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工业国家而言,在建设和维持成

功的研究型大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否确立一种机制,使研究型大学能

够有效地参与全球知识网络,与世界顶尖学术机构展开平等竞争。 研究型大学

为参与21世纪复杂的全球化经济的学术人员、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

的专业人士提供高端教育。 除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型大学也作为文化机

构、社会评论和批评中心、学术中心等发挥了关键的社会作用。
不仅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意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低收入

国家也同样意识到这一点。 高等教育培养有技能、高效和适应性强的劳动力,最

终提高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对高级知识的储备和应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

发展目标以及加强学校的能力以减少贫困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例

如,没有高素质专业人员,农业、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就不能取得进步。 同样,
如果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格教师,“全民教育(EducationforAll)”的目标也

不可能实现。
最近一项关于加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在支

持实现这一目标中做出了重大贡献(WorldBank2008)。 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

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如何有效地吸收现有知识并发展其相对优势以

实现较快发展,以及如何利用技术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挑战。 撒哈拉以南地

区的非洲高水平大学具备开展优质教育和进行相关应用研究的条件,在培养人

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人才能够掌握先进技术,也能做出有效决策,从而

帮助企业开发多种产品。 优质的高等教育也是培育新作物品种、新材料创新,或

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关键所在,这将有助于在减少贫困、保证食品安全和改善健

康等方面取得进步。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经济发展所需的专业人员、高层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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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知识创新从而支持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WorldBank2002)。 例如,最近一项对全球性专利产生的研究结

果表明, 大 学 和 科 研 院 所 推 动 了 生 物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进 步, 并 非 公 司 企 业

(Cookson2007)。 在此背景下,许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的研究型大学

处于智力和科学发展的前沿。
人们认为研究型大学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的核心机构。 之前出版的两本

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本是《世界一流大学: 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
(Altbach&Bal췍n2007);另一本是《世界一流大学: 挑战与途径》(Salmi2009)。
本书将继续前两本书的议题并进一步深入分析———通过探讨9个国家的11所

大学在艰难时期建设研究型大学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从中学习他们的

经验和吸取他们的教训。
有的学者试图界定精英的研究型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基本特征: 如高

素质的师资队伍、卓越的研究成果、教学质量、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高额资

助、天资聪颖的国际学生、学术自由、自主的治理结构、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学

生生活等 方 面 齐 全 的 设 施 (Altbach2004;Khoonetal.2005;Niland2000,

2007)。
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重要作用,《世界一流大

学: 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研究了7个国家大学的发展情况,重点关注如何在

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建设研究型大学。 该书讨论了取得卓越研究的路径,说明了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背景下大学发展涉及诸多问题及发展的可能性。
为了给顶尖研究型大学提出一个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理解研究型大学建

设的基础和背景,2009年出版的《世界一流大学: 挑战与途径》一书分析了这些

大学的优势因素: 毕业生很受欢迎、尖端领域研究、充满活力的知识和技术转化

等。 这些优势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在顶尖研究型大学发挥作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

因素: ① 人才汇聚(优秀教师和学生高度集中);② 教学资源丰富,科研经费充

足;③ 治理规范,不仅能够激发出战略愿景、创新和活力,而且能够在进行决策

和管理资源上不受官僚作风的影响。 以上因素相互作用是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显

著特征,如图1所示。
《世界一流大学: 挑战与途径》一书还确立了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可以

遵循的三种途径: 一是择优建设少数现有的具有一流潜力的大学(择优式);二

是鼓励现有的大学合并,通过协同合作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合并式);三是从

零开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新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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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图

资料来源: 贾米尔·萨尔米(JamilSalmi)编制。

本书的主要章节包括九个案例,旨在说明如何才能建立和发展研究型大学,

并验证上述分析模型,包括追求卓越研究水平的三种路径。

编者根据以下标准选择个案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试图达到区域平衡而选

取了三大洲的四个地区的个案进行分析: 即拉丁美洲(智利和墨西哥)、南亚(印

度)、东亚及东南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与韩国)、东欧(俄罗斯)。 其

次,我们同时选取了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再次,我们希望这些案例研究能代表

不同的战略,包括对现有的高校进行择优式建设和在过去的20年中建立全新的

大学。 第四,我们选取了侧重于不同学术领域的大学,有的为理工类高校,有的

为综合性大学,另有一所则侧重于社会科学。 最后,我们选择了三个案例进行重

点研究: 在智利的案例中,对该国的两所顶尖大学进行了比较,一所为公立大

学,另一所为私立大学;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历史比

较,这两所大学最初为同一所大学的两个分校,从那时起它们就显示出不同的发

展进程;尼日利亚的案例中,伊巴丹大学体现了其作为一所旗舰大学经历衰退后

又重新崛起并走向卓越的历程。

正如表1中所示,本书所选的案例研究结果也代表了这些大学在全球大学

排名中的不同位次。 尽管排名在方法上存在不足,但是它们基本反映了本书所

研究的大学的成就,11所大学中只有7所学校已经名列全球顶尖大学之列。

3 绪  论 



表1 案例研究相关大学在三种国际大学排名中的表现

大学名称 ARWU* HEEACT* THE*

伊巴丹大学 — — —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0名 183名 —

浦项科技大学 301~400名 331名 28名

智利大学 401~500名 439名 —

智利天主教大学 401~500名 428名 —

印度理工学院** 401~500名 — —

香港科技大学 201~300名 323名 41名

马来亚大学 — — —

新加坡国立大学 101~150名 — 34名

蒙特雷科技大学 — — —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 — —

  资料来源: ARWUhttp: //www.arwu.org/ARWU2010.jsp;
HEEACThttp: //ranking.heeact.edu.tw /en-us/2010/TOP/100;
THEhttp: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0 2011/
top-200.html.

注释: 附1描述了这三个主要大学排名的排名方法。
* ARWU=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上海排名; HEEACT=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

育评鉴基金会“世界大学科研论文质量评比”排名,简称台湾排名;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 印度理工学院唯一榜上有名的是克勒格布尔的印度理工学院,名列ARWU的第401~500位。

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我们可吸取各种经验教训。 重要的因素包括: 学校领

导、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学校明确制定目标政策并持之以恒的能力,发展强有

力的学术文化氛围以及学术人员的资质等。 案例表明尽管有的大学所处的地理

位置不佳或者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仍有可能成功地建设研究型大学。 同时也有

案例表明,在周围环境不利或面临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情况下,高校所

做出的努力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本书是研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各位作者的努力非常重要,他们对案例

进行了全面和精辟的研究,扩大了我们对这一重要课题的认识。 2009年11月,

我们的研究小组在中国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举行会议,对课题进行了

专门的研讨。 非常感谢刘念才院长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同事们。

这项研究 得 到 了 美 国 波 士 顿 学 院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theCenterfor

4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atBostonCollege)、美国福特基金会(theFord
Foundation)和世界银行人类发展部(HumanDevelopmentNetwork)的联合资

助。 感谢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师莉斯 · 瑞丝伯 格 (Liz
Reisberg)以及中心出版编辑埃迪斯·霍西诺(EdithHoshino)为本书出版所做

的前期编 辑 与 校 对 工 作。 感 谢 世 界 银 行 的 罗 伯 塔 · 巴 塞 特 (RobertaMalee
Bassett)为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
马萨诸塞州 栗树山

贾米尔·萨尔米(JamilSalmi)
华盛顿特区

2010年12月

附1: 三种国际大学排名方法简介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ies,简 称

ARWU)分析了3000所大学的学术表现并对前500强进行了排名。每所大学

得出一个总分,并依此进行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使用了以下指标:
● 教育质量:诺贝尔奖得主和菲尔兹奖得主的校友数量(10%)。
● 教师质量: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数量(20%),21个学科领

域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人数(20%)。
● 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自然》或《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量(20%),被国

际通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

数量(20%)。
● 师均表现:全职教师的人均学术表现(10%)(由其他五个指标的得分除

以全职教师的数量来权衡的分数)。

http://www.arwu.org/ARWU2010.jsp
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TheHigherEducationEvaluationand

AccreditationCouncilofTaiwan,简称 HEEACT)对世界前500名大学进行了

排名。“各大学的总分由8项指标计算得来;对于每个指标而言,得分最高的大

学为满分;再对其他大学的分数按一定比例进行细分,得出各自的分数。”
该排名使用了以下指标:

5 绪  论 



● 科研成果:过去11年(1998~2008年)发表的文章数量(10%)。
● 本年度发表论文的数量(10%)。
● 科研影响力:过去11年论文被引用的次数(10%)。
● 过去2年论文被引用的次数(10%)。
● 过去11年论文被引用的平均数(10%)。
● 研究的卓越性:过去2年论文引用的H指数(20%)。
● 高引用论文的数量(15%)。
● 本年度在高引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15%)。

http://ranking.heeact.edu.tw/en-us/2010/TOP/100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HigherEducation,简称THE)对世界前200所

大学进行了排名。每所大学总体得分是根据五个类别13项指标计算而来的。
● 企业创收,即创新:大学从企业获得的研 究 收 入 与 学 术 人 员 的 比 例

(2.5%)。
● 教学环境:这个类别包含五个独立的指标:教学声誉调查结果(15%),

教师与学 生 的 比 例(4.5%),大 学 授 予 博 士 学 位 与 学 士 学 位 的 比 例

(2.25%),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及其与学术人员的比例(6%),大学

的收入及其与教学人员的比例(2.25%)。
● 论文引用次数,即研究的影响:大学研究的影响力,发表论文被学术界

引用的次数(32.5%)。
● 研究的数量、收入和声誉:声誉调查结果(19.5%),大学的研究收入和

教师人数的比例,以及研究收入和购买力之间的标准(5.25%),汤森路

透索引的教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均数量(4.5%),以及大学公

共研究收入和研究总收入之比(0.75%)。
● 国际综合指标,即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国际教师与国内教师的比例

(3%),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之比(2%)。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

2010 2011/analysis-method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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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型大学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

  研究型大学处于21世纪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旗

舰。 《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分析了10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型大学不断发展与走向

成熟的历程。 这些精英大学兼具多重学术与社会角色,是连接这些国家科学知

识体系与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纽带。 它们为技术进步提供新的知识,同时通过

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加深人们对自身状况的理解。 研究型大学很快就成为贡

献于文化、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国家机构和联结全球科学知识发展趋势的国际机

构。 它们是真正的全球知识社会的核心(Salmi2009)。 本章为理解本书中各个

研究案例提供了历史与国际背景。
作为国家机构,研究型大学只招收全国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招聘最优秀的学

者。 它们是开展博士生教育和产生丰富研究成果的主要大学。 较小的国家可能

只有一所研究型大学,而较大的国家则可能有很多,但还是只占该国高等教育机

构的少数。 例如,美国4800所左右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或许只有150所研究型

大学,印度18000所高等院校中研究型大学仅有10所左右,而中国约5000所

中学后教育机构中约有研究型大学100所。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研究型大学产生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包括基础

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并且获得大多数研究经费。 研究型大学以研究能力

资质为标准聘用教授,并对其研究实力与成果进行奖励。 这些大学的组织结构、
奖励机制和学术文化均以研究为重点。 在学术价值的取向上,研究处于优先地

位,尽管教学和咨询服务依然非常重要。 学术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本科生在

内,经常有机会参与研究并受到研究文化的熏陶。
研究型大学,由于其独特的学术使命,需要稳定持续的支持和优化的发展环



境。 它们的财政预算比其他大学更大,生均教育经费也更多。 在大多数国家,研

究型大学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公共资源,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学校成功的保障。
学校必须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即对学位、专业和其他学术问题的决策权,同时

享有学术自由。
为了解当代研究型大学,有必要对21世纪的全球环境和研究型大学的历史

基础、新近发展和未来挑战进行探讨。

21世纪的全球化背景

研究型 大 学 是 全 球 高 等 教 育 与 社 会 环 境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Altbach,

Reisberg&Rumbley2010;OECD2009)。 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状

况包括招生的大众化、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共高等教育走向私有化、关于高等教

育是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的辩论、亚洲国家作为学术中心的崛起,以及近来全

球经济危机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每年适龄学生入学率至少增长30%,高等教育大众化

已经成为重要现实。 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从1亿增加

到1.5亿多人(OECD2008),而且这种扩张仍在许多地方继续。 未来20年,这

种扩张将主要发生在两个国家: 中国和印度。 因为这两个国家适龄青年的高等

学校入学率分别为22%和10%,所以其扩招的空间还很大(Altbach2009)。 全

球范围的高等教育扩张则是因为人们认为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增加其终身收入并

获得更好的机会,因而追求高等教育学位的人数持续增长,此外也是出于全球知

识经济的需要。 高等教育扩招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的问题有财政资助、
基础设施、关于质量的问题等,以及由于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而引

起的教育回报减少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私立高等教育。 私立高等教育本身并非新鲜事

物,但其形式和影响发展相当迅速。 在东亚的很多地区,非营利的私立高等教育

占据主导地位,如多年来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韩国等在私立大学接受教育

的学生占到适龄人口的60%~80%。 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非营利的

私立高等教育一直强劲。 从全球来看,罗马天主教大学和其他宗教学校早已是

这部分高等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往往是本国作为优质教育机构的旗舰。 例如,美

国的217所四年制天主教院校的学生规模占四年制私立大学或学院的20%。
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大学或学院接近190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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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满足特别专业领域的学习需求并填补公立大学在这些相关领域

的空白,以教学为主的营利性私立高校相继出现(Altbach1999)。 除美国和日

本外,研究型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因此私立高校的兴起对规章制度和质量保

障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尽管很少有私立高校致力于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 如何

确保私立高等教育广泛地为公众利益服务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问题

(Teixeira2009)①。

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总体影响,特别是对研究型大学的影

响尚不明朗,但已经有几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进行大幅度削减。 如英国在

2010年和2011年削减了20%的预算,美国大多数州也实行强行削减。 相反,除

日本外,多数亚洲国家没有削减高等教育预算,如中国和印度增加了对高等教育

的资金投入,尤其是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 尽管经济紧张,西欧大陆也未对高

等教育的预算进行大幅削减。
面对经济危机,以上有关经费决策的影响还难以预测。 研究型大学内部的

各部门可能将被削弱,至少目前在公立研究型大学较为普遍的盎格鲁撒克逊主

要国家情况如此;而亚洲以及西欧大陆则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加强研究型大学的

实力。 事实上,北美和欧洲的学术优势逐步向东亚转移,而当前的经济趋势以及

在经济衰退期间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的不同投入方式可能将加快这种转移。
全球知识经济时代严峻的压力和跨国学术流动的现实也影响着高等教育以

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向(Marginson&vanderWende2009a)。 人们对于高

等教育的日益渴望以及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了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教师和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及其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也

对研究型大学造成重要影响。

历 史 背 景

研究 并 非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学 术 机 构 的 重 要 功 能 (Ben-David & Zloczower
1962)。 实际上,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仅仅始于19世纪初,尤其是洪堡改革柏

林大学之时(Fallon1980)。 在此之前,大学主要致力于教学以及为法律、神学和

医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员提供职业准备。 洪堡的理念鲜明地强调大学的研究功

能,同时也强调研究应该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通过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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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式,学科结构得以形成,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

学开始发展起来。
洪堡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由普鲁士政府出资。 其学术人员为国家公务员

身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终身教职的保障。 学术职业的结构为基于等级划

分的讲座制。 洪堡的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的理念大大地加强了大学自治与学术

自由。
普鲁士政府对这种新的大学模式非常支持,因为该模式有望促进国家发展,

并且有助于普鲁士乃至德国获得国际权力和影响。 对洪堡理念最为推崇的两个

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尤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国都致力于国家发展,并把高

等教育作为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
德国研究型大学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紧密相关(Geiger2004a)。 在19世

纪后期,紧接着赠地法案,美国大学开始强调科研,重视利用科学为农业和新兴

工业的发展服务。 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德国模式的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高等教育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二是对学术职业的组织更加民主,即采

用以学科为基础的学系而非等级分明的讲座制度;三是其管理方式上的参与性

(教师参与)和经营性(院长和校长由董事会任命而不是由教师选举产生)更强。
至20世纪中叶,美国研究型大学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研究型大学的主导模式

(Geiger1993&2004a)。 由于政府巨额研究经费的投入(有的由国防部提供,并

与冷战时期的军事技术有关)、有效的学术管理、有层次的学术系统的创立(即在大

多数州研究型大学都处于学术系统的顶端),以及一些充满活力的非营利性学术部

门的发展,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成为国际性的“黄金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精神”

研究 型 大 学 不 仅 是 一 种 机 构, 而 且 是 一 种 理 念 (Ben-David1977; Shils
1997a)。 基于一定的理念而建立和维持一所机构并非易事。 研究型大学的核心

是其学术人员,他们必须忠于客观研究的理念,即知识本身,同时也要致力于研

究的实用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功用。
在教师招聘、入学政策、对师生的学位要求等方面,研究型大学是精英和贵

族,尽管在几十年来对高等教育入学急切呼吁的民主年代,“精英”和“贵族”等词

汇也未必受欢迎。 然而,研究型大学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这些特性。 研究

型大学无法优先考虑民主性问题,而是必须认识到优先发展卓越,其决策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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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追求卓越而制定。 同时,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是精英大学还因为它们在教学、
科研和对全球知识网络的参与上止于至善的不懈追求,这往往可以在它们的排

名表现中得以反映。
学生也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因素。 因为他们是以优中选优的精英模式从社会

上,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最聪明的年轻人中筛选出来的,他们更加需要遵循学校的

目标及其学术氛围。 因此,人们都期望他们有最好的表现。
尽管研究型大学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机构,它也必须容许反思和批判,并

且尊重文化、宗教、社会和价值。 研究型大学的精神是一种挑战既定正统观念的

思想和意愿。
而且,研究型大学与社会密切相关,它们并非是人们经常批评的“象牙塔”。

洪堡有意将大学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是一所美国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其早期的一位校长称“大学的边界就是国家

的边界”(Veysey1965,108 109)。 这是对大学服务社会以及创造知识与传播

知识理想使命的写照。
除上述教职员工和学生等要素外,研究型大学精神的另一项核心要素为学

术自由原则(Shils1997b;Altbach2007)。 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研究型大学就不

能履行其使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 传统洪堡理念的学术自由是指教学人员

及学生追求教学、科研、出版和言论的自由。 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学术自由的

理念已经扩大到对任何主题甚至超出特定科学或学术知识的局限的主题研究。
学术自由的关键因素是将自由探索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念。

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那些渴望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是基于独特的理念

和原则的特殊机构。 如果没有对其自身精神明确而又持久的遵循,研究型大学

将难以取得成功。

科学与学术语言

因为大学是开放性的国际机构,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流动,知识创造和传播

没有国界,因此科学和学术的语言至关重要。 最早的欧洲大学所用的通用教学

和出版语言为拉丁文。 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学也自视为国际性机构,招收来自欧

洲各地的学生,雇用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 拉丁文为知识流通的媒介。 当时大

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将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书籍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 后

来,新教改革(ProtestantReformation)导致各个国家将自己的国家语言定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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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大学的教学语言,大学因而变成国家性机构,而非国际机构。
在启蒙运动期间和拿破仑时代,法语是重要的学术语言。 而19世纪研究型

大学崛起时,德语成为主要的科学语言,许多新的科学期刊以德文出版。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以及大学在英语国家的扩招,如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

坦,非洲的尼日利亚、加纳、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南非等,英语逐渐成为主要的科

学语言。 在亚洲,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使用英语的学术强者。
到21世纪初,英 语 几 乎 成 为 科 学 交 流 的 普 遍 媒 介 工 具 (Lillis& Curry

2010)。 此外,非英语国家的大学也不同程度地使用英语作为某些学科的教学语

言。 例如,在许多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国家,通常在科学领域和工商管理等一些

专业领域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在韩国和中国也同样如此。 在曾经强调以马

来文作为教学语言的马来西亚,也已将英语恢复为主要教学语言。 欧洲大陆也

在商学和工学等最具全球联系性和流动性的领域采用英语教学。
最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科学网站都使用英文,许多国家的大学都鼓励,甚至

