

政府对长期大量聘请外国专家所具有的不稳定性的担忧。

其次，在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扶持和干预发挥了重要的

促进作用。1998年“双翼发展”构想一经提出，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就积极分工

协作、全力介入和支持开展相关活动。其中，教育部负责对引进的合作院校、培

训机构、合作项目、课程教材、师资条件、教学设置等方面进行资格审查；贸易

与工业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下属的经济发展局（Economy

Development Board）负责制定涉外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并积极参与国外大学和

合作机构的引进过程；旅游管理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主要负责新加坡

国内大学的对外宣传活动；公司注册局（Registrar of Companies）主要对外来的

合作院校、教育机构进行注册登记；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ingapore Standar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则主要负责对涉外教育合作相关事务的管理，

包括对其服务质量的认证和保障。李（Lee）回顾了上个世纪 90年代至 2011年，

香港和新加坡各自推进大学国际化的主要政策措施，并比较了这些政策措施在推

动两个不同地区或国家境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其研究结果表

明，在总体上，两者在推动大学国际化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与国外大学合作的模式

上存在本质性差异。香港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合作方式，而新加坡政府则采

取“干涉主义”的方式。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政府在建设区域教育中心方面都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富有建设性的角色。
①
最近十几年来，由于意识到高等

教育在提高国际软实力方面的重要性及其所具有的经济潜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政府都在努力寻求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并热衷于通过与海外伙伴的合作来丰富其

d theNUS Experience.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3,17,(5): 629–647.
① Lee, M.H. Internationalizing Universities: Comparing China’s Hong Kong and Sing

apore (1996–2006).Crossing Border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ERC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2011,(27):28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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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以满足本土居民与外国留学生不断高涨的教育需求。在这样

的背景下，莫克（Mok）对国际学生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学习经历的评价进行了

对比研究，并发现尽管学生被招入的跨国高等教育项目或机构各不相同，但是他

们的满意或不满意都可以部分归结于不同国家在实施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上所采

取的不同发展模式，而这是由两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政策所影响。学生的评价显示

新加坡的跨国高等教育项目实施相对更为成功。
①
这表明政府在引导和规范涉外

合作办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新加坡政府为留学生教育发展提供的相关政策与服务支持是促进区域

教育中心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新加坡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投入，正如其在

“科学与技术计划”（2000–2005；2005–2010）中所言，充分彰显了其想成为知

识与创新中心的雄心壮志。
②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推动区域教育中心建设上可谓不

遗余力。为了更好地推进留学教育服务的发展，新加坡教育和经济管理部门联合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提供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是针对发展国际教育产业所面

临的高水平师资、尖端科研人才、国际化专门管理人才等的大量缺乏，新加坡政

府一方面以优厚条件努力引进国外人才；另一方面，从长远出发，加强本土人才

的培养，积极邀请国外的优秀师资培训机构来新加坡开设分校或开展合作，协助

新加坡培养符合国际教育需求的各类人才。二是建立专门负责为国际学生提供招

生、就业等宣传和咨询服务的促进机构。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留学教

育大国都设置有相关的国际教育促进机构来促进其涉外教育的发展，比如美国设

置的“国家教育信息中心”（Nation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Center）。在这方面，

新加坡也不甘示弱，通过教育促进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来加强对新加坡教育的宣

传、推销，积极吸引外国学生来新加坡留学，并为学生提供后续的相关咨询、就

业协助等服务。三是实施更为灵活、高效和透明的签证申请和审批制度。从2002

年开始新加坡就简化了部分国家学生签证的办理手续。同时，在借鉴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做法的基础上，新加坡也推出了学生打工计划、签证延长计划等

灵活措施，并实施了允许未成年留学生的母亲到新加坡陪读的政策，冀望以此来

① Mok,K.H.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Asia: Student Mobility and
Studying Experiences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12,(25):225–2
41.

② Sidhu,R.,Ho,K.C.,&Yeoh,B. Singapore: Building 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Hub. in
Knight,J.(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2014:121-143.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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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留学本国的魅力。四是进一步为学生提供优越的住宿条件、便利的房屋出租

和安全的居住环境等保障服务。

第四，坚持引进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原则，并实施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新加

坡通过政策的构建来加强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和高

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具有了非常明确的教育品牌意

识，在“双翼发展”构想提出之时，新加坡就实施了吸引十所世界顶尖大学来新

加坡开办分校或进行项目合作的计划。在 2003年以后实施的“环球校舍”计划

中，新加坡政府始终贯彻引进具有学科优势或特色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则，其引

进的高等院校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也有像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具有某一学科研究特长和优势的普通高校。为了更

好地发挥资源优势，新加坡实施了灵活多样的教育合作模式，其主要包括以下四

种：一是吸引世界顶尖大学到新加坡建立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网站（Global Higher Education）的统计，截至 2013年 3月，

全球共建立 188所国际分校，其中新加坡有 16所（包括 2007年关闭的新南威尔

士大学新加坡分校），约占全球国际分校总数的 8.5%。①
二是特许经营

（Franchising），即国外某一院校或教育机构授权新加坡本土的院校或机构开设

其所具有的课程或项目，学生在新加坡完成所有的课程学习，并达到国外大学的

考核要求后，国外大学给其颁发与其母校具有同等效力的学位证书。三是课程衔

接（Program articulations），即新加坡本土的高等院校与国外一所或多所院校通

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同为学生提供教学和学习资源的一种合作办学模式。就学过

程中，学生可以有条件的选择去合作大学的国外分校选修学分。四是联合学位

（Joint degree）制度，即新加坡的本土大学与国外的一所或多所院校联合开展课

程教育，学生一部分时间在新加坡本土大学就读，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大学就读，

其所获得的学分，多所院校之间相互认可的制度。学生毕业时由国内外的合作院

校联合签发学位证书。

最后，大力推进私立教育参与涉外合作办学，以弥补新加坡公立教育规模偏

小的不足，并努力提高私立教育质量及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由于新加坡私立

教育起步比较晚，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许多学校在设备、师资等方比较欠缺，并

① 向亚雯.经验与启示：新加坡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J].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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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些有损新加坡教育声誉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私立学校数量发展迅

