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讨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目的和内容，并就审核评估的目的、内容及
方法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审核评估应将重点放在学校本科专业建设的目标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成
效上，应与水平评估和合格评估有所区别。提出审核评估重点是评估学校定位的合理性，培养模式
的科学性，质量保障体系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学校自身判断的准确性；并提出了具体实施方
法。

关键词：普通高校；审核评估；实施方法
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13）03－0001－05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方法的
几点思考

刘民钢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234）

Considerations on the Audit Assessment Mod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General Universities

Liu Mingang
（Librar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the audit assessment
on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the gener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presents a few sugges-
tions on the mode of audit assessmen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audit assessment should concen-
trate on the mode and effect of talent cultivation as well as on the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specialties such as the positioning of a university, the scientificity of its training
mode, the effectiveness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exciting machanism, as well as the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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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审核评估工作已经

开始，由于这一评估涉及了几乎所有参加过上一轮评估

普通高等学校，因此受到了各高校的高度关注。
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的评估，教育部在

2011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

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文件，以下简称《意

见》）［1］已经做了详细的分类和规定。《意见》的第3条

指出：“建立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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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常态监督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

元评价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相适应

的教学评估制度。”根据《意见》，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评估工作可以分成五种类型：学校自我评估、院
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

数据常态监督。其中的院校评估分为合格评估和审核

评估。
《意见》对审核评估的对象和基本方式有明确的

界定和扼要的阐述，“审核评估的对象是参加过院校

评估并获得通过的普通本科学校。”2013年教育部又

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 （试

行）》（以下简称《方案》），再次明确了审核评估的对象

不变。
目前，审核评估的方案已经出台，今年4、5月间，已

在南京大学、同济大学、黑龙江大学和五邑大学进行了

试点。至今为止，关于新一轮评估的研究很多。［ 2-11］这些

文章多数集中在对上次评估的总结和本次评估的意义

分析上，直接探讨审核评估的内容不多。［11］曾提及将

发表续文《对下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方法的

探讨》，但是至今尚未见到。鉴于审格评估将普遍开展，

本文试图从审核评估的基本目的和内容出发，探讨审核

评估的方法，阐述作者的一些想法，希望对这次评估有

所裨益。所论未必尽当，仅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关于为何要进行审核评估的思考

从高校的角度说，首先关心的是审核评估将会怎

样进行，会考察哪些项目、内容、形式与作用，关注会

用什么样的方法，等等。不过，从研究的角度看，则首

先是要解决为何要进行审核评估，然后才能确定什么

是审核评估的内容和适用方法。
1. 本轮评估与上一轮评估的异同

要讨论为何要进行审核评估，则不能不先分清上

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新一

轮院校评估中的合格评估与审核评估的区别。
上一轮的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是在高等

教育高速扩张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目的主要是评估高

等院校的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促使高等学校将工作

重点从扩大规模转移至提高质量上来，促使高校加强

建设、深化改革、规范管理。［12］关于上一轮水平评估的

研究很多，基本一致的看法是：上一轮评估很有必要，

对高速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基本条件和办学质

量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效显著。但是也

存在一些问题，比较集中的看法是：过于注重形式化

和所谓“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校”，即用同一个标

准来评估所有的普通高校。后者，即“用一把尺子衡量

所有的学校”，是受到批评最多的方面。其实，从水平

评估和目前正在进行的、面向新升本院校的合格评估

的目标来说，用“一把尺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

两项评估是用国家规定的学校“必须达到的办学条

件”来衡量所有的学校，使用统一的要求（如合格评估

的要求是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教学管理基本

规范、教学质量基本得到保证），符合水平评估和合格

评估的目的，因此“一把尺子”还是具有合理性的。我
们很难想象在合格评估中，对不同的学校采用不同的

标准（即“多把尺子”）来衡量和评估。上一轮普通高校

水平评估的目的基本与本轮正在进行的合格评估相

同，所以“一把尺子”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新一轮普通高校的院校评估中，审核评估在对

象、内容和结果上都与合格评估有所区别。根据教育

部《意见》的规定，合格评估的对象主要是新升本院

校，评估的重点是考察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基本教学

管理和基本教学质量，学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的能力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能力，学校教学改革和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运行的情况。而审核评估的对

象则是已经参加了上一轮水平评估的普通高校，重点

是考察学校办学条件、本科教学质量与办学定位、人
才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和运行状况，学校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
《方案》的表述是：“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效果

的达成度进行判断，要考察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

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保

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

单位的满意度。”
2. 开展审核评估的必要性

既然新一轮的审核评估是要促进高校的特色化

发展，那就要避免使用“一把尺子”。那么应该用几把

尺子才合适？有研究者指出：“用一把‘尺子’去量不同

的学校固然不好，但多几把‘尺子’也未必能解决学校

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问题。最好的做法是把这把‘尺

子’交给学校，让学校用自己的‘尺子’来量自己的‘个

头’。这正是审核评估模式的特点之所在，这也是

ISO9000 认证的基本思想之所在。”［13］也就是说，学校

的办学定位和目标应该由学校自己来定，评估只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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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定位和目标的审核。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