要求其教授在英文期刊发表文章,并以此作为衡量其学术质量的依据。 类似鼓

励或要求用英语交流和以英语衡量其学术地位的做法颇具争议。 然而,事实是

现在英语已经是全球性的科学与学术语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仍将占据主导

地位。 有分析家(Lillis&Curry2010)指出,全世界学者被迫采用英文期刊的方

法和范式,而这些期刊却反映了美国、英国等宗主国的编辑和编委的价值取向。
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而言,其投稿要被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物接受显得非

常困难。 而当世界各地的大学都要求其学者和科学家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

时,顶级期刊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只有5%~10%的投稿能被接受。
英语目前是全球性的科学和学术语言,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仍将占据

主导地位。 21世纪英语对科研、教学和学术的影响是世界各地研究型大学体现

的重要现实之一,本书中的几个案例对此都有论述。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英语也

是学术新殖民主义的语言,因为世界各地的学者都须遵循英语国家学术体系的

标准与价值。

一类特殊的教师

如上所述,学术群体(academiccommunity)又称学术共同体,是任何一个研

究型大学的主要管理者。 因此,学者需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而出色地履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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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研究职责,同时致力于文化研究也需要坚强的决心。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

人员通常拥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有在本国或国外顶尖大学学习的经历,尽

管在许多国家这并非是从事学术职业的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正如大学本身,兼具竞争性与合作性,渴望贡献于科学

和学术领域,既为了推进学科领域发展,也为了提升个人职业发展和声誉。 特别

是在科学领域,这些学者往往在团队中工作,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这些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数量最大,其比例远

远高于学界的平均水平(Haas1996)。 事实上,顶级学术期刊上90%的论文可

能都出自研究型大学教授之手。
当今世界,许多学者都是没有职业保障的兼职人员,而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则

为全职聘用,他们中大多数人享有非常稳定的终身教职,其薪水即使称不上非常

丰厚,也可以说是十分充足,能够满足他们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需要。 也就是

说,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与其他同行相比,是享有特权的学者。 研究型大学要想取

得成功,学者们必须享有理想的工作条件。
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通常有少量的教学任务,他们有时间进行研究和发表成

果。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中,教授每学期的教学任务很少超过两门

课程,在有些学校和学科甚至更少。 当教学任务更重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型大学,教授的研究精力和成果往往要更低。
这些学者的思想,往往连同他们的工作,都具国际性特色。 他们越来越多地

与不同国家的同事开展合作,有时也会在国际间流动,选择工作条件、工资待遇

和设施最为理想的工作。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尽管近年来具有国际

视野的学者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发挥作用,有时他们也会接受不同国家的学术任

命。 与此同时,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工作是在其国家环境下进行的,尽管他们受聘

于一个公立学院,但是他们不仅要承担地方责任也要担负起国家责任,就像罗马

神话中的杰纳斯两面神,研究型大学的学者必须同时兼顾不同方面的职责。
这些学者的兴趣和活动是国际性的而非地方性的(Gouldner1957)。 他们

可能与世界各地同行的联系比与其同一学校的同事更为紧密。 他们通过参加学

术会议、与国外同仁合作以及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直接参与全球知识网络。
通常情况下,他们未必忠于自己的大学,也许更愿意尝试工作流动,有时甚至迁

移至国外,特别是当对方学校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薪资或者是更

高的声誉时。 而且由于其学术知名度,他们流动的机会往往更大。 社会学家伯

顿· 克拉克 (BurtonClark)曾指出,学者生活在 “细小而不同的世界”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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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研究型大学的学者在整个学界属于很小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他们为

数甚微,但他们却创造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许多国家,他们培养了相关学术

领域的大多数学生。 他们的学术方向和观点对整个学术领域影响很大。 因此,

他们堪称“珍稀物种”。

治 理 与 领 导

治理,与管理相区分,关注如何做出学术决定。 各种高等教育机构都有管理

和领导。 此外,他们最好有学术群体参与(他们最好是学者共同体)。 当然,随着

大学管理需求变得日益复杂,其行政体系官僚机构也日渐庞大(Shattock2010)。

然而,他们与其他大型组织在几个方面显著不同: 首先,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让教

学和研究人员(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大学的治理)(Rosovsky1990)。 研究型大

学尤其需要学术人员充分参与学校重要决策。 研究型大学相比其他高校享有更

为强大的专业权力和学术自治。 此外,虽然学生不一定直接参与管理,但是也必

须作为学术群体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予以考虑。

在这个日益复杂的时代,学术领导在高度透明的学术组织中的作用越发重

要。 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同时担任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的角色。 有人认为校长

应该是顶尖的学者,而有人则更倾向于成功的经营者,有的大学领导者还来自学

界以外(Goodall2009)。 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必须享有学术声誉并且对大学的学

术使命有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尊重。 同时,他们必须能够在社会中代表大学,增

进大学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 现代学术领导日益复杂,需要承担多方面的任务,

富有才干的领导十分难得。

实质性的学术特权,包括对学生入学、教师聘任与辞退、课程设置以及学位

授予等的管理,是教授职责的核心。 理想的现代大学应该共同治理,学术群体掌

握基本的学术决定权,而行政和管理人员则负责资源、设施和其他行政事务。 研

究型大学的学术管理模式各不相同。 典型的代表机构由学术群体组成,有时包

括学生。 传统的欧洲模式由资深教授管理,他们有权从教授当中选举短期的校

长。 鉴于当前有效的大学领导者需要多种技能(如前所述),该模式显得不合时

宜。 无论如何,为了确保学识、教学和科研的主导地位,学术群体在塑造和监督

研究型大学的关键学术要素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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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涵盖许多学科和领域。 研究型大学,以及部分国家的私

营企业(如制药公司)和科学院,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来源,它们对科学进步负有重

要责任。 基础研究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的体现,人们无法从基础科学获取直接利

润。 此外,基础研究,尤其在硬科学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往往十分昂贵。 因此许

多国家都存在基础研究的经费问题。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虽然成本相对较

低,但是其研究实用性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应用研究、校企合作以及收益性研究产品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大

学传统的学术目标与通过研究从企业获取收入的愿望往往产生矛盾,继而引发利

益冲突,甚至引起关系失调(Slaughter&Rhoades2004)。 如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之间达成平衡,使基础研究不至于在寻求资金稳定中水平下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加州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被广泛认为是“黄金标准”,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效

仿。 最典型的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加州大学系统。 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

体规划》(TheCaliforniaMasterPlan)有效地构建了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系

统,既提升了研究水平,也满足了学生规模扩张的需要。 1952~1967年期间,克

拉克·克尔(ClarkKerr)先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和加州大学总校校

长,无论是他总体规划的出台,还是对加州大学系统及其旗舰分校伯克利的发展

都非常重要(Kerr2001;Pelfrey2004)。
加州的“总体规划”建立了三个层次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三个层次的

系统之间以功能区分,又通过系统相连。 该系统已成功运行了半个多世纪。 处

于系统顶层的是加州大学(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10所分校。 这些大学在

伯克利分校的引领下,招收了加州前1/8的优秀高中学生,承担着科研的使命。
其次为23所州立大学组成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the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
system),招收学生43.3万左右。 这些机构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没有博士学

位。 其学术人员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度恐怕难与加州大学系统的学者等量齐观。
社区学院系统则有112所高校,约300万学生,其规模为美国同类系统之冠。 社

区学院以教学和服务为主,研究能力或期望甚微。 加州高等教育系统的三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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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间的筹资模式、使命和管理各不相同,由加州的法规维护其公立大学的不同

使命。 半个多世纪以来总体规划利用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的差异,维持着有效的

创新机制。 总体规划的核心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顶尖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的使命制度化。
克拉克·克尔作为总体规划的设计师,构想并形成了加州高等教育系统研

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这些因素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关重要。 首先,大学的

内部治理权主要由教授掌握。 即使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学术政策和学术方向,也

需要有学术人员参与。 这种共同治理的理念是大学理念的核心。 伯克利对教师

的聘任与晋升和学生入学等都采用严格的精英化标准。 教学和研究相互影响,
但研究始终处于较高的地位。 学术自由是学界的核心价值。 学校一直参与社会

服务,尤其是在加州地区。 学校极其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使命。
一直到最近,加州大学获得了加州政府相对较多的资助,各分校根据不同的

使命和规模独立接受资助。 最近预算削减后,尽管政府支付了几乎所有教师的

薪酬,加州政府对伯克利分校的拨款仍仅占其所需运作经费的1/4。 学校收入

的其余部分则来自学费、研究经费、知识产权的转让以及其他收入。 类似水平的

政府资助在顶尖的公立大学较为普遍,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资助呈下降趋

势。 当然,不 仅 加 州 面 临 并 且 可 能 长 期 面 临 财 政 与 其 他 问 题 (Lyall& Sell
2006),金融危机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都处境维艰。

正如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兼具国际性、国家性和地

方性。 该校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 学校的

学系和研究中心关注各个学科的国际性问题。 国家性的影响包括学校参与国家

机构和联邦政府所资助主持的实验室研究项目。 更鲜为人知的是学校还通过非

学位课程、社区服务等努力为加州和当地社区提供服务。
克拉克·克尔认识到其大学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他在其经典著作《大学的

功用》(TheUsesoftheUniversity)(2001)的后记中指出,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包

括: 学生在校规模和学校研究扩张而州政府的经费拮据,信息技术的影响、营利

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兴起、人口变化,以及学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多样化等,
不一而足(Kerr2001)。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现状

套用狄更斯(CharlesDickens)的话,这是研究型大学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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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 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国际学

术联系和科学研究在全球知识型经济中的作用被认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稳定

的核心。 然而,仍有许多国家对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复杂性和其所需资源

认识不足(Salmi2009)。

21世纪初,对于之前没有研究型大学的国家,研究型大学开始兴起;同时,
已有的研究型大学也得到了巩固发展。 这也是研究型大学走向国际化的时期。

根据在全球排名中处于顶级位次的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总结

出成功研究型大学的部分特征:
● 几乎所有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均处于学术系统的顶层,并且能够获得足够

的资源以支持其使命的实现。
● 除美国和日本外,研究型大学绝大多数为公立性质。 私营部门很少能够

支持研究型大学,但已有一些私立大学出现在拉丁美洲和土耳其的天主

教大学中。
● 那些与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的研究型大学,或与研究

机构联系那些与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的研究型大学,
或与研究机构联系非常紧密的研究型大学最为成功。 这可能与人们的

直觉相反,因为竞争可以激发创新,但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竞

争也削弱了人才库,使那些顶尖人才远离课堂和校园,束缚了其跨学科

研究的能力。 俄罗斯和中国的科学院、法国的国家科研中心,以及其他

独立的研究机构普遍与大学缺乏联系。 有的国家已为此做出努力,整合

大学与科研机构,有时甚至将它们合并,以加强大学的实力。
● 研究型大学是十分奢侈的机构。 比起其他大学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以

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为教学和科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 在整个高

等教育系统中其生均成本必然高于平均水平。 教师的优厚薪资、设施完

善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为较为困难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等都是研究型

大学的必要支出。
● 研究型大学必须有足够的、持续的财政预算,如果资金不足或者其波动

过大,它们将难以取得成功。
● 与此同时,研究型大学具有很强的创收能力。 学生一般都愿意付给这些

大学昂贵的学费,因为这些研究型大学能够提供享有盛誉的学位、高质

量的课程和与最优秀的教授接触的机会。 当前,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州

对于研究型大学是否应该收取学费的争论越来越多,这既反映了学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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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入的需要,也反映了对不同层次的学校体现学费差异的做法可能取

得成功。 研究型大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开发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与创

新。 此外,在有的国家,研究型大学因其声望可以获得慈善捐赠。
● 研究型大学需要与其使命相称的硬件设施,如教学场所、图书馆和实验

室等。 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是必需的。 所有这些都价格不菲。 研究型大

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复杂又昂贵。 不仅需要将它们建立起来,而且必须

定期进行维护与升级。
综上所述,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是多方面的: 包括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源,同时

也包括与学术工作有关的原则和标准,还包括教学、研究与服务等。

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研究型大学面临着许多与高等教育相同的挑战,尽管其特点各不相同。 这

里讨论的问题虽然以不同方式影响国家和学校,却是普遍存在的。 要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资金 充足和稳定的资金是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关键因素。 如何从捐赠、知

识产权转让、咨询服务和增加学生学费等方面筹集资金,这些挑战日益加剧。 研

究型大学能够收取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更高的学费。 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已经

开始这样做。 由于历史原因或法律限制,世界各地大多数公立研究型大学不允

许收取较高的费用,即使它们需要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并且学生也愿意支付更

多的学费以从研究型大学获得更有价值和声誉的学位。 如前所述,类似问题和

讨论已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州出现。 很显然,研究型大学运行的成本高,在不完

全依靠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它们自身需要有资金筹措能力。

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危机对研究型大学造成了重大影响。 前已述及,它对

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总体上有助于东亚地区大学的提升。 因为在这次

金融风暴中相对西方国家,东亚国家更加平安渡过难关,它们正寻求全球顶尖研

究精英的地位。 例如,印度自2010年以来对高等教育增加了31%的投入,中国

继续推进其重点大学建设计划,支持顶尖大学的发展。
自治 在问责制日益加强的时代,研究型大学将在维持管理自治和享有重

大学术决策方面面临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型大学可能处于不安的状态,
因为公立大学将受制于官僚规制和复杂的官僚学术体系。 研究型大学需要自主

设定其发展路径和管理学校资源,然而实行问责制就要求学校向利益相关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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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附加价值和相关性,其压力将有损于研究型大学自治传统的准则形成。
优秀人才 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学术市场,在吸引顶尖人才方面,公

立研究型大学不论是吸引教授还是学生,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大学不仅面临

其他高校的竞争,也越来越多地面临与其他报酬丰厚的知识部门的竞争,相比之

下大学教师的薪酬往往相形见绌。 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界精英往往

被吸引到国外。 近年来,优秀的学生也为国外一流大学的奖学金、良好的学术条

件和声誉所吸引。 虽然要留住优秀的教师很难,但是学校还是可以通过提供稍

具竞争力的薪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 各国都在为此努力。
私有化 如前所述,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公共机构。 作为公共

资金减少的结果,公立大学私有化的压力几乎无处不在,而这种趋势对研究型大

学的发展极具破坏力,因为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使命是从事基础研究和对不同学

科的学生进行教学等公共服务。 如果研究型大学被迫通过寻找市场资源来支付

教师的薪酬和覆盖其他相应的支出,将很有可能损害其教育质量和偏离大学的

核心使命(Geiger2004b)。 多元筹资与学术自治之间的矛盾需要谨慎应对。
全球化 全球化对研究型大学是福音,也是祸害 (Marginson&vander

Wende2009b;Knight2008)。 研究型大学处于全球知识传播和网络的中心。 它

们为高等教育系统和国家输入新的知识或理念,为学术人员在世界范围分享知

识提供机会。 在网络时代,任何地区的人都可以获得全球性知识,但是研究型大

学的资源和学术群体能使其更容易、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活动。 在许多国家,研究

型大学可能是充分连接全球网络的唯一机构。 因此,研究型大学为科学参与提

供了双向渠道。
同时,对许多大学而言,全球化是一种挑战。 教授和学生所处的全球学术市

场意味着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会为外面更大的诱惑所吸引。 教师晋升和科研标

准中过分强调国际核心期刊的成果将使位于边缘的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处于不利

地位。 全球化趋向于支持处于中心的研究型大学,这对科学知识的民主化未必

有利。

研究型大学的未来

由于研究型大学是任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社会的主要机构,它们被

看作是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因此它们的未来十分光明。 事实上,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的作用。

02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有些人认为当今大学将会因为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大众化招生、高校职业

化和私有化的加剧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而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的观

点不无道理。 21世纪初期是全球金融危机和高等教育转型同时发生的时期。

高等教育的某些部门完全有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然而,有一个高等教育部门不太可能发生显著变化,那就是研究型大学。 这

些机构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支持着它们的发展,事实上,这些学校善于承担

自己的使命。 毫无疑问,研究型大学也会在某些方面发生改变,但是到2050年,
它们不太可能变得与现在的形式迥然不同。

在没有研究型大学的国家建立研究型大学或者对现有的高校进行择优建设

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全球性普遍现象(Mohrman,Ma&Baker2008)。 人们对此

不足为奇。 为了充分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的竞争并且受益于科学知识,各个国家

及其学术体系认为他们必须拥有至少一所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Deem,

Mok&Lucas2007)。 因此,研究型大学群体正在从作为传统学术中心的北美

和欧洲迅速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新兴经济体(Liu,Wang&Cheng2011)。 各个国

家在这场竞相建设一流大学的角逐中,通常对是否根据其经济增长所处的不同

发展阶段选择了最为有效的建设方式缺乏考虑。 例如,在相对弱小的国家,其经

济规模可能更适合建立优秀的区域性大学。 无论如何,人们对研究型大学重要

性的认识几乎是普遍一致的。

建设或发展研究型大学并无秘诀可言。 毫不奇怪,许多国家在建设研究型

大学时往往将目光投向处于学术中心的、成功的研究型大学。 结果出现了一个

非正式的全球研究模式,即主要效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当然,全球模式也必然

适当地带有本国特色,反映其特定的学术和社会的现实情况。 因此,新近取得成

功的研究型大学既反映出非正式的全球模式,也反映其本国和本地区的特点和

变化。 今后一段时间不管高等教育面临何种问题和挑战,研究型大学都将继续

成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大多数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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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的案例

王庆辉 王 琪 刘念才

  具有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大学,通常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被视为学术体系

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增强国力的需要。 中国政府(在本章中

所说的中国都指中国内地)也毫不例外地树立了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等教育

系统和建设研究型大学与卓越研究中心的目标。 为响应国家政策及上海市的战

略规划,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国内顶尖大学,致力于实现超越国界的质量标准和建

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本章将探讨: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以及国家政策的指引下,
上海交通大学在过去10年如何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国家重点大学建设计划及其历史背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梦想。 中国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19世纪末,为了发展高等教育并增强国力,中国在19世纪末就建立了国内最

早的几所大学。 过去10年中国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目标。 1998年

中国政府将该政策纳入国家优先发展计划,政策的实施在几个地区都取得了成

功。 首先,过去20年高等教育的扩张,培养了大量高技能的人才。 但是,根据

《麦肯锡季刊》调查,只有1 /10的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跨国公司的工作

(Lauder,Brown&Ashton2008)。 因此,中国是无法在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展竞

争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型大学可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创造知识、培养人才

(Wang2008)。 其次,知识是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发展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

素(Schwab2009)。 根据2009~2010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总体而言,中国的经

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报告表明,在高等教育训练、技术培训、金融市



场的成熟和创新等方面的需求仍然很大。 以上情况的改变,尤其是作为竞争力

关键的创新,将取决于研究型大学在知识创造和管理方面的作用。 第三,从高等

教育的发展看,中国目前的博士生招生规模最大。 尽管根据国际标准而言规模

巨大,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仍然存在问题。 发展一小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可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 针对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

“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国家计划。

1995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了“211工程”。 其目标是在21世纪初期,建

成100所重点大学。 这些大学在作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

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该战略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学科专业(国际标准、交叉

学科和领域)、数字校园、教师发展和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和大学本 身 共 投 入 人 民 币368.3亿 元 (约 为54.4亿 美 元), 其 中 第 一 阶 段

(1996~2000年)投入人民币196.1亿元(约为29亿美元),第二阶段(2002~
2007年)投入人民币172.2亿元(约为25.4亿美元)。 中央投入人民币78.4亿