猛，新加坡政府意识到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必须充分挖掘私立教育的潜力。

为此，新加坡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有力举措来推进私立教育的发展，希望私立教育

能够成为其拓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首先，为了避免

学位大幅度缩水，新加坡政府明确规定，所有的私立商科学校和技术学院都无权

授予毕业生学位，只能颁发结业证书或毕业文凭。但是，如果私立院校与国外大

学合作，并按照国外大学要求开设课程，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可以给学生授予国

外大学的学位。其次，为了加强对私立院校的监督以及促进私立院校教育质量的

提升，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三项针对性计划，包括“新加坡素质级私立教育机构认

证”（Singapore Quality Class for Private Education Organizations）计划、“消协保

证标志教育认证”（Case Trust for Education）计划和“学生利益保护计划”（Student

Protection Scheme）。2003年 4月，新加坡标新局推出的“素质级私立教育机构

认证”计划规定，凡是要获得此认证的私立教育机构必须以新加坡的素质体系标

准进行运作，其课程设置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其机构具有健全的管理体系，并

能为留学生提供完善的服务。
①
当然，通过“素质级私立教育机构认证”的机构

将在国际学生的招生和管理方面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和优惠。2004年 9月新加

坡出台了“消协保证标志教育认证”计划，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和鼓励那些具

有较高水准工作机制和较为完善的学生利益保护机制的私立教育机构。是否取得

这一认证关系到一所私立教育机构是否有权招收国际学生。“学生利益保护计划”

则主要是关乎学生学费保护的计划。该计划规定，由银行代表私立教育机构管理

学生支付给私立教育机构的学杂费，一旦私立教育机构倒闭或被迫停止办学，学

生可以从托管银行领回其余下的应得学杂费。通过这些计划，新加坡政府希望能

够帮助更多的私立教育机构健全其管理体系和程序，为优质的私立教育机构提供

“品质优良”的标签，从而增强外来留学生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的信任和提高

新加坡留学教育的整体声誉。

三、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潜在问题

① Singapore Standar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Board. Singapore’s Quality Class f
or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EB/OL]. http://www.spring.gov.sg.

http://www.spring.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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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区域教育中心建设中所采取的积极战略和务实策略使其涉外合作

办学取得骄人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对其加以深入和审慎地分析，

就会发现，新加坡的区域教育中心发展也潜在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一是如何保障政府需求与一流大学需求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塞维尔与艾尔萨

科夫（Xavier& Alsagoff）研究发现，随着“自由市场”的升级以及来自教育市

场化竞争的盛行，不少大学把实现“全球化”看作是对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并认为“全球化”的标签等同于市场中高质量产品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他们

进一步探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如何通过三大策略成功地把自己提升为一个全球

性机构的过程。然而，其研究也指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

力，而是因为其顺应了新加坡政府意欲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教育和知识中心”

的宏伟计划。
①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策略正是对政府发起

‘环球校舍’项目的积极回应”。
②③
现在的问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能否继续保持

其应有的竞争力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身份，正如布拉斯（Blass）所言，这些做法

与一流大学的应有理念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想通过教学法、课程和教育哲理等

来建构一个富有自由与意义目标追求的全球化典范，那么我们必须远离受市场驱

动的方式，并重新审视“大学是道德发展之根本”的理念。
④
如果大学过于考虑

发展经济和政府的需求，就必然要在教育质量等方面做出一定牺牲。

二是如何摆脱过于依赖国外的人才支持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对国外高端人

才的过度依赖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担忧，但其并没有找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办法。

西都（Sidhu）等学者对与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密切相关的三个涉外合作项

目，即与杜克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在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的联盟，以及 SMART

（Singapore-MI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

① Xavier,C.A. & Alsag off, L. Constructing “world-class” as “global”: 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201
3,(12):225–238.

② Sidhu, R. The brand name research university goes global. Higher Education,2009,
57,(2), 125–140.

③ Ng, P. T. Singapore’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war for talent: 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1,31,(3):262–268.

④ Blass, E. From globalization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Stepping back to move forward
s in progressing higher education in overseas marke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
g, 2009,16,(4): 17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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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研究联盟）项目，进行的深入研究发现，新加坡与国外大学的一些合作具

有典型的深层次不平等关系。
①
相对于对那些谄媚迎合国外研究机构和人才的项

目而言，新加坡本土能力构建的动力或积极性则是相对逊色的。从长远来看，这

些安排是有问题的，首先他们的合作是基于扭曲的联盟基础之上，这在财政上造

成的风险主要由新加坡来承担，这种状况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其次，正如翁

（Ong）所言“对外来人才实施不同的、更为优越的待遇可能会在更大层面上挑

战社会的和谐”。
②
因此，从长远来看，新加坡如何在区域教育中心建设中加大本

土人才的培养，逐步摆脱对外国人才的依赖，这是新加坡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深层

次问题。

三是如何使涉外合作办学更好的为本土人才培养和留住本土人才服务。虽然

对于区域教育中心建设，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国际学生的招生上，但是发展本

土人才始终是其根本目标。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加大了国外高端人才的引

入，但在本土人才培养或吸引本土人才回流方面，其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一个

常见的现象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往往强调收益的产生而忽视了其它由政府或

其它机构所倡导的多样化理性。李（Lee）通过比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教

育中心的发展，发现其具有三个显著共同目标，即发展本土人才、吸引外来人才

和促进人才“回流”。然而，作者研究发现这三者的区域教育中心建设并没有发

挥吸引外国学生和促进人才“回流”的应有作用。相反，外在的一些因素，比如

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则成为了吸引外来学生的重要因素。此外，作者

还发现这三者的人才培养计划及其在实施中的效果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
③

西都等学者则指出，展望未来，考虑到新加坡作为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国际化城

市的身份及其良好的社会构成，包括良好的高等教育国际生资助制度、良好的福

利和生活质量，新加坡将会持续享受到这一计划在吸引国际学生和熟练劳动力方

面所带来的成功。而新加坡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成功实现向知识与教育中心发展

所要求的第三种模式转变方面，即加强本土能力建设以及在科研进程中采取的政

① Sidhu,R.,Ho,K.C.,&Yeoh,B. Singapore: Building 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Hub. in
Knight,J.(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2014:121-143.

② Ong, A. Ecologies of expertise: Assembling flows, managing citizenship. In Ong,A.
& Collier,S. (Ed.),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
oblems. Oxford: Blackwell, 2005: 337–353.