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学校定位和办学目标

的确立既然是学校自己的事，为何还要由教育行政部

门组织专家来进行审核呢？

我们认为，进行审核评估是必要的，因为学校自

己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需要外界的评判。我们知

道，审核评估的目的如下。
（1） 判断学校确定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需要，避免学校对自己的

能力和办学条件认识不足或者缺乏全局性的比较，因

而错误地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审核评估是为学校把

关，为学校服务。
（2） 判断政府对学校的投入是否得到了合理和

合适的使用，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否得到实现。这也是

帮助政府判断其投入是否获得成效，是否还需要继

续投入或者加大投入，还是应该停止投入。审核评估

是为政府把关，为公众服务。
归纳起来，审核评估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替学校

把关，引导学校合理正确地定位，这是教育主管部门

的责任之一；二是根据学校的上述定位，审核其目标

的达成度，也即本科人才培养的有效性。这是两个相

关联的目的。也许有人会对是否要有第一个目的持有

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放弃了第一个目

的，教育主管部门将来一定会被批评为“不作为”。因
为纵观目前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其主要问题之一，就是

发展的盲目性，过分地强调做大做强，强调“国际一

流”或者“国内一流”。我们没有统计究竟有多少高校

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在“国际一流”之上，但是提出把

自己学校办成“国内一流”的一定不少。一个类似的例

子是：2011年国内媒体披露，在我国的200多个地级市

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同时有655个

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14］可见“贪大求功”之风还是

很有市场的。如果一所条件很一般的地方高校提出要

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那就是定位不当。曾经有一

所民办高校，提出把科技发展的尖端———航天学科和

专业作为自己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显然超出了

学校的客观条件。好在这个学校的主要领导层在做出

最后决断时头脑比较清醒，听取了相关高校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最终放弃了上述想法。反过来说，如果一所

“985高校”提出自己的办学目标仅仅是本省或本地区

领先的大学，那一定也是政府和公众所不允许的，因

为那样的话，等于政府此前的大规模投入付之东流。
以什么样的办学目标作为自己学校的定位和发展方

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需要专家通过常态数据库数

据的分析和进校考察等方式，对其进行审核，为学校

出谋划策的，号脉把关。
关于审核评估的目的我们可以用以往评估中常

说的“替国家把关，为学校服务”来表述，或者也可以

前后调整，表述为：为学校把关，替国家服务。

二、关于审核评估应该审核什么的思考

上文已经提到要研究审核评估的方法，首先要了

解审核评估的目的和内容。审核评估的目的我们已经

清楚了，那么审核评估应该审核哪些内容呢？

关于审核评估的内容，教育部《意见》给出了明确

的要求：“审核评估的重点是考察学校办学条件、本科

教学质量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程度、学
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运行状况、学校深化本科

教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
可见审核评估的内容包括：①考察学校办学条

件；②本科教学质量与办学定位；③人才培养目标的

符合程度；④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及运行状

况；⑤学校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
我们认为，上述几项内容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审

核评估的对象是“已参加过评估的本科院校”（《意

见》），上一轮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主要内

容之一是办学条件，因此上述审核评估的内容中的第

一项是对上一轮评估的回溯，并不是本轮审核评估的

重点；第二项和第三项内容是相关联的，即首先看学

校的办学定位，然后依据定位看人才培养目标与学校

定位和社会需求的符合度，也就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成效；第四项内容是上一轮评估内容的深化，是学校

人才培养运转机制的保障；第五项是对人才培养质量

的进一步考察，是审核学校的特色部分。
相应地，《方案》中指出：“审核评估范围主要包括

学校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
生发展、质量保障，以及自选特色等项目。”比《意见》
更强调了定位与目标的判断及特色的意义和发挥。

我们认为审核评估的重点或者说主要目的是：在

考察学校的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上，判断和评价被评

学校对自己确定的目标执行得如何，人才培养的成效

如何。
在审核评估的内容中，对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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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判断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判断要建

立在深入和充分了解学校目前的现实条件，学校发展

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校的发展目标与地方和国家的需

要的契合程度之上。在这点上也许见仁见智，人各不

同，专家和校方可以进行深入探讨达成共识，或者专

家可以提供可供学校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审核评估的第二个方面则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实施，即在承认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的情况下，判断

学校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与这个目标匹配，是否可能或

者已经达到了上述目标。这是拿着学校自己设定的尺

子衡量学校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一个学校一把

尺子”。
审核评估的第三方面，是对培养成效的评判，即

学校目标清晰、措施得力还不够，关键是看是否最终

把学生培养成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否则，说得

再好，也是一纸空文。
归结起来，可以说审核评估的具体内容可以有这

么几项：审核目标、审核资源、审核过程、审核保障、审
核结果。

三、关于如何进行审核评估的思考和建议

我们已经对审核评估的目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

现在进一步讨论审核评估的方法。
1. 审核评估与水平评估、合格评估的异同

目前正在开展的针对新升本院校的合格评估，基

本继承了水平评估的做法，审查学校的状态数据，审

阅学校自评报告，现场考察学校的实际状况，最终形

成对学校是否在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教学管

理基本规范、教学质量基本得到保证等三个方面做出

判断，引导学校构建并逐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
审核评估与水平评估、合格评估的目的不同，其