元(约为11.6亿美元)。 近10年来,用于支持学科建设的资金占45%,基础设

施占29%,数字化校园建设占19%,师资队伍建设占7%(211ProjectPlanning
Office2007)。 目前,“211工程”已进入第三阶段。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投入,国家又实施了“985工程”,再

次体现了政府发展国际水平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和努力。 1998年5月4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

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

国的战略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再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和科技创新平台。
“985工程”迄今已资助39所大学,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投资,并已

分两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1999~2001年,第二阶段为2004~2007年。 正如

其附属政策文件所述,“985工程”的39所高校中的9所①———被喻为中国的“常

春藤联盟”,是首批入选的大学,其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其余30所则期望

建成世 界 知 名 大 学 (即 水 平 略 低 但 具 有 国 际 声 誉 ) (MinistryofEducation
2008)。 中央政府在“985工程”的一期和二期分别投入人民币140亿元(约为

20.7亿美元)和189亿元(约为20.7亿美元)。 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投入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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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首批进入“985工程”的9所顶尖大学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

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批入选的9所大学。
“985工程”赋予参与的院校办学自主权,提升了其国内和国际竞争力,在学

术成果、研究能力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缩小了这些大学与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

差距(Liu,Liu,Cheng& Wan2003)。 大学治理方面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和教

师能力等方面。 教学和科研得到了改善。 例如,“985工程”院校专注于其学科

领域建设和发展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能力,建立了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研究基地和国家重大科学和工程实验室。 首批进入“985
工程”的9所大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急剧增长,质量也有大幅提升①。

因此,他们在世界排名中的表现也有很大进步②。 “985工程”前两期所取得的成

绩和积累的经验对于第三期的实施和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以下将对上海交通

大学的案例进行探讨。

总体而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素质

人才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重点大学建设工程已经形成一种卓越文化,唤起中国

大学参与国际竞争和比较的意识。 入选两项工程的大学无论对高等教育的整体

复兴还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发展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大学的

发展引起了对如何在中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探索研究型大学建设途径的广泛

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是中国建校时间最早的大学之一,由教育部

和上海市共同组建。 根据近来国内主要的国家排名,该校为全国最好的五所大

学之一,也是上海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是入选“985工程”首批资助的9所重点

大学之一。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重点的院校,设

有交通、邮电、印刷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防等专业。 20世纪30年代,学校因为培

养了顶尖的工程技术人才而被誉为“东方的 MIT”。 学校在1956年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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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汤姆森科学数据库索引中,这9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论文(出版物)平均数量在2008年达到

2400篇,是1999年的10倍多。 从高引用率的论文和它们在《自然》和《科学》期刊上的文章数量来

看,其表现已明显提升。
例如,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JTU2008),排在前300名的中国大学从2000年的空缺增加到2008
年的6所;进入前500名的中国大学的数量从4所增加至18所。



中央政府决定将大批的院系调整到位于西北的陕西西安建设一所新的顶尖工科

院校。 重组后,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被正式命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20世纪六七

十年代,学校先后归属国防科工委和六机部领导,积极投身国防人才培养和国防

科研。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发展停滞,学校从1982年开始直属教育部领导。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在学校管理、教学、研究以及基础设施等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其学科领域进行了扩充和重建。 学校目前拥有

21个直属院系,65个专业领域,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和管理学等8个学科门类。 学校设有60个本科专业、152个硕士点、93个博士

点。 目前,有全日制本科生18500人,硕士研究生11326人,博士研究生4576
人,专业学位学生10000多名。 学校有专任教师(全职教学和科研人员)3130
名,其中65%拥有博士学位。

1996年百年校庆之际,学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在21世纪中

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 此后,学校连续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战略

规划。 各院系也要求做出具体的发展计划。 2004年被确定为学校的“规划年”,
制定了2010年中长期发展计划,即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

机构: 到2010年,为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到2020年,
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开始步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2050年,进入世界

大学排名前100位,全面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自1998年以来,上海

交通大学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科技创新、师资质量和财政资源等方面都保持

着持续发展的势头。 以下将对上海交通大学朝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实践

进行分析和评价。

战略规划和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要求在学校层面有强有力的领导、学校使命和发

展目标,以及将愿景变成现实的具体计划和措施(Salmi2009)。 这些步骤在上海交

通大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学校在1996年首次提出其使命和

目标,此后制订和实施了相应的战略规划。 并于1999年成立规划发展处,负责指

导学校的战略规划和决策咨询。 这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早成立的规划处。

十年战略规划的轨迹

为了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早在1998年初,上海市政府就在一份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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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要在上海建设和发展一两所国际水平的大学。 虽然上海交通大学被认

为是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但是大学的领导者担心其学术表现较差,可能威胁到

学校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地位。 于是来自各个院系的30多名顶尖学者齐聚一

堂共商对策。 经过三轮讨论之后,提出要把上海交通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

学的目标愿景。 1998年5月,中央政府开始实施“985工程”,进一步加强了学校

改革的决心。 1999年1月成立的政策研究室被指定为专门负责学校发展规划

的部门。 1999年9月,在学校管理部门改革后,政策研究室更名为规划发展处。
此后,该处承担学校的认证、评估和院校研究以规划学校的发展方向,并在学校

建设一流大学和改善学校的专业和服务的过程中为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提供必

要的支持。
规划在两个层面实施。 在学校层面,规划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和南开大学等国内同行为基准,确立了学科领域、师资结构、学生能力、研究资

金投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引文索引等一系列的绩效指标。 此外,各院系

层面,也被要求根据学校的使命和目标分析其发展现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和

绩效指标。 这样一来,各院系的责任得以厘清。
在2004年,学校集中精力制定和修改其战略措施。 此次规划的目的是确定

学校在国内和国际大学中的地位,确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2005~2010年),
并寻求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2010年的战略规划经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审议

通过(Li,Liu,Chen& Huang2005)。 五大战略重点将学校的目标和使命转化

为具体的建设措施。 第一,人才强校战略,旨在迅速提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师

数量和技术与管理人员的素质,聚集一批顶尖学者。 第二,加强基础科学的理科

跨越战略。 学校聘请同一领域的顶尖学者,采取绩效评价体系,并加强了自然科

学基础。 第三,鼓励不同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交叉集成战略。 为响应国家

发展尖端科学本身的需要,学校有意整合各种资源,调整研究机构,并创建一个

跨学科的学术氛围。 第四,国际化战略。 具体内容包括: 引进国外先进的理念

和具有国际背景高层次的人才,吸引国际专家和取得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者,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和参与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留学生教育,以及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以拓宽学生的视野等。 第五,服务社会战略。 学校与

政府、国内其他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积极合作,寻求和整合多元化的公共资

源,以期服务于上海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战略实施10年后,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例如,与1998年相比,

学校涵盖更为广泛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使学校从以工程为重点的院校向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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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过渡。 高水平出版物数量大增,科学引文索引(SCI)文章从1997年的113
篇增至2008年的2331篇。 在此期间,工程索引(EI)文章从364篇增至2748
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从2篇增长到59篇。 就其整体形象和学术表现

而言,学校恢复了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先地位。

2008年初,学校清醒地认识到,未来5年,即2008~2013年,将是非常关键

的过渡时期。 在对2005~2010年战略计划的实施进行评估后,学校展开了新一

轮的规划。 最终,规划处制订了2013年战略计划并获学校党委讨论通过。

为了落实规划和加强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使其学术水平达到国际标准,规

划处邀请国际同行参与大学的评估。 绩效指标包括7个方面: 学校整体和院系

的规模(如教学和研究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量)、人才培养能力(如国际学

生、访问学者和双语教学课程的比例等)、著名学者(如高被引作者、公认的国际

期刊的编委①,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的数量)、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程度(如获

海外博士学位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教师比例、外籍工作人员,以及在学校举办

的国际会议的次数)、科研经费(如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

等)、研究成果(在《自然》和《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高被引指标,以及专利的

申请数量等)、学科发展(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内和国际获得认可

的研究中心数量)。 同样,要求各院系必须制订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接受国际同行

的评估。 这部分内容将在大学治理改革部分进行分析与详述。

战略规划的要素与挑战

乔治·凯勒(Keller2006)界定了良好战略规划的要素。 大学需要强调有效

管理的政策、明确的发展目标,关注成本和谋求财政收入,采取灵活的策略,扩大

其网络聚类,超越战略行动同时避免过大的结构变革。 这些要素也在上海交通

大学的愿景和政策的发展中得以体现。

该校一直注重有力的领导管理。 大学领导在规划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同时

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形成了强有力的管理团队。 学校组织高层决策者和教师参

加大型研讨会、各种会议和小组讨论,征求多方意见和反复讨论商榷。 整个规划

过程结合了强有力的领导管理、教职工的投入和参与,同时也整合各种意见和建

议,包括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专家教授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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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的“三步走”的目标非常明确,既循序渐进,又灵活应变。 在精

心设计的大学目标和使命的指导下,明确了学校和学院两级的发展目标和绩效

指标。 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要素 (Salmi
2009)。 上海交通大学认识到,形成卓越文化不会一蹴而就。 因此,学校的使命

和规划力求达到各项目标之间的平衡。 由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领域、系和研究

机构开始,层层深入,进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规划为“985工程”二期的实施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措施;同时,“985工程”二期的建设目标为学校的发展

提供了方向。
另一个要素为集群(Keller2006),也就是利用并结合不同的支持要素和资

源从而达到学校的发展目标。 如学校邀请来自校内和校外的专家,设计规划相

关程序,并制定政策。 校内专家由校领导、机关部处长和具有一线管理经验的院

长或系主任组成。 校外专家由来自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成员组成。 外部专

家以独立和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大学的情况,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战略执行方案充分体现了成本意识。 资金经过精心策

划,分配到不同的部门、研究机构以及相关的项目。
尽管学校的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上海交通大学也跟国内的其他大学一

样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与挑战。 由于高等教育乃至社会本身的迅猛发展,很

难将当前的规划与不可预见的变化联系起来。 潜在的挑战是这些变革涉及对未

来的思考,但却不是对未来及其变化的预测(Dobbins2010)。 为了达到预期效

果,计划方案应与大学的长远目标一致,以此确保留有足够的余地来应对未来的

发展和变化,并为必要的方案变更留有余地。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机

构的管理组织或部门很少对具体策略进行组织和协调。 有关管理部门只是建议

学校实施战略,但对于如何实施却缺乏具体的指导与要求。 对上海交通大学和

中国其他高校而言,可能会影响或者限制学校基本活动的因素,还包括关于战略

规划的价值、方法、程序及其实施的相关文献较少。 另外,对海外同行的经验借

鉴也还不够。

治理结构和管理改革

有力的领导管理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此外,战略规划的实现还有赖

于有效的治理机制和管理体制。
中国大学的治理结构,通常由行政单位及学术单位组成。 其管理体制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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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Xi2005;Li2007)。 学校的组织结构由校长、党委书记

(除党务工作外,其职能相当于西方国家大学的董事会主席)、学院院长(系主任、
研究所所长和中心主任)以及各行政机关负责人等组成。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与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 校长通常由政府指派

或通过选举产生然后由政府任命。 这种任命制度可能会妨碍大学选择最佳人选

来担负引领大学发展的使命(Zhao&Zhou2006)。 为此,在执行大学委员会制

定的有关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其他事务等决策时,副校长与校长实行权力共享、
责任分担。

学 术 委 员 会

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与界限并不像西方大学那样清晰。 在西方大学,学术

委员会(如教师评议会)通常作为学术权威,在大学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学

校长,作为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在国内大学,行政权力往往有驾驭学术权力的趋向。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安

排可能促进有效决策和政策的执行。
为了加强学术决策,上海交通大学于2008年12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 该

委员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教学和科研人员的作用,加强学术管理,改善学术规

范,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并促进该校研究型大学的建设(Dong2008)。 学术委

员会分设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程科学学部、生命医学学部等四个学部。
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审议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规划、制定各类学术标准、指导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咨询各类重要学术问题等(Dong2008)。

院 系 评 估

为了保持和加强学校的迅速发展,上海交通大学认识到,应该将学校的办学

表现纳入全球范围进行评估。 也就是说,学校的教师素质、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

等各方面的表现,应以国际标准对其进行评估和比较。 这种标杆管理的方式将

学校的总体目标变成具体的绩效指标,并最终使学校确定其当前的位置,明确未

来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并且制订相应的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自2007年以来首先

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开展了院系中长期的评估(Liu,Yang,Wu&Cheng2008)。
评估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各院系自评阶段。 院系根据评估指

标和学术发展状况,包括学术环境、学科领域的国际声誉、最近五年的代表性博

士论文,以及其他方面准备自评报告和材料。 报告要求反映院系的研究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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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能力及其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中所处地位,并根据发展趋势对其未来一段时

间内的发展潜力做出判断。 第二阶段是专家评估阶段,即由专家阅读评估报告。
第三个阶段是评估反馈阶段。 专家组向学校领导和被评估院系通报评价结果,
进行交流,并达成共识。 专家现场评估结束后,被评估院系要根据专家组的意见

和建议提出整改方案,报学校批准后实施。 标杆管理和院系评估的实施使院系

认清其在国际和国内同行中的位置,同时反思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评估过程对学校和院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评估推动了大学的变革和发

展。 首先,学校对今后的评估采用了国际性标准。 虽然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概

念是几年前提出的,但很少有院系明确地知道其确切含义。 通过中长期评估加

深了各院系对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理解。 其次,质量的概念和意

识得到了加强。 在对评估文件进行分析时,学校十分重视质量指标,如世界著名

教授、高水平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出版物)的影响程度(影响因子)等。 同时,开

始逐渐减少对论文(出版物)和研究经费的数量的关注。 此外,要求各院系在自

评报告只列出五个科研项目或成果。 换句话说,专家只对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

成果进行评估。 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研究成果的质量

和原创性上。 第三,特别是对理科院系而言,评估有助于学校上下更为清醒地认

识理科的学科性质、定位和贡献。 通过评估,教师们认识到理科对学校的贡献在

于对本科人才的培养和提升学校声誉。 它奠定了该大学未来的决策和管理改革

的坚实基础。

校 园 发 展

校园发展是上海交通大学改革的又一个方面。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有闵行、
徐汇、七宝、重庆南路和法华镇路等5个校区。 最早建成的主校区坐落于被认为

是上海商业中心之一的徐汇区。 20世纪80年代,由于徐汇校区的空间紧缺和

管理成本高,促使大学开始投入巨额资金开发距徐汇约20公里的闵行校区。 经

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扩张后,闵行校区在21世纪初成为学校的主校区。
现已配备先进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设施。

校园建设为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以及扩大招生规模

等奠定了基础(Zhou2001)。 校园发展也促进了教育资源的整合。 例如,电子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原本分散在徐汇校区多处办公,影响了其管理的综合性

和有效性。 新建的闵行校区容纳其所有部门,促进了内部管理和沟通,有助于

资源共享、发展跨学科研究以及协调外部关系等发展战略。 此外,闵行校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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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有利于校企合作。 例如,学校扩大了与紫竹科技园的合作。 紫竹科

技园位于闵行校区南面,吸引了英特尔研发中心、ST微电子、微软和其他高科

技公司入驻。

提高师资质量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在提高师资质量方面实施了不

同的措施。 1998年以前,上海交大有教学科研人员1753人,其中只有25%为

教授,15%拥有博士学位。 学校出台了一系列方案以招聘学术优秀的学者,包括

冠名讲习教授、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员和晨星青年学者等计划。 具体而言,师资

队伍建设主要包括4个方面: 招聘政策、提升计划、专家招聘和全球招聘。
学校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逐步提高了选拔教师的要求和标准。 2000年

起要求新进专职教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此外,从2010年起学校鼓励各院系引

进获得海外研究型大学博士学位或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才。 然而,对海外学位

的青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获得国内学位的优秀毕业生的申请机会。 该政策也削

弱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位的价值。

2003年起,学校实行了新的教师晋升制度,倡导“校内校外公平竞争,海内

海外同台竞技”。 在晋升教授和副教授职位时,与此前的政策相比有两大区别:
一是校内教师晋升须与校外申请者公平竞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仅凭学历和资

历;二是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国内与国外的申请者同台竞技,评聘合一。 此外,教

授晋升制度还规定,对同一职位(教授或副教授)的申请,实行“隔年申报、有限次

晋升(申报同一职位不得超过三次)”。
学校积极引进学术人才和专家,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特聘研究人员。 实

施星晨计划,以鼓励和吸引青年学者。 此外,为了方便上述人才的引进,学校开

通“绿色通道”。 该机制有助于快速及时地解决相关问题,如工资、福利等传统的

程序等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项政策实施后,仅2008年就通过引才

“绿色通道”招募到70名左右的高层次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在其战略规划中明确表明进一步展开全球招聘的目标。 在

2003年年底,学校首先在网上发布400余个空缺职位,包括教授170名、副教授

229名以及20个技术职位。 总共有961人申请,最终,在2004年年底有87名教

授和210名副教授获得学校聘任,陆续上岗。 其中超过一半有在海外学习或任

教一年以上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学校宁愿让部分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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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也未降低要求急于将其填满(Xiong2004)。
通过以上招聘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素质。 首先,教师的总体规模满足

了学校近期发展的需要。 学校现有专职教师2900多名,其中包括教授700余

名和副教授1200名,学生与教师的比例约为15∶1(Zhang2008)。
教师们的质量已有所改善。 在学历方面,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占85.4%,

具有博士学位的占64.4%。 关于特殊头衔方面,学校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两院院士33名,长江学者教授和讲习教授72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7名。 这些高层次人才为学校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校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 拥有国外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已从2004年的5%提高到2008年的12%。 大多数教师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的

经历。
尽管学校在吸引高水平师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同样面临着困难

和挑战。 为了满足学校快速发展的需求,学校实施了不同的招聘措施和方案。
然而,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改革还相对较新,没有以往经验可以借鉴。 教师的工

作合同、生活环境以及住房等(包括上海的户籍制度①)问题,这些都要求学校政

策做出相应调整。 经济报酬可能吸引到优秀的教师,然而,同时可能存在或激起

不同群体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 例如,在海外归国教师和本土教师之间,以及新

近回国与回国多年的教师之间都可能引发矛盾和冲突(Liu2010)。 学校如何帮

助海外回国的学者在中国学术界有效地建立其研究网络也是值得关心的问题

(SJTU2010)。 而应对这些挑战的研究、经验与教训都极为少见。 大学及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都认识到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并与教师进行沟通

(SJTU2010)。
学校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师资,拥有一批学术大师,一批在

国家战略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智库型)人才以及大批活跃在国际科技最前沿

的青年人才。 具体而言,学校将继续调整和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到2020年,专

职教师总规模3400人,其中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终身教职水平的教师要占到1/3
以上。 学校将继续把重点放在吸引高端人才上,其发展目标为拥有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200名,特聘教授400名,特聘研究员8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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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科发展和研究卓越

上海交通大学旨在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和管理学等12个学科门类。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综合实力,学校不断发展其学科结构和重点,鼓励卓越研究。

促进学科发展

纵观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学校大都集中在理科和工科。 为了加强其学术

实力,学校采取不同的措施发展其他的学科领域。

上海交通大学确立了发展为研究型大学以及丰富其学科的明确目标。 在政

府的支持下,学校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合并了上海农学院和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完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 大学的合并使参与的高校能够共享教学

和研究资源,巩固学术能力,提升国际声誉。 合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各自的利益

需求以及学术文化的冲突(Salmi2009)。 然而,对上海交通大学而言,合并意味

着更多的成功机会,因为参与合并的高校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的学术文

化和愿景,从而形成了内部的一致性。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力求保持另外两所机

构在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

2007年起,学校提出了其学科发展的新的目标和战略。 方法是维持旗舰院

系及其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加强基础学科院系及其学科建设,为特色学科创造

特殊条件,支持薄弱院系及其学科发展,鼓励跨学科研究①。 学校特别把战略重

点放在支持如社会科学等相对薄弱的院系及其学科发展上。

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相对薄弱,已经成为妨碍理工科背景的院校向综合性大

学发展的瓶颈问题。 此外,高层管理人员大多为理工科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为

理工科的发展带来政策上的倾斜,例如在教学和科研资源的分配方面。 这也限

制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Ma&Chen2005)。 在此情况下,学校于2002年成