③ Lee,J.T. Education hub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policy makingand implementation c
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2014,(68):807–823.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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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干预方式。
①

四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因素在吸引外来留学生中的份量，弱化其它非教育

因素的作用。教育因素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占主体地位才是决定教育服务贸易稳

定持久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留学教育的发展过多依赖其它因素来吸引学生，必

然潜在诸多风险。凯尔与福格尔（Kell & Vogl）对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区域

教育中心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亚洲教育中心的建设在实际实

行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②
比如在香港和马来西亚，就存在着有关移民的

问题以及与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关的担忧。这三者在建设区域教育中心方面的优势

之一是在安全保障和政治稳定方面具有良好的声誉。而正如新加坡案例中所凸显

的一样，不是教育本身，而是其它因素的综合影响决定了其吸引国际学生的潜力。

同时，凯尔与福格尔指出，将来，亚洲教育中心的扩张将更多依赖于中国教育市

场，而这将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持续的学生数量增长将主要通过“奖学

金”方式得以维持，比如，2007年中国政府五分之二的奖学金都分配给了去往

亚洲国家留学的学生。同时，作者认为亚洲教育中心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位同样也

面临着挑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把全球学生流向迅速转变的动力归结于全球

性的外在改变以及与特别的地区和国家相关联的国内事务上。

四、对我国涉外合作办学的启发与思考

在大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成功

经验及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可以给我国的涉外合作办学带来诸多启发与思考。

首先，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促进国际化优质人才的培养，使中外合作办

学真正的成为我国高端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

学条例》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

分”，同时“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招收学生，纳入国家高等学

校招生计划”。目前我国已有的 10所中外合作大学以及 2000个左右的中外合作

① Sidhu,R.,Ho,K.C.,&Yeoh,B. Singapore: Building 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Hub. i
n Knight,J.(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2014:121-143.

② Kell,P.& Vogl,G.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Education Hubs in Hong K
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ell,P.& Vogl,G.(Ed.),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Asia Pacif
ic in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2012,(17): 67-8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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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项目也是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因此，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中外合作办学具

有非常明确的本土人才培养定位。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这也是一个明智之举。

然而要真正促进国际化优质人才的培养，使中外合作办学成为我国优质教育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需要始终坚持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则，更要秉承

“回归教育之根本”的理念，即坚持以办优质教育为根本目标和准则。归根结底，

这两个坚持的本质在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规模与速度问题，即在短时期内中外

合作办学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水平。如果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提升办学数

量，势必会影响教育资源引进的质量。同时，大规模的创办合作院校或项目，在

政府财政投入缺乏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其远离市场利益驱动而不偏离教育质量发

展之根本轨道？而从长远生存与发展来看，收益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必须正视和思

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次，中外合作办学如何超越单纯的教育合作范畴，进而提高合作办学的“附

加值”。中外合作大学或办学项目虽然是以招收我国学生为主，但并不拒绝接收

外国留学生。在新加坡，政府将涉外合作办学项目作为吸引大量国际学生的重要

平台来加以运作，并使其成为推动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将来，如

何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在吸引外来留学生和提高“留学中国”魅力方面的作用，

将是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思考。此外，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

资源，特别是世界顶尖大学的同时，我们还需深入思考如何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双方在科学技术研究、科研队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使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集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知识生产、创新能培养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事业。西都等学者

指出，新加坡的“环球校舍”计划是其政府推进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一个关键政

策性平台，其目标是通过网络构建以及与外国大学的合作把新加坡改造成一个知

识与创新中心。同时，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是由足以让世界上大多数的其

它国家都羡慕的非常富足的发展型国家资源所支撑的。而反过来，新加坡发展知

识经济的源泉有赖于其对公民权制度的再造，即通过培养富有智慧、社会与文化

资本的理想国民来促进新加坡知识经济的发展。
①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就必然要在教育教学之外承担更多的任务。

① Sidhu,R.,Ho,K.C.,&Yeoh,B. Emerging education hubs: the case of Singapore.Higher Education,2011, 61,(1):23-40.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Kong+Chong+Ho%22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author=%22Brenda+Yeoh%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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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定位和协调政府的角色问题。在

涉外合作办学方面，政府的政策倾斜以及在具体实践中的支持无疑都是非常重要

的。新加坡区域教育中心建设的经验也表明政府的一系列相关支持是其取得成功

的重要保障。我国涉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政府在资金、政策以及良好

的环境营造等方面的支持。同时政府在宏观的发展思路上的指引，以及在具体实

践中进行的一些合理干预往往也是必要的。然而，要真正的放活中外合作办学，

政府反过来也要给予合作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这引发的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如

何在给予必要支持的同时，又可以较好地避免对具体实践造成过多的干涉和管

控，从而造成运行效率上的障碍。目前，这也是其它国家发展涉外合作办学中所

面临的问题。李对香港与新加坡政府在推动大学国际化所采取的措施进行的研究

表明，政府要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就必须在“自由放任”和“干涉主

义”之间保持一个良好平衡。
①
未来，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如何进一步地实现政府

角色的“平衡”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一个议题。

最后，如何为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壮大私立教育机构参与涉外合作办学，充

分发掘私立教育机构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潜力。在推进区域教育中心建设进程

中，新加坡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其私立教育参与涉外合作办学，从而极大扩张了

其涉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和市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

规定：申请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教育机构应当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具有法

人资格的私立教育机构也可成为中方的办学主体。但目前，我国已经运行的中外

合作大学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的中方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院校。在我国，与公

立教育机构相比，私立教育机构得到的政府资助是非常少的，因此，为提高私立

教育机构参与涉外合作办学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在政策上允许其开展具有一定盈

利性质的合作办学。此外，为了进一步规范私立教育机构涉外合作办学行为，提

高私立教育机构涉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信誉，新加坡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些保障

措施，并实行了多项资格认证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

学行为，我国也进行了一些整顿，比如发布进一步规范办学的规章制度，包括《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教外综[2007]14号）、《教育部

① Lee, M.H. Internationalizing Universities:Comparing China’s Hong Kong and Singap
ore (1996–2006).Crossing Border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in CERC Studies in Co
mparative Education,2011,(27):28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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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教外厅[2012]2号）等文件；并采取

了开展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进行复核，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

项目进行评估等措施。将来，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规范和支持来鼓励私立教育

机构进入涉外合作办学领域应该成为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AnAnalysis of Singapore’s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Hubs:

Experience, Problems and Enlightenments

Fang Bao

Abstract: In order to push ahead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Hubs,

Singapore’s government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elated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to the whole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ies its best to

offer guidance, assistance and interven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ticks to the

measures of bringing in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practicing varied

cooperation patterns and excavating the capacity of private education hardly.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s Education Hubs also exist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f

requirement im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over-reliance of foreign

talents assistance and ineffectiveness of n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All these give our

nation’s foreign related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consideration on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s positio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cultivation, enhancing the value-added in running schools and exerting the

function of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 foreign related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education policy of

Singapore; Education H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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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之路探讨

连进军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印度理工学院能在短短 60年的建校历史间，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与其坚持走国际化合作办学的道路分不开。其国际合作办学有观念先行、定位明确、特色突

出等特点，其国际化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及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

中借鉴与学习。

关键词：印度理工学院；国际合作办学；启示

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最顶尖的工程教育和研究机构，其教学质量可以与世界

一流的理工大学相媲美，可以说是印度高等教育最大和最强的品牌，在世界上享

有盛誉，比尔·盖茨盛赞其为“改变世界的了不起的大学”，2006年《泰晤士报》

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 50名，工科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麻

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商业周刊》说得更直白，他们直接把

IIT毕业生誉为“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从第一所印度理工学院分校创建

到今天，才 60多年的历史，印度理工学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其坚持走国际

化合作办学的道路是分不开的。

一、国际合作办学的开始

1951年创建的印度理工学院第一所分校——卡拉格普尔分校就是以麻省理

工学院为原型构建的。在学术、科研和管理制度上，卡拉格普尔分校力求与国际

一流院校接轨。在师资上，学院不仅汇聚了印度最优秀的学者，而且在世界范围

内招揽最优秀的教师，最先聘来的是欧洲最杰出的学者克劳斯教授和蒂施纳教

授，后者还担任电子学和电子通讯工程系的首任主任。几年之中，学院就发展成

为印度教学和科研水平最高的机构之一。

从 1956年开始，印度开始执行尼赫鲁的工业发展战略，发展国营重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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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业。印度政府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与使用。

20世纪 60年代，印度政府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发展理工教育，并推行

质量改进计划。印度政府认识到，要办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教育单靠自

身的力量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国际组织和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力

量，来帮助印度实现高等教育的发展。印度政府 195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

成合作，双方决定 1957年在孟买建立印度理工学院分校。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从 1956年到 1973年，孟买分校接受了大量的苏联援助。苏联不仅赠送了大

批教学科研设备，还派出专家到孟买指导，共派出了 59名专家和 14名技术人员。

为了培养孟买分校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供奖学金让苏

联专家培养了 27名印度教师。1965年，孟买分校又接受了苏联政府提供的额外

援助，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办学实力。

二、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

马德拉斯分校的创建与发展标志着印度理工学院国际合作办学的全面展开

与深化。1956年 6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西德，德国联邦政府提出帮助印度

建设一所高等理工学院。1958年印、德政府在波恩签订了在马德拉斯建立印度

理工学院分校的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委派 20名教授和专家、5名工长到马德

拉斯；提供 1800万卢比的科研设备；由德国工科大学为印度培养 20名特定专业

的教师。在德国全方位的援助和支持下，马德拉斯分校于 1959年建成，且于 1961

年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成为印度历史最悠久的三所大学之一。

1966年，印德政府签订了第二个印德协议，德国向印度的 20个实验室提供

完备的设备；并为印度提供急需的新实验室；向印度选派教授、专家；由德国大

学培训 60名印度本土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在 20世纪 60年代，德国总统及一些

大学的校长相继访问马德拉斯，同时，马德拉斯分校校长也访问了德国，与德国

的学者、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1974年，印德政府又开始了实施第四

次印德协议，其目标是在大学间建立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建立工业咨询中心，

启动电机工程研究生项目。1976年，马德拉斯分校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一项与马

德拉斯分校航空系合作和援助的协议。1981年，第五个印德协议签订，两国继

续加强大学间的合作项目，推动微处理器实验室、低温实验室和高聚合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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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交换访问学者。

三、国际合作办学的深化

在印度政府与西德合作建设马德拉斯分校的同时，印度与美国合作，建立了

坎普尔分校。195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准备由麻省理工学院援建印

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为此美国工程教育协会和麻省理工学院派出两个考察小

组调查印度的理工教育。1959年，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建立。1961年，美

国国际开发署组建了援助坎普尔分校的美国 9所顶尖大学联盟，包括加州理工学

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高校。坎普尔印美项目为期十年，

在该项目资助之下，来自这 9所顶级大学的教师帮助坎普尔分校建立了学术项目

和教学和研究所必须的实验室。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美国大学联盟

的教师到坎普尔指导。到 1972年 6月项目结束时，美国共有 200人参与到坎普

尔项目中来。第二，坎普尔分校的教师到美国联盟大学接受科研训练。坎普尔分

校先后有 50名教师和技术人员到美国联盟大学接受专门的训练。在时，在此项

目的资助和推动下，从 1964年到 1971年，共有 98名在海外获得学位的印度人

回到坎普尔分校担任教师。第三，9所联盟大学为坎普尔分校赠送设备、书籍和

期刊。到 1971年 6月，坎普尔印美项目共计花费 750万美元为坎普尔分校的各

系及研究中心提供设备。普渡大学图书馆合作项目为坎普尔分校图书馆购买的书

籍资料约 4万册，价值 720万美元。此外，坎普尔印美项目促成了多项有原创性

贡献的合作研究，并使大批学生到美国追求更高的学位，许多学生学成回国，推

动坎普尔分校的进一步的发展。

四、国际合作办学的全面开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

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风起云涌，带动了高等教育国际

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加强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教师互访，相互派

遣留学生、科研项目的合作、联合培养学生等已成为常态。印度理工学院顺应时

代的潮流，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化的力度，利用已有的基础和机制探索多形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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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合作模式。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国外支持实现教学科研设施和设备的现代化

卡拉格普尔分校在 20世纪 90年代后，学校、各系和研究中心几乎都引进和

装备了最先进的设备，如农业和食品工程系的工业酶生产的移动实验室装置等，

还建立了许多新实验室，这些先进的设备和实验室绝大多数都是海外基金会和跨

国公司支持和资助的。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和实验室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科研水