评估方法自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审核评估是否和以往

一样，仍然仅仅采用材料审核和专家现场考察的方法

进行呢？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虽然审核评估与合格评估、水平评估相比存在审

核的目的不同和对象不同，但是这些评估都对高等教

育单位的，其评估的内容上共性还是明显的。所要达

到的目的，即四个促进———“促进加大经费投入、促进

办学条件改善、促进教学管理不断规范、促进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因此，水平评估和合

格评估中的部分方法，仍然可以沿用，只是使用的目

的和粗细有所不同。
比如，审核评估也要审核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但

审核评估的基本前提是被审核学校已经通过了水平评

估或合格评估，因此其办学条件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

要求，这是一个“缺省值”，可以粗审。审核评估的重点应

该是审核学校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

目标，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以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有无已

经完成的、可资证明的案例，这些方面要细审。
以“985高校”为例。我们可以审核该校是否建立

了与其地位相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是否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在某些学科专业领域培养出国内或国际

一流人才；学校是否采取了独具特色的措施来达到这

些目标；同时也审核保证这些措施手段的基本教学条

件是否达到了要求（这些条件是指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之上的条件）；是否已经培养出一批国家一流人才或

国际一流人才。
2. 审核评估的方法

我们认为，审核评估采取以下的具体方法可能是

比较合理的。
（1）了解并审核学校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判

断学校的定位和目标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对此类高等学

校的需求，即目标与国家和地方的发展需要的切合度。
审核方式：进校前对学校的自评报告进行审读，

对主管部门提供的常态数据分析报告进行审读，对学

校年度质量报告进行审读；进校后，专家应充分听取

学校的介绍和说明，甚至包括听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的介绍，判断事先得到的对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的印象是否正确。同时对学校领导深入访谈，走访相

关学校部门，深入细致地了解学校各个部门对上述内

容的理解和解释。对于不同层次的学校，应该有不同

要求。换句话说，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尺子。
（2）了解并审核学校的学生培养模式、培养过程

和培养条件。专家应深入了解学校的培养理念和培养

措施，判断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围绕着自己提出的目

标开展，在人才培养的措施上是否与人才培养目标相

匹配。
审核方式：通过相关数据的审读和判断，了解学

生的基本情况（来源、素质），判断学生的特点；通过察

看校内教学设施和教学条件，审读学生培养方案和召

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以及查看相关文件，了解学生

的培养模式，了解学生培养的侧重，判断学校是否根

据自己学生的类型采取了合理的培养方法，如通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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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能教育、理论教育、国际化教育的侧重和占比是

否合理；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教学研究成果的检察，了

解学校在培养理念和措施上有无创新，或在课堂教

学、课外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等方面是否已经形

成了具有推广价值的方法。
（3）了解并审核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和激励

机制。主要了解学校在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保障

措施和激励措施，包括教授深入本科一线教学的情

况，日常教学工作的监控机制和发现问题后的处置机

制；同时判断学校在教学质量保障方面有无创新举

措，特别是在改变当前高校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
方面有无创新性的措施。

审核方式：专家可通过相关文件的查看、深入访

谈等形式，通过自评报告审读和实地考察，特别是走

访相关的职能部门，了解和判断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保障机制。通过自评报告和学校的汇报，了解其创新

措施和机制。
（4）对学校是否已经达到培养目标做出判断，最

主要的是了解学生的培养成效。审核学校通过一定

的培养措施和监控机制，是否已经达到了学校自己

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是否通过高等教育的培

养，获得了应有的知识和技能，并为社会所认可。
审核方式：通过学生座谈，通过学生成果检查（学

生创新，学生科研，学生发明）、学生能力的检视，以及

学生升学或就业状况 （学校或第三方提供的相关报

告），通过优秀毕业生的访谈和其他毕业学生的跟踪

调研结果，了解是否达成了培养目标。
上述方法实际上仍是现有方法的继承和扩充，但是

力争避免现有评估方式中过分注重考查学校教学环节

的细节，如考卷的评分、课堂教学的形式等，力争从大处

着眼，从培养的效果着眼，达到审核评估的目的。
当评估结束时，专家组可就评估结果提出评估意

见和专家建议，形成最终的评估报告，向学校反馈，向

评估中心报告，并适时适度地向社会公布。
上述所论，纯为个人见解，肯定存在不妥不当之

处。但是愚者百虑，或有一得，文中所论，或有点滴可

取之处，所以贡献出来，供主管部门参考，并期望得到

方家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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