立了文科建设办公室(现为文科建设处),负责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与

规划,组织和管理文科科研项目申请,开展学术文化活动,指导和协调相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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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期刊。 该办公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以下原则,即加强人文社会

科学在学校学科发展中的特定基础作用,引进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顶尖教授以提

升科研能力,促进多元化的研究以服务于社会需要,开展世界各地的国际合作并

学习对方经验。
由于上述政策和战略的实施,学校的学科结构得到扩展和丰富,学科水平也

得到了提高。 在全国学科排名中,上海交通大学已有6门学科跻身全国前3位,

11门学科跻身前10位。

鼓励研究卓越

上海交通大学鼓励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坚持一流研究成果与中国骨干企

业共同发展,与中国未来产业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积极开展高

水平国际问题研究,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 通过科研成果向外转移、辐

射,积极研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科技问题,带动并提升学校科研和人才培养水

平。 具体而言,学校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即奖励国际论文、支持国

际水平的研究、鼓励研究成果转化和利用研究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奖励国际论文 在中国,于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或为书撰写章节)对于研

究成果的评价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提高论文(出版物)的质量,上海交通大

学出台了论文的奖励管理办法。 首先,在1999年学校出台了奖励SCI、SSCI论

文的政策,每篇SCI、SSCI论文奖励人民币1万元(约为1480美元),其中10%
为现金,90%为科研经费。 其次,学校研究生院出台了理工科博士生必须发表一

篇SCI论文或EI论文才能申请学位的政策。 此外,该政策明确指出,博士生只

有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才以1篇计入统计数,第二作者只能以1/2篇计入统

计数,第三作者及以后者则不计数。 第三,学校重视的是论文的质量,而非数量。
例如,2007年SCI的论文的数量已增至2331篇,就其数量而言已经达到位列前

100名的某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
论文的影响因子有所提高,但仍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Zheng2008)。 因此,

学校开始强调高水平和创新性的研究,鼓励特定领域的研究,同时注重学校整体

研究水平的提升。 为了鼓励论文质量的提升,提高国际影响力,上海交通大学在

2007年推出一项新的论文奖励制度。 新的管理办法降低了对普通SCI、SSCI、

EI论文的奖励力度。 对SCI、SSCI论文,每篇奖励人民币1000元(约为148美

元);对被EI光盘收录的国际期刊论文每篇奖励人民币800元(约为120美元)。
对高影响因子优秀论文的奖励力度则不变(SJT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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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 学校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为政府决策和地方

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学校加大专利转化及其实施力度,通过成立技术转移中心、
建立专利信息平台、允许教师以专利进行技术入股、提高教师转化专利成果收入

比例等手段,鼓励教师将专利直接推向市场。 一批专利技术的转化创造出巨大

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企业技术发展。 在“985工程”持续支持下,通过十年攻关,
“高清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研究开发工程”项目团队为形成我国自主的高清电视关

键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重视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 学校积极为政府和地方组

织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决策咨询。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院在集中力量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校科技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政府咨询报告。 该院自2003年以来每年公开发布的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SJTU2009)。
利用优质资源保障人才培养 上海交通大学一直致力于通过与企业和其他

研究机构合作以提高研究经费,丰富科研资源,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保

障。 其办学特色得到教育部专家的充分肯定。
学校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构建了本科生基础教学实验平台和专业教育

实验平台。 此外,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增强了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和应用研

发能力。 具有 综 合 性 和 创 新 性 实 验 的 课 程 达400多 门, 占 实 验 课 程 总 数 的

85%。 学校加大了对特有实验和科研转化教学实验项目的投入,开展本科生研

究计划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科技竞赛中

大显身手。 我校学生团队在“美国计算机协会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荣获

(第29届)全球总冠军。
上海交通大学利用校企合作研究的优势发展研究生教育。 产学研联合培养

研究生是高校完善自身功能、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依托,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要趋势(Ma2005)。 校企合作的目的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研究生

教育质量。 校企合作研究可以发展学生的创新技能,并获得实践经验(Shen,Li,

Shi&Liu2009)。 上海交通大学已建立了数个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在紫竹科技园和其他企业的支持下,学校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学

生可以获得在这些企业的重大项目实习的机会。 同时,企业的资深工程师被邀

请到学校教学并兼任研究生导师。
例如,学校自2004年起与宝钢股份建立合作关系。 公司的专家被邀请指导

研究生,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参与到学校教学中来。 五年来,该平台已招收培养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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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79名,博士生13名。 导师人数已经增加到近50名。 根据学校2009年的

自评报告,选报基地导师的研究生考生数量正逐年增加(SJTU2009)。
上海交大 宝钢股份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新模式得到了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

的充分肯定。 被列入教育部“2003~2005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并在上海高校

和企业中全面推广。

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

发展研究型大学的方式之一为充分运用国际化战略(Salmi2009)。 上海交

通大学广泛开展多种项目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并以先进的教育理

念建立国际标准的教育体系。 具体而言,学校的国际化战略主要涉及学生、教

师、科研和教学(专业项目)等方面。 与教师和科研相关的内容前已述及,以下主

要介绍与学生和教学项目有关的内容。

双 语 教 学

上海交通大学自1998年以来提倡在学校实行双语教学。 其目的是提高学

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及其汉语语言技能。 从1998~2005年,约有132名教师对

11000名学生开设135门双语教学课程。 当时,双语课程约占所有学科课程的

10%;到2010年,双语课程约占课程总数的15% (TheSJTUTeamforGEE
2006)。 学校还对每门双语教学课程提供5000~8000元(约740~1800美元)
的经费支持。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必须修满最低16个学分的英语课程

(SJTU2007)。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学校双语教学的效果还缺乏相应的研

究。 如果能对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以及学校政策导向与实际落实

之间的差距进行调查,这对今后继续开展双语教学将十分有益。

海外实习、暑期项目与交换生项目

为了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学校实施了许多项目,以鼓励和支持各个不同层

次的学生到国外访学或就读。
学校为本科生提供各种游学机会,并为优秀学生提供出国学习学位项目的

机会。 另外,还提供了一学期的访学交流项目、为期3个月的海外实习以及国外

大学暑期培训课程等。 上海交通大学希望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开阔眼界,体验

不同的文化。 国际化的培养模式将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他们更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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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竞争力。 2008年,有海外游学经历的本科生达到了19.4%。 根据学校的战略

规划,2010年,参加海外游学计划的本科生达到本科生总数的25%,到2020年

达到50%(SJTU2007)。 此外,对于家庭非常困难的学生,学校自2008年起提

供了奖学金。 这 也 是 我 国 高 校 建 立 的 第 一 个 本 科 生 海 外 游 学 基 金 (SJTU
EducationalAffairsOffice2009)。

上海交 通 大 学 是 第 一 家 获 得 爱 因 斯 特 海 外 实 习 奖 学 金 (theIAESTE
ScholarshipforOverseasInternship)的中国大学。 这一国际协会为参与的学生

提供海外实习资助,资助对象包括化工、化学、材料以及工商管理、财务和金融专

业的大学三四年级以及研究生(SJTUEducationalAffairsOffice2007)。
在博士层次,学校鼓励学生到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进行访学,从事前沿研

究,提高研究能力和国际竞争力(SJTUGraduateSchool2007)。 参与该项目的

学生由国外导师和国内导师联合指导。 学校资助其学费、国际旅费和生活费补

贴等。 目前,有15%博士生有国外访学的经历。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进行的调查表明,参与这些海外项目的学生对此都

感到满意 并 且 表 示 国 际 经 历 对 他 们 的 学 习 生 活 有 积 极 影 响 (Yang,Jiang,

Zhang&Liu2008)。 2008年的调查表明,46.3%的学生认为访学经历有助于

其获得相关领域的前沿知识,只有7.4%的学生表示没有影响;47.9%的学生认

为国际经历对其语言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只有5.3%的学生对此表示不同意;

41.5%的学生认为通过该项目增强了信心,7.4%的学生没有这种感觉。 另外,

39.9%的学生认为访学经历有助于他们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双学位课程和联合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积极与国际著名大学合作,开展双学位项目和组建联合学院。
开发、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吸收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管理经验、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国际实力的高层次人才。
双学位课程包括上海交大与美国密西根大学(theUniversityofMichigan),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里尔,里昂,马赛,南特,巴黎)(췍coleCentrale)和南特高等

矿业学院(췍coledesMinesdeNantes),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BerlinTechnical
University)等国际合作伙伴的工程专业双学位项目以及与乔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合作的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双学位项目。2007
年,学校还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合作推

出中国制造业领袖项目(Tong2008)。 这是中国首个专门培养中国下一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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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营领袖的双学位教育项目(SJTUTeamforGEE2006)。
学校鼓励各院系去寻找自己的国际合作伙伴,努力实现与著名大学院系的

合作。 根据该政策,一些联合学院或合作研究中心已经建立起来。 2000年8
月,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双方签署了以机械工程学科为试点,共建上

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协议。 根据双方协议,机械工程学院采用本硕博

“4+2+3(本科阶段四年,硕士阶段两年,博士阶段三年)”模式进行办学。 2006
年,在原来合作的基础上,双方成立了交大 密西根联合学院。 双方的合作被认

为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SJTU2009)。
此外, 其 他 合 作 机 构 也 建 立 了 起 来。 例 如, 与 美 国 佩 斯 大 学 (Pace

University)法学院合作成立“中美环境法教学与研究中心”。 学校鼓励与外国本

学科的佼佼者建立长期的、实质性的学术联系。 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双方力图建立长期的

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培养适合全球化发展要求的人才

(Du2008)。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也向海外扩展。 学校的工商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在新加坡开展了14年,毕业生超过400名。 2002年,教

育部批准了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分校。 这是中国大学首次在海外

设立分校。 同时,上海交通大学成为新加坡政府希望建立全球合作关系的第九

所大学。

国际化的意义

总之,国际化战略已被纳入到学校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发

展、课程设计、教学与科研资源开发以及学校管理等方面。 过去学校国际化战略

的重点仅仅落在以输入为主的各种活动。 然而,上海交大现在的目标是向国际

化的深入模式发展,在活动和项目上兼顾输入与输出。 对大学的发展而言,国际

化战略意味着借鉴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转变学校的管理理念,引进国际质

量标准,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全球竞争与文化多元意识。

多 元 化 筹 资

如同国内的其他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资金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包括

政府拨款、科研经费、学费收入、校办企业创收,以及来自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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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等。
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学生规模的大小为公立学校提供经常性拨款 (Liu

2009)。 上海交通大学的基本教育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划拨。
作为全国重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获得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助。

来自“211工程”的经费主要用于三个方面: 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数字化校园及

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 “985工程”资金支持的大学活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科研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和校园建设、人才招聘和师资队伍建

设,以及国际合作等。 对于中央政府的拨款,25%用于教师发展,60%用于提高

科研水平,5%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5%用于数字化校园的发展,5%用于国

际合作与交流。
研究经费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另一个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和企业为大学研

究提供资助。 由于高等教育部门的费用分摊改革,高校开始收取学费,现在学费

收入已占大学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捐赠等其他私立资金的支持也已经成为大

学收入的重要资源。 上海交大的很多新的楼房均由校友或社会知名人士捐款。
值得一提的是,紫竹公司,一家民营企业,给上海交大捐赠约10亿元人民币以支

持其闵行校区的建设。 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对大学最大的单笔捐赠。
过去10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总预算已增加了两倍之多。 其资金来源的典型

结构为: 政府拨款占20%、“985工程”和“211工程”等政府专项资金20%、研究

经费30%、学费收入20%,以及捐赠和校办企业收入等其他资源占10%。

结  论

建设研究型大学对任何国家和任何大学而言都是十分耗费脑力、时间和资

源的(Shi2009)。 没有普遍适应的万能公式(Salmi2009)。 上海交通大学充分

利用其特殊条件并将其转化为建立国际标准研究型大学的机遇,并已在许多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
学校的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战略管理。 学校构想了其理想未来,清晰

地勾勒出有关其目标和使命的愿景,并据此制定了实现蓝图的一系列措施。 学

校充分考虑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自身的组织能力以及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结

合不同的管理活动,如院系中长期评估、多样化筹资和创新性的教师招聘计

划等。
学校的发展目标从国内标准转向国际标准,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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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上海交通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后,学校鼓励各院系与国际同行进

行对比,以国际标准和指标评估其表现,鼓励其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吸引获得国

际认可的教师,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这些策略使上海交大找出并缩小了与其

他研究型大学的差距。
学校的发展重点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提高教学

和科研质量。 例如,上海交大现在重点鼓励和奖励在相关领域的顶尖国际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而以前只是注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
尽管学校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要实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

标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交通大学着眼于长期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

标,这需要靠短期的、具体的目标来支撑。 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将上海交通大学的

组织文化转变为质量文化,而非依靠以指标或排名为导向的方法。 在学校的发

展愿景中,其在关注排名位次提升的同时,需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教育、研

究和服务的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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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

白杰瑞(GerardA.Postiglione)

“伟业建成非一日之功”

19世 纪 末, 哈 佛 大 学 校 长 艾 略 特 (CharlesEliot) 对 洛 克 菲 勒 (JohnD.
Rockefeller)说,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需要5000万美元(约为现在的50亿美元)
和两百年的时间(Altbach2003)。 进入20世纪,芝加哥大学从洛克菲勒处获得

了5000多万美元,仅花了20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世界顶尖的地位。 在亚洲地

区,就在20世纪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10年的时间,只花了不到艾

略特所说数目的1/10的钱就成为了亚洲10所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①。
全球化加快了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并且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愿意花时

间等待这样的成就。 出于这个原因,目前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现有模式已部

分发生改变,以前有些大学需要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成熟,而在纷繁

复杂、充满竞争的知识经济新时代,现代大学只需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取得这些成

就。 即使是在美国之后崛起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拥有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印

度和中国,对他们来说花一个世纪的时间等待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走向成熟似

乎太久(Zakaria2009)。 因此,国家已经考虑到了要在建立全新的研究型大学的

同时不断加强民族传统旗舰大学的研究能力。 正如本章所示,对经济快速增长

的国家来说,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比仅仅把资源集中在历史悠久的旗舰大学发

展的传统方法更为明智 (Altbach&Bal췍n2007;Ding2004;Salmi2009)。
本章将探讨香港的高等教育情况,以香港科技大学(HongKongUniversity

① 5000万美元在1900年大致相当于2000年的数十亿美元。



ofScienceandTechnology)的建立和发展及其空前的成就为例。 香港科技大学

成立于1991年,成立10年后就取得了国际研究型大学的声誉。 香港科技大学

的崛起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但

是这一系列因素值得深思。 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说明成功地建设一所研究型大

学必须包含的因素有: 在迅速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能准确把握机会;积极

主动地争取资金支持和解决社会中潜在的障碍;有效地规划一线教师的招聘,彰

显学校的独特性(特色),以及融入现有的高等教育系统。 本案例中选定的模式

将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产生共鸣。 然而,错综复杂的环境可能使我们为建

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创造种种条件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分析香港科技大学的

建立和发展的主要相关因素后,本章将就建立研究型大学这一更为广泛的话题

做进一步的探讨。

香港科技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香港科技大学抓住了殖民者执政的最后几年时间,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文

化和英国殖民地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整合。 在香港的其他大学保持他们的大

学精神和传统时,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意识到其作为科技大学在即将成立的(中国

南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将大有作为(发挥潜力)。 随后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包

括平等对待研究与教学,依靠企业来发展大学,任命院长而不是通过选举方式产

生,要求学生参加科学和技术专业课以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等,最终也

被其他学校争相效仿①。 事实上,这些政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的一部分。

香港科技大学的成立正好与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ongKongResearch

GrantsCouncil)的成立不谋而合,该委员会为香港的学院和大学提供资金以期

加强大学的科研能力(UGC2000,11)。 研究资助委员会是研究资金的主要来

源,这就促使香港以传统教学为主的大学更加重视大学的科研发展。 然而,香港

科技大学抢先了一步。 该校获得的拨款数额逐步上升并足以与其他大学相媲

美,他成功申请的比例也领先于其他大学。 如香港科技大学在2009年申请的成

功率是47%,领先于其他两所成功率为36%的顶级研究型大学。 每个教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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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香港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受他那个时代的影响,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而

11年后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那时其瑞维里学院(RevelleCollege)需要科学技术专业的学生参加人

文及社会科学课程占总课程的40%。



的资助金额几乎是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两倍。 因此,随着研究资助委员会的成

立,香港科技大学也迎来了建设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最好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将他们的制造业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亚洲其他地区。 随着受教育人数的

增加,“亚洲四小龙”将其国内或地区内产业重心提升至以增值生产为导向的产

业。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和中

国台湾)确定以发展高科技密集产业为基本路线。

尽管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内地沿海地区(中国内地的边界)转

移,香港政府依然回避了对高科技公开资助的政策,而是选择了依靠市场来驱动

经济的发展。 这一举措限制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建设发展科学技术

大学。 然而这一政策却很快使香港科技大学成为了香港提升高科技的核心象

征。 香港科技大学对科学技术在亚洲发展崛起中的重视也契合了现代中国知识

转化的愿景。 中国在香港这样的商业城市成立工商管理学院验证了这一看法。

不幸的是,香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依赖没能使香港成为高科技的中心,从而限制

了这所新的大学在香港发展该产业本能起到的、潜在的催化剂作用。 强大的房

地产等行业以及香港回归中国后领导香港的二线公务员都未对香港发展成为一

个高科技中心作出支持,这些因素使得机会向北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积极争取机

会的上海便成为了这一转移的受益者①。

香港科技大学的迅速崛起也是因为生逢其时。 1989年11月香港政府决定

把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扩大一倍。 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每年向外的移民开

始增加,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最高一年可达65000人左右,所以政府开始

实施高校扩招一倍的政策。 如果没有香港科技大学在1991年的建成,政府扩大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政策可能会面临更多困难。

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招聘了杰出学者和科学家。 所有的教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其中80%获得了24所世界顶级大学的博士学位或受聘于这

些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从中国海外侨民的高级学者中招聘了这些高水平的学术

人员。 中国从1978年12月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中

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吸引着那些在外的中国侨胞。 在美国大学的中国海外学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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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了。 香港科技大学从这个人才库中招募了

大量有才华的学者,他们出生于中国台湾或中国内地,并主要是在美国大学接受

训练。 当时香港的其他大学都不太愿意这么做。
吴家玮,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中国一代独特学者中的一员。 吴

家玮是物理学家,他曾在美国的一所重点研究型大学担任过校长。 事实上,他是

第一个在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担任领导的华裔学者,也是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的

人际关系网络的一部分。 一位老一辈的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已获得了国际声

誉并且在自己的职业中稳坐江山,放弃了已有的地位回到中国香港,这对香港科

技大学来说真是意义非凡。 这表明吴校长坚定不移的信念: 他不但监督审视了

香港科技大学的建立和早期的发展,也为大学配备了一支优秀的、具有国际知名

度的学术队伍。 作为首任校长,吴家玮为香港科技大学未来两任校长的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继续朝着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科学技术大学的轨迹发展,香港科技大

学选定朱经武(PaulChu)担任其第二任校长。 朱经武是高温超导领域的先驱。
在担任休斯敦大学科学系主任和得克萨斯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时期,还在贝尔

实验室(BellLabs)、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AlamosNationalLab)、马歇

尔太 空 飞 行 中 心 (theMarshallSpaceFlightCenter)、 美 国 阿 贡 国 家 实 验 室

(ArgonneNationalLab)及杜邦公司(DuPont)做过咨询研究或访学。 朱经武于

1988年获得了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授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他在1990年