平，为印度的国防和空间技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些跨国公司看中了德里分校

良好的研究基础，在德里分校建立了实验室，如英特尔公司的技术实验室、思科

公司的高级网络实验室、菲利普半导体公司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验室等。这些

实验室一方面可以提高德里分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一方

面可以为公司培养适用的人才，可谓是一举两得。

（二）开展科研合作

卡拉格普尔分校于 1982年成立赞助研究与工业咨询中心，成为学校与印度

国内外相关机构合作的中介和平台。1996-2000年间，共进行了 300个科研项目，

价值 6亿卢比。德里分校利用地域优势，开展的国际赞助研究项目带有印度或德

里的地方特色。如与美国海军办公室合作的印度洋大气与海洋的相互作用研究；

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的欧亚大陆雪盖层对印度夏季季风的实际效应研究；

与欧洲委员会合作的湿润热带国家雨季收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同时也是印度国家

重点关注的领域，能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扩大了印度理工学院的国

际知名度和国际影响，提升其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三）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核心，是高等学校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学

科建设的状态体现高等学校的整体的办学实力、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国

际合作，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在一些学科的建设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印

度理工学院正是凭借国际合作这个途径，使自己的一些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跻身

世界前列。孟买分校十分注重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进行学科建设，如

在人类环境工程学和工业设计、粉尘冶金学和太阳能领域与俄罗斯合作；在海岸

工程学、运输工程学和城市规划与建筑领域与英国合作，使孟买分校的一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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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世界前列水平，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四）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也是一所大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才

能创办一流的大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师资队伍建设更为重要。印度

理工学院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培养和提高学校已有教师的水准。孟买分校、马德

拉斯分校、坎普尔分校、德里分校等一方面聘请西方发达国家的教授到印度理工

学院开设课程以培训教师，一方面选派教师到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和攻读学位。其

次，多方争取经费，支持优秀学者到理工学院任教，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学成留

学人员回国任教。

五、印度理工学院国际合作办学的特点和启示

在短短 60年的历史里，从印度理工学院第一所分校的建立到今天，它培养

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

理工学院坚持国际合作办学的思路。归纳起来，印度理工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观念先行

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贯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策

略。印度政府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后，百废待兴，基础薄弱，要想迅速

提升科学技术和理工教育的水平，就必须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技术

支持，开展国际合作。所以，印度政府与前苏联、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

及高等学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甚至印度总统亲自促成学校间的合作。包

括卡拉格普尔分校、孟买分校、坎普尔分校、德里分校等，都是在外国政府及大

学的帮助之下，在学术、人员、设备、研发等方面建立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得以

建立并迅速发展。

（二）定位明确

印度理工学院创建伊始，其合作办学的对象就瞄准前苏联及英国、美国、德

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毕竟，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已经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积累了较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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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应当从这些国家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经验。同时，与印度理工学院合作的大学

都是所在国最优秀的大学，例如，与马德拉斯分校合作的是柏林工业大学、亚琛

工业大学、波恩大学、汉堡大学、斯图加特大学等；与坎普尔分校合作的美国 9

所大学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如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加

州理工学院等。

（三）合作领域特点突出

印度理工学院与国外相关机构和大学的合作都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的条

件，并不是随意的，有的一些合作研究和咨询项目本身就是国家重点领域，所以，

这些项目的合作成功，带来多方面的效益，不但能为理工学院本身带来好处，扩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有明显的社会效应。如与美国海军办公室合作的大气与

海洋研究；与欧洲委员会合作的热带国家雨季收成研究等。与 IBM合作设立的

高级程序计算机设备实验室以及思科公司的高级网络实验室，则是充分地利用印

度理工学院在信息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基础和领先优势。

（四）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办学

印度政府早在 195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合作，在孟买建立了理工学

院的分校。从 1956年到 1973年，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孟买分校接受了大量

的苏联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奖学金让苏联培养理工学院的教师。为了加

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系，印度政府特地成立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印度国家委员会”（INCCU）这一机构，理顺关系，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卡拉格普尔分校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德里分校为教科文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咨询服务。这些世界性组织和机构其本身宗旨之一就是为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契机和资助，印度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促进本国

大学的发展。

印度理工学院的国际化合作办学道路值得中国高等教育和正在创建世界一

流大学的中国大学借鉴。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再也不能走闭

关自守、独自摸索的道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在理念、制度、功能、师资、学科建设

等都有相当的缺失和不足，我们应当转变观念，积极走出去和引进来，坚持合作

办学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在国际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定位明确，把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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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瞄准发达国家及一流大学，当然也不能忽视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特色的大学。

与此同时，合作办学的领域应当有所选择，最好能够发挥我们已有的教学及研究

等方面的优势，聚焦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例如经济发展、解决贫困、人口、

环境污染及整治等等，有的放矢地引进先进国家及一流大学的优质的教育资源，

同时，要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开发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

一些国际组织的中介作用，发挥它们在信息、资源、经费等方面的优势，使国际

合作办学取得更大的效益。

Research in the Road of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of IITs

Lian Jinjun

Abstract: from its establishment sixty years before, IITs have developed quickly,

and changed into one of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one of the reasons is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with other nations. its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idea first,

clear positioning and feature outstanding. We should learn from India during

develop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building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d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

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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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际高中发展对我国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的借鉴与启示

雷兰川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摘 要：韩国国际高中的发展比中国早十年左右，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目前

韩国国际高中包括普通高中、国际学校和海外学校韩国分校。韩国国际高中开设的主要国际

课程有国际文凭课程（IBDP），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美国学术能力测试课程（SAT），

加拿大 BC省海外高中课程，英国普通高中高等级证书课程（A-Level）等。韩国促进国际

高中健康发展的外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制定相应的国际高中发展政策和通过国际认证等，内

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文化，建设高质量的国际课程

体系，积极推动高水平本土和外籍教师队伍建设等。本文认为韩国国际高中对我国高中阶段

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启示是：政府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对国际高中的发展干预较少，