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为美国最佳研究员,并成为由白宫任命的对国

家科学奖章提名奖进行评估的12位科学家之一。 他对香港科技大学的重大贡

献之一是成立了高级研究学院。 朱经武在2009年年底退休。 接替他职位的是

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USNationalFoundation)助理署长、负责数学

和物理科学项目的陈繁昌,他主要指导管理学校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科

学、材料科学和跨学科活动近100亿港元的科研经费。 虽然他刚刚开始担任香

港科技大学的校长,人们期待他能够把知名学者、知名科学家和世界一流的管理

技巧结合起来。
香港科技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能招聘到有潜力教师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随着中国内地在港的投资,香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持续繁荣。 这

有助于香港科技大学从政府获得大量的财政资源,尽管资金的数目与美国顶尖研

究型大学相比仍黯然失色。 正如香港其他的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可以定期获得由

大学资助委员会提供的为期三年的资助以及来自新成立的研究资助委员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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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然而,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没有来自校友的私人捐助。
学术人员的薪金水平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相媲美。 虽然工资不是顶级

招聘中最为主要的因素,但却有助于教师做出来港的决策。 对于许多杰出的学

者而言,学术迁移意味着从宽敞的美式风格住所搬到香港小公寓式的住房,再加

上要与在原地区学习或工作的儿女分离。
香港主权回归,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这加深了他

们对中国的情感依恋。 这些学者中,有些在台湾奋斗了30多年并且引领该地区高

科技生产。 这些科学英才首次将目光转向香港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
对于美籍华人学者,这标志着一个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机遇的到来。

总之,对中国有强烈情感依恋的学者对于国家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都感

到非常高兴。 对他们来说这是参与中国现代化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会。 从这个

意义上讲,时机是招聘教师的关键。 如果香港科技大学在10年前成立,当时还

不清楚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将要结束;那么,大学里很多中国学者就不会接受要在

香港工作的机会。 对于这些学者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香港科技大学保证了学术

的自由,然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还相对或缺。
因此,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利基,它在其学校愿景中得以反映,

并通过招聘两代海外的中国学者得以支持。 学校为他们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环境和迅速扩张的大学系统中工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 学校在毗邻全

球崛起的、改革中的中国行政特区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氛围,并且从他的成

立之日起就与香港地区大学公共研究基金的系统升级相契合。
创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的速度可以通过以下关键因素而加快,有些因素

是不容易被复制到其他地方的。 这些因素包括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学术

自由以及由中国内地贡献并促成整个香港高等教育系统共同发展。 每个高等教

育系统都具有特殊的条件,其中一些可以转化为建立研究型大学的机遇。 在真

空环境下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不可能的。 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的高等教

育系统中找准了自身的定位,但其愿景却超越了香港的学术领域。
虽然香港的大学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是他们的自主权是受法律保护的①。

香港3所顶级的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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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八所大学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和香港大学。 唯一的例外是最近被赋予大学地位的香港首个私立大学,即树仁学院。 香港开放

大学(theOpenUniversityofHongKong)不包括在内,因为它最初是由政府出资,然后走向自负盈亏

的模式发展。



持和学术地位都来自同一个政府,它们之间的竞争也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增添了新

的活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做法助长了香港整个大学系统的全球性增长。 香

港科技大学成立后,政府的总资助金额也增长了。 然而,这些资金仍然是在竞争的

基础上发放的。 香港不是使用常规战略把资源集中在已建立的一所或几所旗舰大

学,而是采用双管齐下的发展战略,使得资源不会集中在一所大学而其他大学却一

无所有。 香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至少从理论上讲,是相互补充的,这也加强

了整个系统的研究能力。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宣称在全系统内推广这种方法。

“发展一个可把整个高等教育界看作一股力量的连锁系统……重

视角色驱动及高等教育系统密切合作……和其他大学建立广泛的合作

关系……”(UGC2009b)

实践中如何实现并发展这种系统,这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一些批评人士持

正面意见,至少部分人持正面意见,因为香港的8所大学中就有4所名列亚洲前

10位(TimesHigherEducation2008)。 本章的其余部分更加详细地讨论了香港

科技大学的情况。 本章最关注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在建立和发展中的独特因素。

本章结论部分再次分析了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建立一个研究型大学所需的条件。

香港科技大学建设的背景

新成立的大学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 不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他们

都是社会和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香港科技大学是在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

中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尚未实现从精英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型。 香港占地422
平方英里,是地球上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也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

一。 英国殖民者在1842~1997年统治香港的历史塑造了其高等教育的精神,这

之后香港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So&Chan2002)。 虽然大多数研究

都是用英语来开展的,但是香港有两种官方语言: 汉语(粤语方言为主)和英语。

香港大学成立于1911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①。 适龄青年能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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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美国教会传统,香港中文大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美国特征: 实行四年课程制,大部分学术人员

在美国大学取得学位。 不同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殖民政府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而香港科技

大学成立于殖民政府的末期,此时殖民政府的合理性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探讨。



这两所大学学习的比例在1981年是2%,1989年这个比例达8%,当时政府决

定入学率到1994年要翻一番,达到16%(UGC1996)。 这一时期,香港有4所学

院及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截至1997年底,香港共有7所大学(UGC1999)。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高校进一步扩张的想法落空了。 最后通过社区学院

私人资 助 的 两 年 制 副 学 位 课 程, 扩 张 计 划 才 得 以 实 现 (Postiglione2008;

Postiglione2009)。 从那以后,香港各大学提升了其研究能力,维护了学术自由,

以及把三年的本科学位制度转换成了四年制,从而把香港的教育水平提升到了

其两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内地和美国)的水平(UCG2002a,2004a,2004b)。 对

于香港科技大学而言,四年制学制深化了他们1991年制定的最初提案,即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些课程超过了香港的其他综合性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的基本特征

全 球 排 名

这部分重点关注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香港科技

大学在几个国际排名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香港科技大学排名情况:

①2009年位于世界200强大学的第35位;②2008年其工程和信息技术及科技

位于世界100强大学的第26位(TimesHigherEducation2008);③2010年位

于亚洲大学200强的第2位;④2010年其工程 /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位于世界

100强的第39位(位于大中华地区的第一位);⑤2010年其社会科学位于世界

100强的第52~75位(位于大中华地区的第一位)①。

香港科技大学的角色和目标

“香港科技大学① 为学生取得第一学历和研究生学历提供了一系

列的课程;② 设有理学院、工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等专业学院:③ 提

供足够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拓展学生智力,了解社会背景和掌握与其

他科学或技术课程的沟通技巧,并体验一定的研究生学习经历;④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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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对社会科学领域排名的方法来自“世界大学学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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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arwu.org/和http: //www.arwu.org/FieldSOC2010.jsp。



各科目的学生提供研究项目;⑤ 为学术人员在行业领域担当顾问、与

行业进行项目合作提供空间。”(UGC2008)

当香港仍把当地的大学视为精英大学时,香港科技大学强调了保持其独特

性的重要性。 香港科技大学宣称要在香港和内地的科技研究和教育方面成为

“高等教育的领先力量”、“全球性的学术带头人”、“改革先锋”以及“取得重大进

步的催化剂”(HKUST2010)。 这些支持了萨尔米的观点,即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独特的创新意识(2009,57)。 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目

标和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相同的:
● 为所有的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丰富的大学体验,其中包括:

为他们提供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高级训练;良好的全面教育;促进他们

的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国际视野及文化意识的发展;为他们将来担当

社区领袖及终身学习做准备。
● 为教师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充满活力和支持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在自身

能力和专业方面不断得到发展。
● 为学生、教师、职员和访问学者提供一个有利于知识、意见和创新理念交

换的开放环境和氛围。
● 成为研究和研究生学习的顶尖大学,追求基础和应用领域的知识,并与

企业界紧密合作并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 促进和协助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丰富香港的文化(HKUST,任务与

愿景)。

学 生 和 教 师

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之际对第一批学生的招收是其最重要的活动之

一,因为吸引公众的关注可以提高其声誉。 在这方面,该大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

方式,重视与外界各部门进行直接联系。 得益于其壮观的校园和良好的设施,学

校向社会开放,接受外来参观,尤其是有潜在学生的家庭。 新设计的校园有令人

印象深刻的建筑,周围的群山一览无余,靠近海岸是该校的一大亮点。 学校邀请

了约250所中学,每个学校派两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所新大学的奠基活动。
除了校园向公众开放,大学通过在整个香港举办展会把大学推向社区。 所

以,教授能随时、面对面地为有意向的学生提供相关学校信息,虽然这些展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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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招生活动。 学生们都是通过一个全香港知名的招生系统,即大学联合招生

程序正式选拔的。 这有助于帮助那些取得香港高级会考成绩的中学生申请在7
所公立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学习,入读学士学位课程。

在香港科技大学开放以前,三大学院所招收学生的分配计划是: 理学院学生

占25%、工学院学生占40%、工商管理学院占35%。 此外,所有学生中研究生占

20%(Kung2002,5)。 这些比例在2009年仍保持稳定(见表3.1)。 然而,学校的学

生总数仍不到1万人。 人们对该数字的初步印象可能会支持这一概念,即该数字

与经济规模和学校特征相符。 然而,教师的人数可能会混淆这种印象(见表3.2)。

1991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theUniversityGrantsCommittee)资助香港科技大

学招收7000名学生,然而其他两所研究型大学发展到12000名学生。 在香港科

技大学第二任校长的管理下,因政府承诺支持其生师比为12∶1,学生人数增长到

了1万人①。 政府的承诺不能兑现,但学生的人数却持续上升。 尚未履行的政

府承诺使得改善生师比的计划落空,从而增加了教师的负担。 学生人数的上升

减少了教师的研究时间,这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士气②。 目前19∶1的生师比

对研究产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见表3.1和表3.2)。 到目前为止,香港科

技大学的生师比相对较高,而教授的人数相对较少。

表3.1 2010年度香港科技大学各学科学生的数量

生 本科生 研究生 总 计

理学 1431 476 1907

工学 2310 1489 3799

商业管理 2132 1189 3321

人文社会科学 n.a. 280 280

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 n.a. 2 2

跨学科专业计划 137 69 206

总计 (2010年1月) 6010 3505 9515

  资料来源: 经许可转自于香港科技大学。
注释:n.a=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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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武教授从2001年初至2009年8月间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教师和学生的人数成比例上升,但其第三阶段的扩招计划并没有实施,导致教师的人数低于计划扩

招的人数。



表3.2 香港科技大学教师数量统计

聘用教师 访问教师 总 计

理学 100 19 119

工学 149 15 164

商业管理 126 12 138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54 6 60

环境部* 7 1 8

总计 (2009年1月) 436 53 489

  资料来源: 经许可转载自香港科技大学,2010年8月23日由以下网站下载:http: //www.ust.hk/
eng/about/fh_facts.htm。

* 隶属于跨学科专业办公室。

3所香港顶尖研究型大学从同一个公共资源获得他们大部分的赠款。 因

此,不太可能出现一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学校的情况。 同样,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将在几所研究型大学达到均衡。 香港高校在接收区域资助分

配时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此外,基金资助在每所大学的分配模式可能会

有所不同,学生入学人数和教师聘用人数通常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计划相一

致。 简言之,维持整个机构学生和教师比例稳步上升是研究型大学公共系统的

利益所在。

在建设公立研究型大学时这种稳定性可看作是一个战略因素。 然而,私立

研究性大学在招聘工作人员和招收学生时一般都有自己的目标。 私立研究型大

学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生的学费、校友资助、其他捐款,以及来自政府和企业的

研究经费,而不是来自政府的整体资助金。 美国顶尖公共研究机构大部分的公

共资金主要是来自政府的预算。 所以,这种分配通常在维护该国研究型大学制

度的环境下实施。 这种安排也可反向进行,如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决定终止其

系统下的一个地方本科院校,不过该系统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通常能够幸存。

香港也存在类似的不利因素,那里看似平等的系统环境会与研究型大学的

使命相悖。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中,其筹备委员会主席曾回顾道: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已偏离了大学优先需要和价

值的原则,而是在所有大学中平等分配资金。因此,在过去的数年香港

科技大学不能如其使命所陈述的那样为研究生层次提供更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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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倒退的政策,它造成香港顶级大学在先进的科

学技术发展中缺乏竞争力”(Chung2001,54)。

香港科技大学的落成和启用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建设规划开始时,就已经被定位为研究型 大 学 (Woo

2006)。 1984年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①,中国大陆建立了相邻的

深圳经济特区。 由于与大陆的边界开始模糊,香港的制造业和投资涌入深圳特

区。 当时的总督尤德爵士(SirEdwardYoude)看到中国经济和技术转变带来的

新经济共生现象,他愿意继续把香港的制造业搬迁至中国的南部。 总督表达了

香港即将技术升级的新愿景。 1985年9月,他要求香港的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

委员会(theUniversitiesandPolytechnicsGrantsCommittee)探讨建立第三所

大学的可行性,这所大学将改善现有两所入学率偏低的大学、两所理工学院及其

他两所学院的状况。 在1986年3月总督执行理事会的会议上,大学及理工教育

资助委员会积极响应并确定新的大学将侧重于科技、管理及研究生教育(Chung
2001,148 58)。

规划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钟士元担任总督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其职权范

围包括建立由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theRoyalHongKongJockeyClub)资助的

校园②。 第一次招生计划从1994年开始。 但是,新校区于1991年10月2日落

成,招收了600名学生。 9年后即2000年,据《亚洲周刊》(AsiaWeek)报道,香

港科技大学名列亚洲第七位。 2001年,《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商学院

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的商学院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48位。 2010年,《金融时

报》将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排在世界第九位,与芝加哥大学

布斯商学院并列。 正如在本章后面将要讨论的一样,这有助于说明香港科技大

学已与工商界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1987年,皇家香港赛马会,一个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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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香港赛马会是香港最大的个体纳税人,2008~2009年间其纳税金额达129.76亿港元,相当于政府税

务局总税收的6.8%。 (到1997年,人们不再用“皇室”来形容该俱乐部了。)该俱乐部的特色是它不

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即盈余都作慈善用途。 在过去的十年中,俱乐部每年平均向慈善机构和

社区项目捐赠10亿港元,如香港科技大学。 该俱乐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等是世界上最大的慈

善捐助者之一。 该俱乐部也是香港最大的雇主之一,共有5300名全职人员及21000名兼职人员。



提下(Flahavin1991),承诺为一个预算成本为19.3亿港元(约2.47亿美元)的

项目提供15亿港币(约1.92亿美元)的资助。 这个数字是根据香港城市理工学

院(theHongKongCityPolytechnic)的城市校园建设的单位成本来计算的。 虽

然这一估算是有帮助的,但事实仍然是城市理工学院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城市

环境,不像香港科技大学建立在农村,缺乏污水处理和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更

不用说进行各领域科研的具体需求,如微电子学与生物技术实验室等。
然而,1988年5月4日香港科技大学先于立法局的批准而建成时面临成本

超支问题。 由于建校资金来自香港赛马会,由政府进行补贴,所以建校计划批准

之前需要立法机构审议。 政府对基本建设的初始成本进行了保守估计并予以

公布。
为满足较早启用校园的要求,校园建设快速推进着,建筑工程师认识到建设

的复杂性并咨询政府和香港赛马会的意见,并最终达成共识,由于通货膨胀和建

设速度的加快导致了最初公布的成本估算和项目成本上升之间的差距。 在这种

情况下,新任校长和他的团队发现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土地建设实验室及其设施。
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扩大了校园建设面积,并且至1990年6月预算增加

至34.58亿港币 (约4.55亿美元),该数据由立法会一致通过 (Chung2001,

157)。 199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建设如期完成,实际用了32.24亿港元(约4.13
亿美元),没有超支,比估计的预算少8.6%(Walker1994)。

建设研究型大学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一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和发

展新的研究型大学经常受到成本超支的困扰,这并不奇怪。 如果处理不当,这些

问题会影响公众对一个新大学的看法。 香港科技大学为了促进香港高等教育发

展并让更多的人受益而努力加快建校的速度,这一努力曾经受到建设成本的困

扰。 这样的成本问题往往非常繁琐,难以向公众呈现。 因此,一个国家的管理体

制,尤其是其法律制度和财政核算的透明度,对建立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

极其重要的。 像香港这样发达的社会,法律体制完善,财政核算体制受到了国际

社会的高度评价,对政府如此庞大的工程进行监督习以为常。 香港有着亚洲最

自由的新闻媒体,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的市民通过媒体可随时了解大型公共项目

每一步成本的花费情况。 然而,媒体对公开的、大型企业的财务问题往往有多种

解释,特定时代的政策会把这样的问题复杂化。 不过,尽管冒着面对各种评论的

风险,高度透明的体制对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仍是必要的。 虽然香港市民继续

对过去的或正在筹划的重大支出提出质疑,包括数码港、迪士尼乐园以及高速铁

路,但是这些质疑却没有指向香港科技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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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长 选 拔

学校的名称于1986年提出,并于1987年9月规划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中正

式使用。 香港科技大学是1988年4月正式注册成立,并很快召开了第一次大学理

事会会议。 在全球选拔后,香港科技大学在同年11月任命了第一位校长。 总共收

到了44份申请书,还有其他47个候选名单。 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英国(25份申请

书及35个候选名单);有9份申请及另外7个候选名单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有2份

申请及1个候选名单来自澳大利亚;有5份申请及7个候选名单来自香港;还有来

自其他国家的3份申请及3个候选名单。 在这些申请中,共有14位申请者参加了

面试,其中5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进入最后的角逐(Kung
2002,5)。 虽然推选委员会委员钟士元等建议新校长由汉族人来担任,但是总督坚

持认为最后校长候选人必须是西方顶级大学的校长。 最后的人选是吴家玮,一位

杰出的物理理论学家,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校长(该校有学生25000名)。 该校于

1987年9月21日向总督报告了这一决定,10月10日获得批准,并于1987年11月5
日公之于众。 吴家玮在香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通晓普通话以及香港人常用的广东

话,他是第一个担任美国重点大学校长的华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可以转化

为推动香港科技大学教学人员招聘的巨大动力,是其迅速赢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政府对香港科技大学及其新校长提出了最初的愿景: 通过教学与研究促进

学问和追求知识。 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 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和商业课程;
● 研究生的培养;
● 协助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HKUST,任务与愿景)。
吴校长很欣赏这一愿景,因为它指出了学校发展的方向并且措辞上十分宽

松,使教师能有更多理解的余地。 当他就任校长时,他要求学校招收的研究生应

达到较大的比例。 虽然他的这一要求未被批准,但他还是成功了,因为针对愿景

中的“社会发展”,学校将通识教育中心发展成为一个授予人文与社会科学硕士 /
博士学位的中心。

教 学 语 言

香港科技大学决定用英语进行教学。 虽然学生的校园生活是双语环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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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大学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即用英语教授所有的课程①。 香港中文大学的

教师可以使用中文(粤语或普通话)或英语中的任何一种进行教学。 尽管香港已

经回到祖国的怀抱,新的大学以科学和技术为导向促成了他们坚持以英语教学

这一毫无争议的决定。 英语是香港的通用语言,资深的教授们已经习惯了用英

语教学,他们大多数不会讲粤语。

全球大学排名表明教学语言不会自动确立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例如,

东京和京都大学是亚洲的顶级世界大学,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翻译英文期刊。

还有其他的一流大学也是如此,正如之前讨论,教学语言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

关系问题具有复杂性。 例如,萨尔米(Salmi2009,61)提到11个非英语的高等

教育系统在一些研究生课程也是使用英文授课。 虽然香港大多数的研究生课程

都是英文授课,但是香港并没有被列在这11个高等教育系统中。 这也是香港高

等教育系统在中国受到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它有两种官方语言,即中文和英

文。 虽然中国内地部分大学有部分课程和项目使用英语教学,但这仅有的几个

大学都是不久前才创办的联合大学: 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

学和香港附近、珠海经济特区的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教学语言体现了香港科技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目标,招生范围已经远远超

出香港,包括海外学生和中国内地的学生。 事实上,香港科技大学非本地学生的

比例在其兄弟学校中是最高的(UGC2010)。 香港科技大学来自海外以及亚洲

其他地区的学生数量和其他大学相当,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

大学,这种局面可能会增强未来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香港科技大学大多数研

究生来自内地,但是来自内地的本科生数量和其他大学接近,这种状况会持续下

去,因为香港科技大学将在2012年实行和中国内地相似的四年制学制。

管 理 创 新

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重要创新达到了极致的效果,即选择管理者遵循的“独

一无二”的方式。 当时香港其他高校的院长都是从同一学院或学系选拔,而香港

科技大学的情况却不同。 虽然任命院长是美国顶尖大学的运作模式,但是对香

港来说,这却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当时,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严格遵循英国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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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唯一的例外是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校园使用的语言由双语(英语和粤语)转向三语,因为越来

越多的中国内地学生来这里学习,再者,普通话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



式。 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领导通过任命而非选举产生,与美国的方式一致。 香

港科技大学教师管理学校的部分学术事务就反映了美国高校发展公司治理体制

的理念。
以某种特定高等教育模式创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这种系统让大学拥有

足够的自主权,按照其独特的愿景进行管理或者学术结构创新来发展自身特殊

的优势。 新型的研究大学具有这种潜在的价值优势,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未必

能够做到这一点。 该项目不失为加快其他顶尖大学改革的系统化方法,但是这

些根本性的变化会被大学精神和其悠久历史所阻碍,因为他们可能会损害学校

的自我认同及品牌形象。
这种创新对于建设研究型大学来说具备潜在优势。 香港科技大学是在英国

政府统治的末期成立的,那时美国和中国内地是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 不仅世

界上最好的大学都集中在美国,而且中国内地高等教育系统和美国的模式很接

近,并且中国大多数的学者在美国接受教育。 这些都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创

造了巨大的优势。 香港科技大学选择立足于美国大学制度的创新使其发展独具

特色。 同时,香港其他高校还是英式教育的风格,这些学校建设得很好并取得成

就,但是比起刚兴建的大学,这些大学更不愿意进行改变。 因此,香港科技大学

成立的时机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类似这样的因素在其他地方可能难以

复制。
另一个促进香港科技大学发展的创新特征是香港相对自主的高等教育体

制。 虽然香港科技大学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公立大学,但她在很多方面都拥有高

度的自治权,可以自由开展科研创新和教学创新。 虽然香港科技大学不用等待

政府或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批准,香港科技大学和其他两所政府研究型大学

还是遵循了几个基本惯例,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招生方面。 香港所有的大学都

将实行本科四年制的标准,并于2012年开始招收中学六年级的学生。

教学人员———学术王国的关键因素

全球的大学正面临招收兼职教师的趋势,但是香港科技大学只招收全职教

师,不像香港的大学系统招收部分兼职教师。
学校招收教学人员有明确的初步计划: 工学院将招收214名教师,包括21

名教授、54副教授和139名助理教授;理学院将招收171名教师,包括17名教

授、43名副教授和111名助理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将招收160名教师,包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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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授、40名副教授和104名助理教授①。 这种结构不同于香港其他大学(学

系)所实行的单一教授讲座制(Chung2001,5 6)。

香港科技大学招收的基本都是非香港本地的教师,他们大部分出生在中国。

如果香港科技大学招收都是来自传统的移居国外和本地学术圈的教师,这种做

法将会削弱香港科技大学的独特性。 这也是一个值得发展中国家考虑的问题,

这些国家有很多学生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尚未回国。 萨尔米(Salmi2009,61)

也提到了这一点,虽然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很多都是来自其他地区,但是这里的

归国侨民的教师所占的比重最大。 亚洲其他一些地方,如韩国已经能够吸引大

量的海外学者归国,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在二线大学从教。 然而,蒙古还未能吸引

海外学者回国。 一所新建的并有丰富资源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吸引海外学者归

国。 例如,如果蒙古新发现的珍贵矿藏在未来几年里能像预期的那样促进经济

的发展,或许可以考虑建立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 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潜在的

案例。

香港科技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所聘用的学术人员的学历以及他们

毕业的学校。 所有的教师都从世界各地的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他们中至

少有80%的老师从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毕业或曾经在这些名校工作,如加州理

工学院、伦敦帝国学院、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卡耐基梅

隆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耶鲁大学和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等。 这表明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都很优秀,而他们同时也是

与这些大学的学者之间建立跨国合作研究的宝贵资源。

工作环境: 东西方最好的环境

关于香港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交汇点的说法绝非陈词滥调,因为学术人员

出生在中国,却在西方接受训练成为学者和科学家。 香港的工作环境拥有一些

独特的优势,在其他地方是享受不到的。 也就是说,这些教师生活在一个华人社

会,同时在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大学工作;教中国的学生学英语;用在西方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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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注意的是,原有的教师计划是525位教学人员,其中不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师;而目前所有

教学人员仅为489位,见表3.2。



的方法开展研究并应用于促进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并取得国

际认可;把他们的成果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大众受益。 同时这也避免了其他一

些问题,如中国学者在海外工作时可能经历的无形障碍,或者是内地学术自由问

题。 香港是一个学术和社会文化相对容易调整的环境,并为有创新的学术人员

提供一个独特的、有利的工作环境。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和香港其他大学

的教师中有很多的外国公民,其中一些人有中国的血统,然而他们可能在海外出

生或在海外长大。 来自英国的外籍学 术 人 员 占 有 很 大 的 比 例 (27%) (Salmi
2009,61)。 然而,最近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香港拥有外籍教师的数量名列世界

第二(仅次于澳大利亚)。

自上而下的多层招聘

如上所述,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在学校人才招聘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校称:“对人才的选拔必须从上层开始,唯有一流人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
在快 速 发 展 的 科 学、工 程 和 管 理 等 领 域,不 是 一 流 就 意 味 着 不 入 流 (Course
2001,8)。”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支柱”(骨干)来自那些50来岁或者更年轻的

教师。 他们在中国内地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随家庭移居中国台湾,而后去

了美国留学,并在那里组建了家庭。 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已取得了美国国籍

并在美国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强烈的愿望之一是为他们的祖国做贡献。 正如

吴校长所说: 他们有天赋,他们有能力,但是把他们带到这里的是他们的心

(Course2001,9)。
那一代学者,包括陈介中(Jay-ChungChen),航空专家,原来在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 钱致榕(Chih-YungChie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的首席实验物理学家,他曾在欧洲核能研究组织开展世界上最大的高能量的加

速器的研究工作。 孔宪铎(Shain-DowKung),生物技术专家,原来是马里兰大

学生物技术学院的代理院长,在1991年荣升为科学学院的院长。 在前10年招

聘的其他教师还包括张立纲(LeroyChang),来自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世

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以及中国和美国5个学术机构的院士。 另外,香港科技大

学国际知名的学者还包括高秉强(PingKo),他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曾是精密加工实验室的主任;林垂宙(OttoC.C.Lin),曾是清华大学工程学院

的院长,也是世界著名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主任,后来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副

校长,负责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和发展。 其他值得提及的科学家包括王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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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Wong),他曾是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到香港科技

大学之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院任系主任,在那里

他提出的理论奠定了处理图像和其他多维数据的基础。
年轻一代的教师包括那些40岁左右的教师,如陈玉树(Yuk-SheeChan),他

在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之前曾经是南加州大学金融学院的

贾斯汀达 特 教 授, 其 任 务 是 在20世 纪 末 把 商 学 院 建 成 亚 洲 领 先 的 商 学 院

(Course2001;Kung2002)。
这些顶尖的教师深信香港科技大学能够从头开始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 这些学者和科学家的才干反过来又吸引其他资深的学者,包括很多非华裔

来自北美、亚洲和欧洲的学者。 彼德·道博森(PeterDobson),第一任规划和协

调部门的主任,后来协助副校长管理学术事务,他来自夏威夷大学。 施德信

(ThomasStelson)原是佐治亚技术研究所的执行副所长,后来为香港科技大学

分管研发的副校长。 格雷戈里·詹姆斯(GregoryJames)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

学,后为香港科技大学语言中心的主任。
招聘教师是快速建立国际知名大学最具战略意义的方面。 虽然这需要在相

关的领域招聘已经取得地位的领头人,但是这些学者很大一部分可能已接近退

休,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能够领导新大学的部门。 这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可能更多

地体现在吸引年轻的学者,而不是为新大学的长期发展做贡献。 当然如果他们

居住在当地并在退休后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名誉

教授。 如果他们最初是从海外招聘来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此外,在任何新的

招聘过程中对顶级学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削减,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这也

是所有招聘计划的特点。
最后,虽然薪水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考虑到在新的大学中工资是某些学者

身份的表征,也是证明他们离开原来的大学并非走下坡路的标志。 总之,新的大

学必须做好为杰出学者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的准备,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加盟

该大学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

时  机

尽管工资不是吸引香港科技大学首批顶尖学者最重要的因素,但香港经济

增长速度使这批学者的工资接近海外学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的迁移变得

更容易。 然而,对于美国大学的学者来说,搬至香港往往意味着从宽敞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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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一般的公寓。 虽然香港的学术薪酬水平一般都低于美国大学的同行,但是

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 从1988~1993年这5年间,香港的工资增长了一倍。

1998年,香港的工资比10年前的工资增长了2.7倍。

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的薪资与公务员的薪资一起稳步上升,虽然自此

以后学术界的薪资增长就与公务员的薪资增长互不相干了①。 尽管一些政府官

员曾反对学术薪资的增长,香港回归之日的临近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人们对人

才流失问题的关注。 香港科技大学每年招收120名教师,每月大约招收10位教

师,其中80位获得了北美的博士学位。

时机的选择也帮助香港科技大学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成功。 香港从殖民地回

归到中国,这成为了增加人们社会信心的推动器。 正如本章前面所讨论过的,10
年前许多中国学者可能不会接受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因为那时香港的殖民地

地位是否结束尚无定论。 其他适时的因素包括香港在1989~1995年间增加了

适龄群体的学位授予比例,从原来的8%上升至16%;加之从新成立的香港研究

资助委员会获得的研究经费也有所增加。

治 理 机 构

香港科技大学把自己建设成一所国际大学而不会违背英国在香港的管理传

统。 管 理 结 构 包 括 顾 问 委 员 会 (court)、 校 董 会 (council) 和 教 务 委 员 会

(senate)②。 顾问委员会于1994年5月成立,每学年举行一次为期几个小时的

会议。 顾问委员会是一般政策的咨询机构,并对校长和校董会的报告进行评价。

但是,顾问委员会不参与大学的实际管理工作③。

校董会是大学的最高管理及执行机构。 它负责学校的投资、合同、财产、校

长和副校长的任命、预算、财务、制定法规,以及授予荣誉学位和学术奖励等。 校

董会由香港行政长官任命的3位公职官员,18位非公职外部成员或非大学雇

员,加上12位大学内部成员包括校长、副校长、学院院长以及经教务委员会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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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自那时起,受市场作用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学术人员的薪金曾多次下调。
本节大部分内容转述自大学校历的详细规章制度,还有一部分引自其网站。
顾问委员会由1位现任主席和2位名誉主席、8位前任官员、44位招聘成员,以及100位名誉成员组

成。 目前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由委员会或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任命的40位商界及社区领

导,以及4位由委员会委任的大学教务会代表。 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任命之日起为期三年,并有资

格再获委任。



的学术人员组成。 校董会由一名外部主席主持(即该主席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

雇员)。 校董会成员每年召见数次。 然而,执行委员会,即大家熟知的校董会常

设委员会,定期召见。 该机构促进大学在当地、区域和国际领域中的利益,它的

一些成员自愿为大学筹集资金。
教务委员会制定学术政策。 成员包括学校雇员或学生,包括校长、副校长、

学院院长、学术部门、单位和中心的领导、由同行选出的学术人员以及学生代表

等。 教务委员会最多有54个成员,其中32位是学术机构或部门的负责人,而

19位选举或补选的学术人员以及学生代表3人。 它的工作包括学术规划和发

展、教学研究(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的管理、安排学生宿舍以及为学生提供福

利。 最后,4个学院(科学、工程、工商管理、人文与社会科学)和新命名的香港科

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的委员负责为各学院的教学和其他工作。
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其高层管理有一定的共性。 他们和香港精英领导层是

一致的,正如顾问委员会和校董会成员所反映的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与大

学的关系总是很融洽。 例如,尽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缓

冲,香港科技大学规划阶段并非没有争议。 规划委员会的主席认为大学及理工

教育资助委员会(现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实施平均分配而不是按需求和价值

来分配的政策窒息了学校的发展(Chung2001,155)。 但是,一般情况下,香港的

政府没有直接干预大学的事务。 这使人们想起了萨尔米(Salmi2009,59)引用

的西蒙斯(RuthSimmons)的话:“最好的大学不仅要在当前的时代发挥重要作

用,也要为未来的发展发挥作用,但是成就一个伟大的大学就是需要国家尽可能

少地干预学校的事务。”然而,政府干预的程度可以有不同解释。 虽然政府不会

直接干预学校的事务,但是政府会通过其他方式操纵学校的发展,使其干预变得

更加微妙。 钟士元解释了他对政府限制香港科技大学扩招研究生的看法,以及

最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报告支持了这位教育秘书合并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

中文大学的倾向。 事实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一般大学特别是香港科技大

学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例如,委员会认为它的重要职责是积极促进大学

的发展,使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都市以及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

中心。 然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并没有积极主动帮助该大学摆脱政府对其发

展的干涉。 显然委员会的作用受到了大家的争论。 委员会所应当承担的作用包

括在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咨询和指导。 这要与激励

机制和其他机制一起发挥作用以协助学校达到国际竞争水平(UGCPolicy)。 这

些机制包 括 教 学 质 量 程 序 审 核 (theTeachingandLearningQuality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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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科 研 评 估 (the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 和 管 理 评 审 (the
ManagementReviews),香港科技大学和其他大学都必须参加这些评审工作。
香港科技大学于2002年7月提交了自评报告,并于2003年成功地完成了教学

质量程序审核。 这是香港科技大学第二次通过这样的审核。 在1998年和2002
年还成功地完成了管理评审。 香港于2006年还在使用从英国借鉴过来的机制

即科研评估。 然而,这些由香港科技大学及其他大学管理层实施的评审以及其

他一些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关的评审都被认为效果不明显。

科研经费和捐赠

香港科技大学仍是一个年轻的大学,其治理结构还在不断地发展。 本文撰

写时,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朱经武(PaulChu)完成了他的任期,陈繁昌

(TonyChan)开始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三任校长。 朱校长是世界知名的科学

家,带领香港科技大学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当时香港正在遭受亚洲经济危机和

“非典”(SARS)危机的影响,他仍然努力以普林斯顿大学为蓝本在香港科技大

学建立了高等研究院(theInstituteofAdvancedStudy)。 高等研究院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参观、思考和举办研讨会的中心。
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主持了跨学科和跨校的合作项目。 它与学术界、

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建立合作关系努力推动香港及大中华地区转变为一个全球创

意和智力的源泉。 来该学院访问的成员包括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齐揩华

(AaronCiechanover),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EricMaskin),还有

一个由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组成的知名国际咨询委员会访问过该院。 高等研

究院还聘请了10位“明星教职员”为研究院的终身教师,并授予他们额外的教授

奖金(每人3000港元的资助),这为教师提供了工资保障和额外的研究经费。
该院还为60位年轻有为的学者提供了博士后研究机会和基金(每人1000万港

元),使他们能够与学院的终身教师一起工作。
香港政府提供的研究与发展(R&D)预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这一

指标排在全球第50位。 因此,香港科技大学与其聘请的第一批顶尖科学家原来

的大学相比之前,大家都认为他们所得的研究经费总额还是相当可观的。 虽然

和世界顶尖大学相比,该校的研究经费还是相对薄弱,但是可以看出除了亚洲遭

遇经济危机的阶段以外香港科技大学所得的研究经费都是稳步增长的。 来自产

业界的研究捐赠,如来自香港电讯约1000万港元(约130万美元)的研究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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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自香港赛马会的资助其生物技术研究的1.3亿港元(约1700万美元)捐

款,这些都促进了香港科技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以2008年6月的研究经费数额3.509亿港元(约合4500万美元)来看,其

中研究基金包括香港私人资助的9880万港币(28.2%)、非香港来源的650万

港币资助(1.9%)、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的1.253亿港元资助(35.7%)、香港大

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8470万港币资助(24.1%),以及其他香港政府基金(主要

是创新科技委员会)的3550万港币资助(10.1%)。 研究经费总额也包括由研

究发展公司管理的研发项目(OCGA2009)。 在以下研究领域已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如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领域、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电子、无线和信息

技术领域、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管理教育和研究等领域。 除了他们的科学意

义,这些研究领域也被视为为香港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增值。
捐款已开始对香港高等教育的财政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香港

科技大学是香港唯一一所没有校友部的大学,其努力设法补偿这种情况,并及时

得益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崛起。 香港政府通过向大学提供对应的拨款来促进香港

捐赠文化的发展。 这些捐赠包括: 信和集团2000万港币、嘉里集团2000万港

币、信兴集团1000万港币、香港瑞安集团2500万港币,及恒隆集团2000万港

币。 与捐助者协商后决定,以下捐助者的捐款数额不予透露: 恒生银行、希慎信

托基金以及李永达家族。 也有来自IBM和日本电子光学实验室(JEOL)捐赠的

设备。 裘槎基金会(theCroucherFoundation)不断为该大学的许多项目提供捐

助。 上述的这些捐款全部是香港科技大学早期发展阶段时获得的捐款。 在该校

十周年校庆时,香港科技大学收到来自18个基金会和19个企业,以及7个个人

或家庭的捐赠。 由于社会各界对香港科技大学的捐赠源源不断,在此不一一

列出。

合 作 伙 伴

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伙伴为其成功做出了贡献(Ji2009)。 该大学已采取具

体措施来实现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本章前面所述,即与工商业界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来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这个目标的宣布让香港科技大学与当时其

他两所研究型大学自然而然地区分开了。 香港科技大学在这方面的重大创新是

建立 了 一 家 完 全 为 大 学 所 有 的 公 司, 即 研 究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Researc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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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orporation),这所公司在大学进行研究成果商业化方面助了一臂

之力。 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是由该校所有部门共同签署合同并且共同管理。
为了进一步与香港及区域内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加强合作关系,研究开

发有限公司已建立了大量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并将其合作范围扩大到了珠江

三角洲及周边地区。 这样就增加了其在大陆的知名度,同时它提供的服务能满

足特定的市场需求。 例如,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和中国其他

地区(包括北京)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司与北京大学和深圳市

政府建立了三方合作机构,并在生产、学习和研究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 该机构

也促进高科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香港科技大学也与北京的金融区有合作关

系,根据三方协议与北京金融街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国际金融中心一起在北京

建立了一个国际金融教育和培训中心(Liu&Zweig2010)。
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密切合作,把该大学的知识产权

市场化。 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成为香港科技大学与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技术转换点,并负责处理与生物技术、计算机工程、信息技术和其他10个领

域间商业合作的许可证事宜。
作为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的一部分,大学还设立了创业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

2000年,其目的是鼓励学校教师及学生参与新技术的商业化。 该创业中心为参

与者提供的工作场所、业务咨询服务及培训设施。 除了这些,它还为学术人员和

学生介绍引荐风险资本家。 结果,该创业中心协助创立了20多个分公司和7个

创业公司,其中之一就是香港联合股票交易所。

2010年7月,香港科技大学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交了知识转化报告

(HKUST2010),其中提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战略计划: 建立一个知识转化平