通过国际高中积极吸引国际学生就读；国际高中采用一校双轨模式提供多种出口。

关键词：韩国；国际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启示

一、韩国国际高中发展概述

（一）韩国国际高中发展动因

韩国开设国际高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韩国赴海外升学的中小学生人数

增加明显。为了让更多的韩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能够在本国完成高中学业，减

少外汇流失，同时，也更好适应在国外大学的本科学习，韩国开始允许国内高中

开设国际课程。从图 1可知，从 2000年开始，韩国中小学生赴海外升学的人数

出现了明显增加，此后一直到 2006年，韩国中小学生赴海外升学的人数从不到

一万人上升到近三万人。根据 KEDI年度报告（2010），韩国 2008年赴海外就读

的学生人数为 27349人，其中高中生为 5930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

赴海外升学的人数为 18118人，其中高中生为 4026人。①

① Statistics of Korea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E

B/OL]. http://blog.educationusa.or.kr/2011/02/440/.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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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韩国中小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走势图（1996-2009）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吸引国外学生赴韩国就读。韩国在全国设立了自由经济区

（IFEZ），许多国际学校和外国人学校就设立于这些自由经济区当中。2007年，

济州岛的济州道政府为了营造国际水准的英语学校及教育环境，吸引海外学生引

入外资为目的，正式开始促进教育城的建设。韩国政府准备投资 17806亿韩元（约

106.836亿元人民币），交由济州道国际自由城市开发中心(JDC)启动并推进，建

设 12所可容纳 9000名学生的小学、中学、高中国际学校。2011年 9月，英国

的北伦敦学校(NLCS-Jeju)正式开校，2012年加拿大的布兰克森女子学院(BHA)、

公立韩国国际学校（KIS Jeju）也先后建成竣工，而在 2017年，美国的圣约翰学

院（ST.Johnsbury Academy）也将落户济州教育城内。届时将会有 4所国际知名

英语学校供学生们选择，真正实现“教育中心”。济州岛的国际学校除了吸引韩

国学生就读，也辐射周边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韩国重金打造的国际教育城，不仅

为了截留韩国每年大量外流的留学生，同时韩国还把目光投向整个东北亚地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韩国政府考虑在济州岛重点打造国际教育

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能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就读。济州岛距离首尔、东京、北京、

香港和上海 5个亚洲重要城市都只有不到两小时的飞行时间。“两小时飞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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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中韩日三国，圈内有 17座人口超过 500万的城市，市场潜力巨大。①

（二）韩国国际高中发展现状

1.韩国国际高中的类型

一是韩国普通高中。2009年革新教育课程公布以后，首尔市教育厅指定公

立学校中的首尔国际高中作为国际课程试点。自 2012年起正式开设国际文凭课

程（IBDP），同时继续开设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该校计划引入 IBDP课程

后推动本校课程和 IB课程结合，并申请美国西部大学学校协会（WASC）国际

认证。韩国的私立学校京畿外国语高中 2011年开设 IBDP课程，是韩国最早开

设 IBDP课程并得到认证的高中。

二是韩国的国际学校。根据韩国的法律，国际学校的韩国籍学生比例不得超

过学校总人数的 30%，经过道级教育厅批准可以提高到 50%。

三是国外学校韩国分校。2005年，韩国颁布法律允许并积极吸引外国教育

机构到韩国设立分校。基础教育阶段的外国学校韩国分校至今仅有 2所。一所是

2012年成立的查德威克国际学校，该校开设 IB课程，韩国籍学生毕业可以获得

韩国和美国的高中学历。
②
另一所是获得美国新英格兰大学学校协会（NEASC）

认证的德怀特学校韩国分校，该校开设 AP课程。③

笔者对韩国国际高中的调查发现，从学校数量看，韩国普通高中开设 IBDP

或者 AP等课程的学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首尔国际高中、京畿外国语高中、大

元外国语高中和民族史观高中。韩国国际学校有 53所。国外学校韩国分校仅 2

所。从课程类型看，韩国开设国际文凭课程（IBDP）的学校有 11所，开设 AP

课程的学校有 41所，韩国的加拿大 BC省海外高中有 6所，美国学术能力测试

（SAT）考点为 13个。韩国目前开设的国际课程当中，国际文凭课程（IBDP）

在韩国的受认可程度较高。

二、韩国国际高中的质量建设措施

（一）政府制定管理政策，规范国际高中发展

①
赵笑梅.济州岛：韩国重金建造国际教育城[N].深圳晚报,2013-09-17（B20）

②
注：在中国，德怀特学校与上海七宝中学合作开设上海七宝德怀特高中。

③
陈晓慧. 韩国高中阶段引进境外课程调研报告[J].中小学校长，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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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前，韩国只有外语类特殊目的高中、自主型私立高中的国际班（留

学班）和外国人学校可以开设国际课程。2009年，韩国出台《2009修订教育课

程》，并相应修改了《初、中等教育课程总论》，其中规定“学校可根据需要开设

大学预科课程，国际公认教育课程或科目可以作为选修课获得认可。”放开了对

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限制。韩国教育部不再干涉高中开设国际课程，而具体的审

批权限下放到了道级教育厅。道级教育厅根据本地区情况，根据《教育课程编制

及运营方针》进行规范。各校需在开学前把要开设的课程上传到教育厅工作平台，

如欲增加课程需书面申请并获得批准。

对于国外考试机构设置考点的政策，韩国和新加坡、我国港澳台地区等一样，

不做限制。韩国目前有 SAT考点 13个和若干的 AP考点。

（二）通过国际认证保障办学质量

韩国国际高中积极通过国际认证，如美国西部学校与学院教育联盟

（WASC）、新英格兰学校学院协会（NEASC）、国际学校委员会（CIS）国际认

证，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WASC在韩国认证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国际学校有

百年天主教国际学校、查德威克国际学校、大邱国际学校、首尔德威学校、江南

国际学校、全球先进学校、京畿道水原国际学校。

表 1 韩国 WASC 认证学校
①

序号 学校名称

1 釜山外国人学校 Busan Foreign School (PK - 12)
2 釜山国际外国人学校 Busan International Foreign School (PK - 12)
3 百年天主教国际学校 Centennial Christian School International (K - 12)
4 查德威克国际学校 Chadwick International School (PK - 10)
5 青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 Cheongna Dalton School (K - 12)
6 大邱国际学校 Daegu International School (PK - 12)
7 首尔德威学校 Dulwich College Seoul (PK - 10)
8 江南国际学校 Gangnam International School (1 - 12)
9 全球先进学校 Global Prodigy Academy (9 - 12)
10 京畿道水原国际学校 Gyeonggi Suwon International School (PK - 12)
11 庆尚南道国际外国人学校 Gyeongnam International Foreign School (K-12)

① Directory of Schools[EB/OL]. http://directory.acswasc.org,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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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办学质量

一是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文化韩国国际高中积极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文化。学校

不允许说韩语，除了在韩语课上。平常交流都要求用英语进行。二是建设国际化

的教师队伍。韩国政府积极组织聘请高质量的外籍教师，根据韩国政府 2008年

11月进行的统计，韩国公立中小学目前共有 4332名英语外教。这些外教均来自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和

南非，其中美国外教 1812名，加拿大外教 1295名。此外，所有外教均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除了扩充外教队伍外，韩国政府从 2009年起对申请英语教师职位的

外籍人士进行英语论文写作和英语教学法考试。
①
韩国的外籍教师主要是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教

师应拥有完整的学历，学校应是被认证过的，教师也需要 TEFL等专业资格证书。

以全球先进学校为例，该校招收的学生都是韩国籍学生，该校的 15名教师中 14

名为外籍教师。从 2006年建校以来毕业的 71名学生，95%进入国外大学就读，

绝大多数进入了美国大学学习。三是控制师生比。采用小班化和启发式的教学。

许多韩国的国际高中，师生比都较低，比如青罗道尔顿学校，师生比在 1:8左右，

全球先进学校师生比为 1:6。②这样的师生比，保证了学生和老师的充分互动。每

个学生也能够更有可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家长的期望值也更能得到满足，对于经

济条件好的家庭，很多家长认为，这样的教育值得他们花更高的学费获得。韩国

政府也大力支持引进外籍教师。

（四）韩国国际高中质量建设的典型——韩国大元外国语高中

韩国大元外国语高中（Daewo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是一所成立于 1984

年的私立学校，是韩国名列前茅的高中。该校 100%的学生能升入韩国前三名的

大学，每年有 100多名学生升入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常春藤名校，他

们毕业后大多从事检察官、律师等韩国人最羡慕的职业。《华尔街日报》的调查

把韩国大元外国语高中列入考入美国八大名校的顶级中学。
③

①
韩国大力扩充英语外教队伍[EB/OL].http://paper.i21st.cn/story/48614.html. 2009-01-05

/2015-10-29
②
全球先进学校[EB/OL]. http://www.jj.ac.kr/gpaenglish/goontoschool/guidance.jsp. 2015-

10-29
③ Ellen Gamermann. How to Get into Harvard[N]. Wall Street Journal.2007-11-30/201

5-10-29

http://paper.i21st.cn/story/48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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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外国语高中实行一校双轨模式，即韩国课程（国内）体系和全球领导项

目（国际）体系。国内体系学生组成其他语言部，国际体系学生组成英语部。全

球领导项目（国际）体系是一个特别的学术模块计划课程，目的是为了让报考国

外大学的学生准备。课程围绕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英语，课程包括英语文学和英语

写作等。从 2000年第一届毕业生开始，很多学生都进入了美国名校。学生须在

申请时选择两者之一。虽然学习中途学生转移到另一个体系是允许的，但这种情

况很少。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现在这两个体系已经整合了。这意味着两种体系

的分割不再明显，2013届学生是严格区分两种体系的最后一届学生。2015年，

国内体系学生和国际体系学生比例大致为 20:1。大元外国语高中为学生提供课后

教育。通常学校在 3点钟就结束上课，教师会在 3—5点为学生进行落后科目的

补课，学生自愿在 6—10点上晚自习，当然很少有人不参加。如果学生有意升入

海外大学，就会在晚上学习外语。校方高薪聘请外国教师用英文授课，加强学生

写作能力与申请美国大学所需的 SAT测验考试技巧，更要紧的是督促学生努力

学习。

大元外国语高中通过选拔方式确保高水平的师资。该校是大元财团下属的 5

所学校之一，财团会从 5所学校选拔最优秀的教师到大元外高任教，不适应的教

师会被下派到其他学校，所以教师的竞争意识非常强烈。学校致力于培养未来领

导人，以“知、仁、勇”为校训，帮助学生应对未来挑战，是一所“力量型学校”。

大元外国语高中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是培养学生社会服务，培养学生对

人类的爱与热情。每年夏天，学生都要到贫困地区呆两个星期，从事支教等社会

服务活动。大元外高的学生在国内的志愿者活动总计要超过 100小时，此外还要

开展海外的志愿者活动。二是重视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一方面，学生们要在国内

开展文化发现活动，了解本国文化。另一方面，学生要学习德语、英语、法语、

中文、日语等外语，了解外国文化，并参加相关的外语标准考试。大元外高在韩

国首办模拟联合国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各国及其外交政策；学生有机会到德

国参加国际气象会议，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重视学生领

导力的培养。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要求他们学习《高效能人士的七种习惯》，

帮助他们建立起对未来与能力的自信心。学校对全体学生进行目标教育，一般高

中在高三时才对学生进行大学相关教育，大元外国语高中从高一年级就开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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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让学生在黑板上写下自己未来的目标，以便于他们每天自我提醒。在校期间，

学生必须读完 50本外文原版图书，100本以上的本国图书。同时，学校注意锻

炼学生过人的体力，学生要经常攀爬学校的后山。满足以上条件的学生，才能得

到经过认证的证书，这些拿到证书的学生自然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①

大元外国语高中招生非常严格。该校录取都是仅限于学习最刻苦的学生。录

取过程则与美国大学招生过程有几分相像，学生的整体表现是以 GPA来评判的，

他们的大考成绩和面试表现都挺重要。就学校发展的挑战这个问题，大元外国语

高中每年的学费大概是 5000美元。

对于学校发展面临的挑战，大元的成立者 Lee Won-Hee博士认为，他觉得虽

然大元在不断培养高分学生，这些学生却可能在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的路

上有所缺陷。公民教育可能还是美国学校更在行。从韩国中考中得分最高的初中

生里面挑出想要到美国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将他们分到由韩国老师和高薪聘请的

外教授课的全英文班，专攻包括作文在内的取得 SAT高分和漂亮申请 essay所需

的各类技能。而这样的模式，能够激励他们不停地学习。要求相当严格。在完成

韩国全国统一必修课程的教学任务之外带入以讨论为主的西式教育以进行补充。

他们每个学年都要比美国高中多出一个多月。
②

三、韩国国际高中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出台宏观指导政策措施，对于具体办学行为干预较少

韩国政府制定政策，进行教学督导，重视韩国文化课教学，但是较少干预学

校内部管理。韩国政府制定政策，进行教学督导，重视韩国文化课教学，但是较

少干预学校内部管理。反观中国国际高中发展，由于统一的规范尚没有进一步建

立，许多地区在国际课程的引入与实施监管方面，基本处于学校自主发展阶段。

意识形态及争议问题如何解决一直伴随在国际课程或者国际高中发展的过程中。

如 SAT考点设置的问题，上海申请 SAT考试的考场资格，已经有两三年了。目

前已经获得了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的认可，也通过了教育部的初步审

①
聚焦中、美、芬、韩四所名校的育人之道[EB/OL]. http://www.jjedu.com.cn/ArticleDet

ail-4205-26.html. 2010-8-30/2015-10-29
②
震惊常青藤亚洲国际学校神一样的韩国大元外高[EB/OL]. http://lx.huanqiu.com/2015/

lxnews_0302/27092.html. 2015-03-02/2015-10-29

http://www.jjedu.com.cn/ArticleDetail-4205-26.html
http://www.jjedu.com.cn/ArticleDetail-4205-26.html
http://lx.huanqiu.com/2015/lxnews_0302/27092.html
http://lx.huanqiu.com/2015/lxnews_0302/27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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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唯一尚未敲定的是具体开考时间。但是截止到现在，从 SAT官方或者上海

外国语大学都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法确实这一消息。
①

（二）通过国际高中吸引国际学生就读，打造区域国际教育中心

韩国通过在自由贸易区设立国际学校和国际高中，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不

仅吸引本国学生就读，也吸引了来自中国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学生就读，满足

他们接受国际教育的需求。目前，我国也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成立了自由

贸易区，自贸区将会吸引一大批海外及华侨人士投资，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的发展

思路，通过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国际高中，不仅为外籍人士子女提供良好国际教

育，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还能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

力。

（三）采用一校双轨模式促进国内课程和国际课程相互融合

一校双轨制可以在同一个学校提供学生不同的选择需求。一校双轨并不是完

全独立，而是使得参加国内高考的学生也可以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国外考试的同

学也可以潜移默化中学习韩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例如韩国首尔国际高中还为国内

项目和国际项目分别设置了对应的课后项目，为学生提供多样的配套服务。

在国内课程和国际课程相互融合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课程体系

整合、课程教材背后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方式整合的困难。在实施的过程中，韩

国同中国一样，出现了国际课程的“变质”，如一些学生仅仅将其视为出国留学

的敲门砖，为了在国际课程考试中考取高分进行应试训练、刷分的情况，然而，

引入国际课程的出发点绝不是为学生出国留学做准备，而是希望通过对国际课程

整体的实施和研究，找到能为本国高中课程改革的借鉴空间。此外，由于文化背

景不同、学生之前接受的教育与国际教育的不匹配性，也要求对国际课程的理解

与实施上，根据学校与学生的特点加以关注和改造同时匹配其他资源，包括教学

设备、教师教学能力等等。这都是国际课程引入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些“水平不服”

的现象，这些是同为引入国际课程的中国同韩国都面临的挑战。

（四）积极应对国际高中面临的舆论压力

韩国国际高中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的舆论压力。舆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

①
说好的SAT中国考场呢？有还是没有啊？[EB/OL]. http://learning.sohu.com/20150527

/n413895740.shtml. 2015-05-27/2015-10-30

http://learning.sohu.com/20150527/n413895740.shtml
http://learning.sohu.com/20150527/n4138957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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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韩国学生在国际学校中比例过高的问题。2015年 2月，韩国教育部的一份

报告显示，韩国的国际学校就读学生中韩国籍学生比例过高的问题引发韩国社会

舆论的关注。根据这份呈送给韩国在野反对党议员 Jeong Jin-hoo的报告，在韩国

自由经济区和济州自由国际城中的 6所外国教育机构中 77.7%的学生是韩国籍学

生。这 6所外国教育机构中有两所是国际学校，分别是位于仁川松岛的查德威克

国际学校（Chadwick International in Songdo）和大邱国际学校（Daegu International

School）。查德威克国际学校建于 2010年 9月，韩国籍学生占 80.7%，大邱国际

学校建于 2009年，韩国籍学生占 62.4%。然而从技术上讲，这些学校的韩国籍

学生比例并未超过政府规定的 30%的限制。原因就在于比例的计算基础是该校的

最大招生人数，而不是实际就读人数。二是国际学校收费过高的问题。国际学校

收费较高，韩国如查德威克国际学校 9-12年级学生需要缴纳 1.6万美元和 1600

万韩元（约合 12800美元）。①这样的收费高过韩国最贵的学校韩国民族史观高等

学校（Korean Minjok Leadership Academy）费用 2倍。然而，这些学校不在韩国

教育部门的审计范围内。虽然韩国教育部对这些学校的运营，如学生比例和教师

队伍进行了定期检查，但是对如财务等无授权检查。韩国政府建立国际学校一方

面是提升本国的外籍人士教育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替代韩国籍学生出国留学

的考虑，但是韩国国际学校收费是 2012年韩国出国留学平均费用 15920美元的

两倍。对于这些问题，韩国正在积极寻求立法授予教育行政部门对国际学校财务

的审计权力。
②

A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in

South Korea for China’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High Schools

Lei Lanchuan

①
韩国仁川外国人学校和国际学校备受学生欢迎[EB/OL].http://www.chuguo.cn/news/19

8382.xhtml.2012-01-12/2015-09-05.
② Yoon Min-sik. International schools filled with local students[EB/OL]. http://www.ko

reaherald.com/view.php?ud=20150824001072. 2015-08-24/201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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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Korean’s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develop a little earlier than

China. It is worth get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m. So far, there are 3

types of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in South Korea. The schools have imported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 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 (AP), SAT, Canadian BC high school courses, British A –Level courses, etc.

South Korea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 take man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ne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makes laws and the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s such as WASC and NEASC provide accreditation services; one the

other hand, the schools have adopted a fairly complete, systematic administrative

system, cultivated international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ed high quality curriculum

system and employed high level local and foreign teachers。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a loose environment and less interrup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ols; the schools can choose “one campus two tracks” model to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the two curriculum systems.

Key Words：South Korea；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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