台,以期加强创业精神、创造创新资金并营造新的商业机会。

结  论

区域文明是大学的温床,每一种文明都为建立优秀的研究型大学提供了有

益的特殊条件。 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才创新和有利条件下的资本转化方面借鉴了

中西文化,如院校自主管理和充足资本资源。 然而,积极主动的人才招聘战略确

保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腾飞,招聘战略为该大学赢得了具有全球知名度、拥有共

同目标并勇往直前的师资队伍,这些教师一起努力让香港科技大学在10年内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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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校 与 规 划

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的规划委员会需要知道如何利用该大学建设发展的时

代背景优势,包括不断增长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更加重视研究的转

变、当地已经存在的杰出研究型大学系统以及全球知识经济话语权的加剧等。
规划委员会还必须熟知怎样建立一所新的国际性大学又不违背执政传统,如当

时香港的英国学术模式。
总之,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强调了建校阶段有效执政的重要性。 在筹备阶

段设计和实施规划的精英们对研究型大学的初步发展阶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

决定大学是否能够腾飞。 规划委员会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是对大学的领导层的

选择,因为这个领导层可以推动招聘顶尖的学术人才。 显然,初始阶段的师资招

聘是建设一所国际公认的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任务。

教 师 招 聘

很显然,招聘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过程。 然

而,能够在个人层面与知名科学家建立社交网络,并说服那些在顶尖大学已占据

稳定职位、充满智慧的学术领导人到一个拥有其民族遗产的国家开创一个新事

业,这是一个创立大学的校长必不可少的特征。 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告诉我们,
想要聘请到教师就需要扩大面试的地点,如7天内在9个城市进行校长的面试。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的情况也表明,有竞争力的薪酬虽然对招聘好的师资有所帮

助,但对招聘工作的帮助是有限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是招聘那些能够大力

推动大学发展和延续、维持大学高水平研究以及促进大学参与大学所处地方和

国家发展的教师。 在香港科技大学,工资不是劝说享有盛誉的顶尖人才加盟的

主要因素。 许多教师在美国大学的薪水已经很高,如果搬迁到香港就意味着他

们的生活空间要变小,常常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教育问题。 如果不

是因为对中国的民族情感,而只是因为有竞争力的薪水,美国顶尖大学杰出的科

学家也可能不会迁移到一个新的没有知名度的大学。

可 持 续 发 展

对于任何新成立的并想要在国际研究型大学网络中快速成功的大学,其长

期目标必将是让最初阶段的成果持续发展。 就像香港科技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

长曾经说过:“十八年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Chin2009)因此,重点是继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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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点发展其师资和研究项目方面的优势。 由创始人确定的这些领域仍将是

学校继续关注的焦点。 然而,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使得大学,包括香港科技大学,
不得不对其课程和研究专业领域做出调整。 如研究领域一直保持着它们的内涵

发展,但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有一个向跨学科发展的战略计划(Chin
2009)。 虽然仍旧能够维持研究深度,但是学校内部跨学科的互动有所增加。 尽

管深度的合作有待加强,但校园内部跨学科的互动有所增加。 人们普遍认为解

决该地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能局限于特定学科领域。 无论是基因测序,还是

社区卫生政策、土木工程和气候变化,还是生命科学与全球交流,学生更需要面

向未来,为解决涉及多领域的问题做准备。

模  式

研究型大学对发展模式也很敏感。 香港科技大学仍然想效仿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模式。 因原有模式的局限性,香港科技大学已经不得不做

出修改。 虽然香港科技大学成立的时机很好,运气也很好,但是其发展重点仍然

不变: 重视研究和招聘最优秀的科学家。 然而,这已经慢慢开始改变。 尽管人

们最初可以从外面聘请顶尖科学家,但是这种连续性不能持久,除非下一阶段某

种本土化的思想盛行。 下一代青年学者更可能把香港作为他们的学术生涯中

心。 总之,学校继续向前发展,准备在未来的10年准备培养一批当地的科学家,
他们将服务于中国南部地区并成为该区域的领导。

背景: 大学及其所在的系统

本章的若干小节强调了新的研究型大学如何置身于一个已有研究型大学的

教育系统中。 它可以从其他研究型大学汲取力量,并成为这些大学改革的催化

剂。 虽然这需要新的大学认识到它与其他研究型大学同属一个教育系统,但是

新建大学应有足够的远见和活力,彰显其独特性。 在创校阶段,教育系统内部的

招聘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 因此,重要的是高校领导应该在这些事宜上达成非

正式的共识。 香港各大学的领导有渠道进行沟通并定期举行会晤。 政府部门不

会召集他们,但是这些领导有着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 大学的注册主任和其他

不同层次的大学官员也会进行非正式的沟通。 例如,虽然每所大学目前正在开

发第一年级通识教育课程,每一所大学都可以自由地设计并形成自己的方式;与

此同时各个大学都通过非正式的机会定期交流经验和成果,如论坛或其他学术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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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的其他研究型大学在制度层面都具有所有研究型大学

的基本特征。 然而,香港的研究型大学还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要在一个繁华的亚

洲商业中心中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个中心的企业、贸易、商业都面临全球竞争,
学术机构系统也是从殖民地移植过来的。 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香港科技大学不

得不走出自己的路,以区别于其他同一殖民时期的大学。 它是通过建立一个富

有创业精神的研究文化而不违背当地政府的传统来实现这个目标的。 这也是后

殖民主义时期人们一直所期望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科技大学应该学习作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如何

在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的系统中发展。 从规划、建设,到日常运作的每一个阶段,
新大学应该在她所处的系统中寻求平衡而非破坏平衡。 香港科技大学要取得成

功,这里必须要有一个由知名大学所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不能把大量投资于新

学校的资源看成是损失,而是把投资看作是整个系统取得了双赢。 这不会削弱

该系统内部机构的竞争性,相反,只会让竞争变得更激烈。 新的研究型大学汲取

力量自成一家,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这种系统的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没有

催化剂,历史悠久的大学传统也不会阻挡改革的脚步。
应该指出香港的高等教育系统能为新的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建立和发展创造

条件,而这些条件并非由新建大学所催生。 良好的学术道德环境在香港科技大

学加入这个大系统之前就已存在,并且延续至今。
在不到10所大学的小型系统中,容易形成一个跨越边界的共识。 通过共享

核心理念,如思想自由、知识交流、种族平等以及其他因素,可以促进达成这种共

识,这有助于大学与其所处系统的结合。 对此,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职责即为

在系统中协调各大学的特点差异以及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作用,并在对大学

进行资助时强化这一协调职责。

研 究 资 助

如果香港不是在竞争性融资方面创新,这个大系统就会失去活力,也不能为

新的大学提供平台向公众展示其存在。 在这一框架内也存在内在的合作元素。
竞争性研究赠款由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管理。 这些研究资助,虽然其规模不能

与美国主要的大学相提并论,但总的来说仍然推动并提高了大学的研究生产力。
例如,在2002年 看 香 港 科 技 大 学10年 的 发 展, 只 有 一 部 分 研 究 资 助 (小 于

15%)直接分配给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用来支持小规模的研究项目。 香港科技

大学通过内部竞争来管理这些赠款。 大部分研究赠款(超过80%)分配给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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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由所有大学教职员组成得团体来竞标;其余约5%用于强调跨机构和跨学

科之间的合作: 这些资金会资助来自两个以上大学的合作竞标,以支持其合作

研究中设备需求或丰富其图书馆馆藏,或是支持大学跨学科和 /或研究机构间的

合作研究(UGC2002b)。 香港科技大学已在香港和其他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
这些项目涵盖中医等多个领域: 中药研究与开发(与香港中文大学)、药物筛选

分子技术研究所(与香港大学)、海洋环境研究及科技创新中心(与香港中文大

学)、发育基因组学和骨骼研究(与香港大学)以及国内和国际流感控制研究(与

香港大学)。 然而,某些领域的合作可能不深,因为这个计划是由大学教育资助

委员会自上而下执行的。
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的竞争性招标是在香港及海外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产生

的。 海外评估,虽然整体来说成本非常昂贵,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香港在某

些特定领域内的评审员数量还相当有限。 香港科技大学有别于其他高校的方面

便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的科学家在其以前工作的美国大学已经拥有类似

的、申请研究经费的经验。
总之,从这个案例研究中吸取的关键因素是必须包括一个共同的目标。 香

港科技大学的创始校长总结了这些关键因素———愿景: 共同愿景、明确任务、充

满热情;目标: 区域优先、国家定位、(特定领域的)全球影响;重点: 领域和专业

的选择、集中资源;治理: 组织和制度;适应: 国际化、平衡双重传统;心脏: 大

脑、肌体、精神、心理、力量;灵魂: 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共同的目标和勇往直前的

动力。 在此模式中,目标是成为地区内的首选大学,在一些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国

家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重点是领域和专业的选择,这样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管理需要支持创新和独特的组织系统,促进教学人员的主人翁意识,保护学术研

究氛围,并且发展国际化但同时平衡本地和国家的传统。 最后,研究型大学的重

心永远是教师,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人才,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积极进取

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动力。
香港科技大学促进与中国内地地区的联系,建立了强大的学术团体,中国正

在全球中崛起并实施改革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大学,并且

大学的愿景不仅仅限于香港而是放眼于中国内地,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系统内

确立了利基;这特别表现在南方科技大学在相邻的深圳经济特区的规划建立。
香港科技大学已确立了自己的利基,不仅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且秉承了以

研究为重点的大学文化并把这种文化和大学积极进取的愿景融合到一起。 香港

科技大学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是从海外大学招聘了两代中国学者。 通过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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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和资源充足的学术工作环境,香港科技大学一直拥有

一个强大的学术团队。
香港双管齐下的发展战略足以为香港科技大学提供自主权,甚至在经济衰

退时都可维持其独特性。 由于遭遇了亚洲经济危机,香港科技大学当时考虑与

其他两个一流大学中的一所合并,这一举措几乎遭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员

工、学生、校友的一致反对,并最终夭折。 香港科技大学能够在香港成功地使其

有别于其他大学,这是因为政府财政的大力资助保证了大学创新的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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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处于边缘的世界一流大学: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案例

李秉植(ByungShikRhee)

  要想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大学需要具备诸如传统、资源以及有利环境

等竞争优势。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国

家拥有相对较长的现代大学的历史、资源丰富的教育环境与受到保护的学术自

由。 也许这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即美国之外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只有

少数几所例外。 韩国是少数几个在建设世界知名大学中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之一, 如 首 尔 国 立 大 学 (SeoulNationalUniversity)、 韩 国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院

(KoreaAdvanced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简称POSTECH)等。 这其中,浦项科技

大学,毫无疑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浦项科技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该校在过去短短的20年间从一所私立大学

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克服了不利的地域劣势。 常

言道“条条道路通首尔”,人们更愿意在首都生活。 这通常限制了韩国除首尔之

外其他城市的大学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 本章将探讨浦项科技大学如何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目前的地位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 三个主要问题是: 首

先,是什么促使韩国浦项制铁集团公司(PohangIronandSteelCo.Ltd)这样一

家私人公司为浦项科技大学提供资助? 第二,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浦项科技大

学有何特点? 最后,要维持大学目前的地位,学校必须面对哪些挑战? 本章最后

简单地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从这个案例中所得到的启示。
浦项科技大学成立于1987年,由一家私人企业创办①,即目前世界第二大

① 浦项制铁最初为公营企业,在2000年进行了私有转制。



钢铁企业的浦项制铁公司。 浦项科技大学占地267英亩(1080平方千米)。 校

园坐落在浦项,这座拥有50多万居民的中等规模的海滨城市。 从地理上看,浦

项位于韩国半岛的东南部,离首都首尔大约360公里。 有趣的是,这座又小又偏

远的城市成了浦项科技大学的家。 在韩国,社会、教育和文化基础设施一直都集

中在首都,靠近首尔的这一地理优势一直被人们视为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的重

要因素。 有一个古老的韩国谚语说到,“把你的孩子送去首尔,把你的马儿送去

济州岛”①。 任何想成为著名研究机构的大学都是在首尔。 不过,浦项科技大学

成功落户于地方城市,这归因于创始人有远见的领导、公司提供空前规模的财政

支持,以及吸引着优秀科学家和学生的、富有创新性的管理策略。

正如其名,浦项科技大学的研究集中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浦项科技大学有

4个理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系、数学系和物理系)、6个工科学系(化学工程

系、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电子和电气工程系、工业与管理工程系、材料科学与工

程系和机械工程系),以及教授通识教育的人文及社会科学部。 研究生院的项目

和本科类似,但他们也提供相关学科领域的跨学科课程。 从2010年起,所有课

程都用英语教学,通识教育仍然是用韩语授课。

浦项科技大学自成立以来,其学生规模一直很小。 2009年的学生人数大约

为3100人,其中包括1400名本科生和1700名研究生(其中50%是博士生)。

迄今为止,浦项科技大学大约有5000名学生已经获得学士学位,6000名学生

获得硕士学位,约1600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 由于浦项科技大学每年只招收

大约300名合格的学生,因此该校的本科专业在当地具有高度竞争力。 与此同

时,浦项科技大学稳步提升教学人员的数量,目前拥有244名全职教师,生师比

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6∶1),可以与那些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相媲美。

浦项科技大学拥有丰富的财政资源。 学校的捐赠主要是来自浦项制铁公司

的股票;虽然股票随着市场波动,但目前已达到约20亿美元②。 2009年的经营

预算约为2.2亿美元,同年该校主要的私立学校竞争者用了两倍的预算却多招

收了10倍的学生。 因为浦项科技大学的财务状况很好,学生无需支付学费并且

可以生活在校园里,学校为高楼大厦所环绕,校园里有设施先进的教室和实

验室。

通过战略重视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浦项科技大学在短短二十多年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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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济州岛是韩国南部海滨具有异国情调的、适于休闲度假的岛屿。
目前韩元与美元的汇率为1000∶1,为方便起见,本文以美元为单位。



国内乃至国际树立了声誉。 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发展,并吸引了国际知名的科

学家。 学校自1997年以来一直名列国内大学排名前三名。 此外,1998年它被

《亚洲周刊》评选为亚洲最佳科技大学(AsiaWeek1999),2010年名列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28位。 浦项科技大学正在不断努力,争取在未来10年

内跻身世界大学前20强。

韩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现代高等教育在韩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 韩国最古老的私

立大学延世大学(YonseiUniversity),是由一群美国传教士和医生创办。 2009
年延世大学庆祝其成立125周年。 国立大学就更年轻了。 韩国第一所公立大

学,首尔国立大学,也只有60年的历史。 与日本的京城帝国大学(Gyungsung
ImperialCollege)和其他两所分散在首都的两年制专业学校合并后,首尔大学变

成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直到19世纪末,韩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中国的影

响,后来在1910~1945年殖民时期又受日本的影响,但是韩国目前的高等教育

系统主要效仿美国高等教育系统。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因为美国军政府在二战

结束时期(在日本统治的结束时期,并非巧合)奠定了韩国教育的基础: 美国不

但从财政方面支持,并且以派遣美国学者访问韩国的形式为学校在发展课程设

置和制定整体制度体系等方面提供咨询。 美国和韩国建立密切关系的结果是有

1/4的韩国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大学学位,这个比例在一些精英大学中尤为明显。
尽管这种比例正趋于减少,韩国大学毕业生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将美国的研究生

院作为其学习深造的首选。
尽管历史很短暂,韩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大规模扩张。 目前,350万大学生

分布在大约400所高校学习。 他们当中约有80%的人在私立高校学习。 高比

例的私立学校是韩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 尽管超过4/5的本科生在私立高校

学习,政府却只给予他们最低限度的资助。 因为缺乏公共资金的资助,私立大学

的收入主要是依赖学杂费(平均约70%)。 私立大学学生的学费一般要比公立

大学的学生高出一倍多,公立大学收入(约60%)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资助。
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机构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 虽然很难用一些已有

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别,如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标准,来划分韩国的学校,
但是韩国的大学依据他们的主要任务和学科范围可以分为几类(如科研和教

学)。 国立大学,包括首尔国立大学和其他地区的国立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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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一系 列 的 综 合 学 科 领 域。 其 中 最 负 盛 名 的 首 尔 国 立 大 学, 目 前 大 约 有

17000名本科生和1500名全职教师,全校有86个学系,每年开支大约是3亿美

元。 私立研究型大学,如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在学校结构

等方面可以与首尔国立大学相媲美。 此外,一些规模较小但知名度很高的研究

型大学只重视科学和技术等相对较窄的学科领域,其中包括韩国科学技术研究

院(theKoreaAdvanced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和浦项科技大学。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招收4000名本科生,聘用了约400名全职教师负责23个

学位项目,每年开支达1亿美元(KAIST2009)。 其余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学,

并满足区域发展和职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这一组包括各种各样的高校,

如工业类大学、教育大学、技术大学、网络大学和初级学院等。

韩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一直以来采取了强有力的控制措

施。 虽然政府的影响已逐渐减弱,但是与高等教育甚至是私立高校也还是关系

密切。 因此,政府继续减少它对学校管理条例的直接干预,而它往往依靠间接的

竞争性拨款和融资等多项措施来施加其影响。 有了这项新措施,那些高水平大

学通过最近实施的各种项目获得了额外的资助,如1999~2012年实行的“21世

纪智慧韩国计划”(BrainKorea21)和2009~2012年间实行的“世界一流大学计

划”(WorldClassUniversityProject)①。 私立研究型大学,包括浦项科技大学,

也从政府发起的这些资助项目中受益良多。

建设一所新大学的背景

浦项科技大学成立时,韩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和研究环境事实上很不理

想,他们甚至对研究型大学的概念都很陌生。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校园

里的学术气氛还难以建立,这主要是由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示威以及机构缺

乏必要的资源支持优质的教育和科研(Han1983)。 举例来说,即使是首尔国立

大学的工程学院,其生师比也很高,他们甚至不能为科学和工程教育提供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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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1世纪智慧韩国计划”于1999年启动,将持续到2012年。 此计划旨在为研究生的研究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 在第一阶段,即1999年至2007年,政府为全国564个研究团队划拨了13亿美元。 第二阶

段,从2008年开始,已为74所大学的568个研究团队拨款20亿美元。 “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是于

2008年启动的韩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项目,目的是在新兴领域建立专业项目,通过聘请世界各

地的优秀学者,以此加强国际化的教学与研究合作。 2008~2012年,政府将对该计划投资8.25亿美

元(MEST2008)。



计算机。 此外,其生均教育支出在1985年仅为1500美元,分别只有美国(8000
美元)和日本(17000美元)的10%至20%。 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大力

支持包括科学和技术领域在内的学术研究,在1977年建立了韩国科学与工程基

金会以及在1981年成立了韩国研究基金会(Umakoshi1997)。 与此同时,国内

民营企业开始收购现有的大学或创建新的大学。 例如,现代集团(Hyundai)于

1970年成立蔚山现代汽车工程学院;大宇公司(DaewooCorporation)的总裁金

宇中 (WooJoongKim) 在1977年 收 购 了 亚 洲 工 程 学 院 (AjouEngineering
College),1980年又将其发展为大学;还有LG集团在1981年成立了莲庵工业

大学(YonamInstituteofDigitalTechnology)。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

期是民营企业参与高等教育培养科技人才的时代。
成立于1973年的浦项制铁公司部分借助于日本对韩国的赔偿,并在日本的

技术援助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此时,日本开始感到不安并不再把技术转

移到韩国。 最后浦项制铁公司觉得自己的技术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1987
年建 立 了 产 业 科 学 研 究 院 (ResearchInstituteofIndustrialScience &
Technology)。 浦项科技大学成立于同一年,学校的目标是管理研究所,为新进

工程师提供先进的技术教育,并奠定未来技术发展的基础。 在1986年,浦项制

铁公司首席行政长官朴泰俊(Tae-JoonPark)在他的就职典礼中谈到了他对浦

项科技大学的未来的看法:

“我想重申的是今天我们成立了浦项科技大学,浦项科技大学不仅

要像任何传统的大学一样,培养拥有清醒的民族观与创造性智慧、为人

类未来社会做出伟大贡献的领导人;而且也要成为为我国科技进步开

辟道路的顶尖大学。由于工业的进步和全球的竞争,保证我们在技术

上的先进性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为了进一步发展先进技术并在20世

纪90年代成为该领域的龙头企业,浦项制铁公司迫切需要世界一流的

人才和一流的科研能力。为此,浦项制铁公司将继续加大对研究和开

发的投资。当然,我们建立这所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即浦项科技大

学),因为我们相信行业与工业研究机构和大学间的密切联系将使我们

的梦想得以实现。”(POSTECH2007)

创办新的研究型大学的计划当时遭到许多人反对。 政府和浦项制铁公司的

股东怀疑浦项制铁公司在浦项科技大学经济独立前能否提供足够的支持。 事实

18 第四章 处于边缘的世界一流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案例 



证明了浦项制铁公司为浦项科技大学提供了足够稳定的财政支持,这要归功于

其成功的商业运作。 不过,从金融稳定性方面来说,这似乎有点冒险。 当创办浦

项科技大学计划成形时,也受到了当地社区群众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要想建议

一所能够满足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大学,就一定要有高入学率。 当时,浦

项有20万人口,是全国唯一没有四年制大学的城市。 但是,浦项科技大学宣称

其愿景是发展成为一所小规模、专注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面

对各种障碍,在朴泰俊强有力的领导下,创办浦项科技大学的计划最终得以

实现。

浦项科技大学的早期发展

浦项科技大学从开始酝酿和建设之时,正如其创始人朴泰俊所愿,就立志以

加州理工学院为范本,成为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研究

型大学。 1985年春天,当时浦项科技大学建设计划还在制定中,朴泰俊在洛杉

矶出差时曾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并会见了该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并征求了他们

的意见。 无论如何,朴泰俊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显然有助于他把建设浦项

科技大学的想法清晰化和具体化。 他认为大学所追求的不是成为综合性大学的

目标,而是专注于先进科学技术领域的小机构。 他对大学创始团队提出的具体

要求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典型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特点: 生师比低、研究生比例

高于本科生比例、教育成本低、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住宿和高品质的校园环境。 计

划的特点意味着学校已经偏离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大学的理念。
朴先生在这个阶段领导确实重要,但对建设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说是远远不

够的。 以下几个管理者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或可解释该校早期的

成功。
首先,浦项科技大学所有的全职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其中60%~70%为

海外归国的韩国著名科学家,而那时在韩国拥有科学和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人

相当罕见。 他们自愿回到韩国,因为他们想致力于国家发展的事业。 话虽如此,
但是大学开出的条件也相当诱人: 一个优秀的研究环境、每年只有两到三门课

程的教学任务、每6年就有一年带薪休假、一份有竞争力的薪酬(的确也是韩国

最高的工资水平)以及毗邻校园的公寓。 我们注意到浦项科技大学早年招聘教

师独特的两个步骤是也是很有趣的: 首先,如前所述,大学聘请了少数居住在海

外拥有丰富经验并具有国际声誉的韩国科学家;第二,大学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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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领域中寻找有前途的青年学者。 此后,这些骨干教师每年都成功地吸引相当

数量的优秀青年学者。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浦项科技大学开局之年所招收的本科新生在其高中阶

段都是名列前2%的优秀学生。 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入学条件①,并向所有进入该

校的学生承诺免收学费和提供住宿的条件。 借用媒体的宣传,学校也向全国各

地顶尖的高中学生分发宣传小册子,在校园里举办科学营活动,以及在各大城市

举办招生会议。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高等教育还是卖方市场时,其他大

学,至少所有的精英大学都没有采取这种宣传活动。 在浦项科技大学第一年出

乎意料地成功招收优秀的学生后,那些名校的毕业生也想选择浦项科技大学继

续深造。 这些研究生被这所学校吸引不仅是因为不用缴纳学费,可以享受设施

齐全并且完全免费的学校公寓,也是因为这里有任何其他大学当时都没有的、装

备精良的实验室和高端的计算机系统。

在其成立之初,浦项科技大学没有采用其他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而是有选

择地引进浦项制铁公司自己的管理技术和体系。 从浦项科技大学的历史可以看

出他们的管理技术和系统非常先进和高效。 与其他国立或私立大学那些习惯于

官僚作风和拖延决策的教师不同,浦项科技大学的教师十分支持整个管理体系。

对失败案例及其模式的研究也有助于浦项科技大学取得初步的成效。 首尔

国立大学和亚洲大学(AjouUniversity)的官员提供了关于建校的有益建议,事

实上,他们的经验都是来自自身的教训。 他们强调必须在制定设施计划前制定

学术计划。 另外,浦项科技大学的学院人员招聘策略也借鉴了蔚山大学的教训。

蔚山大学坐落于一座工业城市蔚山,位于浦项南部65公里处。 其工程学院由现

代集团于1970年创立。 他们无法吸引拥有理学和工学博士学位的教师,结果不

得不招收只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他们的另一个失败之处是没有吸引到足够的优

秀学生,结果不得不从当地社区招收一些不够合格的学生。 蔚山大学最后不可

避免地发展成了一个四年制的综合性大学,与专注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初衷相

距甚远。 浦项科技大学保证了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提出高于延世

大学和韩国大学的入学标准,而这两所大学的入学标准在韩国私立大学中一直

是最为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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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和领导

浦项制铁公司成立的董事会 (UniversityCorporation)①拥有最终的行政

权,负责主要学术、财政和政策事项的决策。 具体来说,浦项科技大学董事会内

部与典型的美国私立大学相似,事实上都有校外人员为大学建设出谋划策。 然

而,浦项科技大学董事会的规模要小很多,例如,虽然该校的规模与加州理工学

院相当,但是其董事会只有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的1/5大小。 由于这个原因,董

事会主席比大学的一般管理成员拥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力。 然而,大学的自主管

理从一开始就得以保障。 董事会主席将管理权委托给校长,如校长有权任命老

师等。 这在韩国私立大学中并不常见: 一般私立大学的主席或者其家庭成员通

常是大学的拥有者,他们都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成员以董事

会理事或主要行政人员的身份干预大学重要事务的决策,如教师聘用和大学财

务管理。 他们有时是出于自己或家庭的目的或利益干涉学校事务,因而经常导

致在教师聘用上产生分歧,或者更糟糕的财政腐败,如挪用高校资金等。 而浦项

科技大学,主席的影响力虽然很强,以上情况却从未发生过。

学 校 管 理

自成立以来,浦项科技大学不断制定发展规划,最近又发布了一个新的愿景

和一系列的发展战略,称之为2020年世界一流大学愿景。 浦项科技大学的目标

是在2020年名列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前20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5个领

域的11个绩效指标已经选定,进展情况将得到监督,其结果每年也将在网上公

布。 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清楚地表明了浦项科技大学的愿景,也体现出在该校

的实际水平仍与美国顶尖大学存在差距。 浦项科技大学通过三个主要战略努力

追赶美国的大学,这三个战略是: 选择性的重点发展计划、研究合作、国际化。

由于浦项科技大学规模很小,很难争取到各个学术领域的教授,所以其战略方针

是选择影响力大的研究领域并鼓励教师通过潜在的合作团队进行合作。 为了加

强研究合作,浦项科技大学实施了教师兼任制度,即一个教师受聘于两个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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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部门,并积极鼓励跨学科研究。 学校还认识到,如果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

意味着学校需要有力所能及的目标,还要能够吸引国外著名研究者,那么实行国

际化则为必由之路。
浦项科技大学管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校长对系主任的授权。 大多数韩国

大学的系主任均由各自的学系任命,而且系主任只有象征性的权力,轮流管理系

科的日常事务。 然而,浦项科技大学系主任没有固定任期,他们负责新教师的招

聘以及教师的绩效评估。 这种管理体制的发展十分有意思,因为它与韩国集权

制背道而驰。 通过授权给中层管理人员,浦项科技大学已在招聘和保留优秀的

科学家方面取得成功。

科研与校企合作

浦项科技大学自成立以来就招聘了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并给他们提供了可能

的最好的研究环境。 毫无疑问,尽管学校拥有的老师很少,但是已经创造出了优

秀的科研成果。 2008年,浦项科技大学的教师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1464篇,平

均每位教师大约发表6篇。 在韩国的大学中,这已是最高的水平,也可以和美国

主要大学的平均水平相媲美。 除了可观的论文数量(考虑到其规模很小),其论

文的质量也很高,浦项科技大学教师论文平均索引次数名列世界前20位。
在浦项科技大学的优秀研究学系中,化学与生命科学系和材料与器件系表

现尤为突出。 在化学和生命领域,除了那些在“21世纪智慧韩国计划”中的优秀

教师外,还聚集了许多获得了最佳科学家奖和科学奖的教师。 最近,生命科学系

通过选拔获得了一项政府资助计划的财政支持,这项计划主要是支持大学追求

世界一流。 至于材料与器件系,在任何一所大学里该系都需要一流的设施。 浦

项科技大学大力投入建立粒子加速器及成立国家纳米材料技术中心,旨在维护

其一流的研究环境。
为了不断产生高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浦项科技大学已加强战略资源

分配、合作研究以及与国际研究机构建立合作。 浦项科技大学有选择地发展重

点研究领域,这样教师们可以从合作研究中获利,并邀请国际学者参与。 预计未

来将有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9年开始及此后5年内,浦

项科技大学已经并将继续与23位“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国际优秀学者合作进

行高端研究。 此 外,学 校 还 计 划 进 一 步 与 德 国 马 克 斯 普 朗 克 研 究 所 (Max-
Planck-Institute)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开展高水平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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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浦项科技大学的创始公司浦项制铁公司,认为校企合作是一所大

学的主要职能,并在校园的主楼旁边建立了理工学研究所(ResearchInstituteof
ScienceandTechnology)。 “行业附属”(industryaffiliation)的情况带来了一些

风险,最明显的就是教师和赞助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的完整性。 或

者,实际要求教师所做的研究和教师愿意承担的研究之间的差距也会削弱研究

实力。 事实上,在理工学研究所担任兼职研究人员的浦项科技大学教师对这一

特殊的冲突感到很沮丧,主要表现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冲突。 出现这

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浦项制铁公司需要应用研究

来支撑公司的具体发展并解决公司的具体问题,而大部分教师则是在美国的研

究型大学和研究中心学习并接受的是基础研究的训练。
这种紧张的局势在大学的头10年尤为突出,因为所有新聘请的教师必须同

时受聘于理工学研究所。 然而,有两个原因使这种冲突趋于缓和: 一是浦项制

铁公司摒弃双重聘任政策,并开始向教师个人直接提供研究资金;二是由于公司

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和前沿知识维持其竞争优势,并借此超过全球其他的竞争

对手,公司开始意识到其利益增长来自浦项科技大学教师的基础研究而非应用

研究。 不过,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 虽然公共研究经费的增

长为浦项科技大学的教师提供了更多自由来选择与自己兴趣相符的研究课题,
但是提供赞助的政府机构更关注国家的战略领域以及可商业化的研究成果。 统

计数据表明大学的应用研究资金约占所有政府对大学研发资助的75%(MEST
2009),这几乎是浦项科技大学所获公共资金占其总共研究经费的比例。 学校最

近获 得 了 大 约9800万 美 元 公 共 资 金 及3300万 美 元 私 人 资 金 的 资 助

(POSTECH2009)。 因此,应用研究仍是研究的主要形式。
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是公正和团结。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韩国大

学的科学家似乎对商业化研究有所偏爱(Bak2006)。 一个民族主义者认为这种

商业化的合法化可促进国家利益,这或许可以作为对科学家此举的解释。 韩国

政府不断支持和鼓励科研应用的商业化,并且帮助韩国的高校积极参与该进程。
浦项科技大学在浦项制铁公司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下,一直寻求提高其研究的商

业价值,并建立了一个行政支持系统、企业孵化中心以及风险投资机制。
浦项科 技 大 学 在2006年 发 展 了 先 进 的 “技 术 转 化 系 统 ” (Technology

UtilizationSystem)以管理科研、专利和知识转让。 目前,浦项科技大学的合资

企业孵化中心拥有11家企业,大学也对其合资公司投入了630万美元。 此外,
在过去的20年里有26位教职员工建立了新公司从而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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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009年知识转让的总价值约200万美元,相当于平均每位教师转化了3%
左右的成果,属韩国高校的最高水平。

课程、教学与学习生活

韩国极具才华的高中学生占高中生总人数的1%,他们大都选择浦项科技

大学。 浦项科技大学的学生当然喜欢学术生活带来的挑战,每个学期他们都把

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 同样的,他们也要求大学支持他们成为千分之一

的顶尖毕业生。 浦项科技大学确实尽全力培养学生在科技方面的能力。 在日常

课程方面,浦项科技大学的本科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小班教学的推行、英语跨学科

教学的延伸以及其对数学课程的强化。 该校60%以上的本科课程都是以20名

学生甚至更少的小班授课的形式,较低的生师比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教授交流

的机会,因而加强了学生对高阶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浦项科技大学计划加强英语教学并用英语教授所有课程,以将学生培养成

全球性的领导者为目标。 为了实现该目标,浦项科技大学要求学生在前两年参

加高强度的、由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师教授的英语课程。 另外,新生进入大学后必

须参加一个英语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他们会被要求参加一个最高为九级的英

语培训课程(大多数学生参加六至七级的课程)。 学生需要用英文撰写一篇论

文,才能进入最高级别的课程培训。 那些成功修完所有级别课程的学生可以获

得浦项科技大学的英语证书。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最近宣布从2010年开始,除

了通识教育的课程,其他所有课程只用英语授课。
同时,学校十分重视数学教育。 现在,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学习高等数学课

程。 加强数学教育和浦项科技大学的教育哲学理念密切相关,而不是因为高中

毕业生准备不足。 事实上,据负责教务的管理人员说,对数学教育施加的压力是

为了加强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基础教育,并有助于全面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生

教育。 不论如何,强化数学教育确切地反映了各精英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也

是由于浦项科技大学努力维持他们来之不易的优秀教育声誉,并在这些方面走

在其他学校的前面。 但是,像大多数研究型大学一样,浦项科技大学不得不面对

教师对本科教育的兴趣日益降低的事实。 尽管对这个特定问题没有轻易的解决

办法(Lewis2006;Bok2006),但是浦项科技大学正在尝试采用典型的“胡萝卜

加大棒”的办法。 例如,用财政激励措施鼓励教师主动为学生制定一个提高学习

主动性和发挥创造力的计划。 学校还引进了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制度,并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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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结果。 浦项科技大学教师普遍对教学不感兴趣,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

的教育质量差。 恰恰相反,尽管教授缺乏教学热情,最近的一项调查却显示本科

生和研究生都对学校总体教学质量非常满意。 不过,他们大多抱怨课外缺少与

教师交流的机会,这的确令人遗憾,众所周知,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是学生在大学

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ascarella&Terenzini2005)。

学 术 职 业

虽然浦项科技大学的全职教师中一直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但是该校所拥有

的16个国家科学家奖得主、115名国际学术奖或奖章获得者以及数百名国内奖

项的获得者向世人证明了其卓越程度。 如此成功的教师招聘应归功于各系科在

招聘教师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这种招聘方法现已在韩国的研究型大学普遍实

施,但当时浦项科技大学首次采用时却鲜为人知。 虽然各系科制定招聘计划并

启动进程,大学设置了相应的程序防止有人对聘用决策施加不适当甚至是非法

的影响。 典型的招聘程序包括以下步骤: 学系成立由三到五名终身教授①和一

名外部评审人员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审查申请人的材料和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

人;选择5名或5名以上的有竞争实力的候选人参加面试;学系人事委员会向学

校人事委员会推荐合格人选;由8名跨系科的终身教授,再加上教务主任以及大

学人事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校长任命)对应聘者进行最后审查。
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一旦录用,成功的候选人还必须满足最低的晋升要求,具

体要求因系科而异。 一般情况下,晋升为副教授的最低要求包括: 担任三门或

三门以上的课程教学并取得学生满意的课程评价;至少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际期刊上发表4篇学术文章(如晋升为正教授,则需要8篇);以及在校内外参加

一定量的专业活动。 尽管这些标准要求很高,大部分的候选人都能够达到要求

并成功晋升。 1997~2007年,共5名助理教授和1名副教授因为无法满足要求

而离开了学校。 此外,因为晋升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教授们为了留在浦项科技大

学还要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额外的论文,以得到国际认可。 最近大

学把晋升要求规定得更加严格,所有助理教授必须在其受聘后的7年内申请并

通过任期审查。 没有通过任期审查的教师将只有一年的宽限期。 这些严格的标

准能否吸引年轻的、极具潜力的学者,还是使他们对选择浦项科技大学望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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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这还有待观察。
浦项科技大学是一所快速发展的大学,在过去20年里一直试图进行自我变

革,即自我强加转型。 有关学术职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2000年推出的以绩效为

基础的薪酬体制。 在新的体制下,教师的工资不取决于他们的资历,而是根据其

三年来在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之后的几年中大学

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校长可以根据六个等级水平考虑教师当年在学校、企业及

国家经济中所做的贡献,对2/3符合资格的教授给予表彰和奖励。 浦项科技大

学是首个实施以教师绩效为基础的薪酬体系的大学,现在这个体系已被韩国私

立大学广泛采用,旨在加强教师之间的竞争。

国 际 化

自浦项科技大学成立以来,国际化一直是其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愿

望的支撑力量。 浦项科技大学构想为韩国的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和科研训练,
以使他们不出国门也能享受到国际水准的教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浦项科技

大学开始与一流大学合作建设学术研究的网络。 在早期,浦项科技大学利用该

校的教师和其他世界名校的人脉关系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些世界名校包括美国

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和卡耐基梅隆大

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英 国 的 伯 明 翰 大 学 (the Universityof
Birmingham)和 伦 敦 帝 国 学 院 (ImperialCollegeLondon), 德 国 的 亚 琛 大 学

(AachenUniversity),法国的贡比涅技术大学 (Universit췍deTechnologiede
Compiègne)等。 浦项科技大学自那时起继续加强与法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等

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6年,浦项科技大学与几个领先的大学,如日本

东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其他14所东亚国家的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型大学

协会(theAssociationofEastAsianResearchUniversities)。 近期,基础科学领

域的 国 际 研 究 中 心 亚 太 理 论 物 理 中 心 (AsiaPacificCenterforTheoretical
Physics)在2001年迁至浦项科技大学,而且浦项科技大学还促进了马普所(the
MaxPlanckInstitute)在韩国建立分部。 此外,前面述及,浦项科技大学与发明

了Spring 8(同步辐射装置)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

一步巩固了学校从事高影响研究的基础。
浦项科技大学还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学生的项目。 目前,浦项科技大学与19

个国家的71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兄弟学校,约387名学生已经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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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短期学习(一学期或两学期),另外295名外国学生也赴浦项科技大学进行

短期研究。 自2004年以来,浦项科技大学平均每年派90名学生到国外去参加

暑期班课程,让学生能在国外一流大学参加暑期学校课程。 此外,通过各个东亚

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夏令营和海峡两岸研讨会,他们为博士生设立了一个学术交

流项目(包括浦项科技大学、釜山国立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 该项目提供了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材料等,从1999~2008年有十批学生共计1500人参与了

该项目。 尽管浦项科技大学积极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但是本校的全

日制国际学生和学者的数量却仍然很少。 目前,以2009年为例,大学外籍教授

占教师总数的10%左右,国际研究生占学生总数的4%左右,本科层次还没有国

际学生。 该校国际学者与学生的低比例很令人惊讶,这可能是因为大学地处一

个郊区城市因而缺乏国际交流的事实所致。
然而,最近一系列的公开资料清楚地表明浦项科技大学很重视国际化。2010

年2月浦项科技大学向媒体透露,2010年他们将邀请10位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

章获奖者担任全职教授。 每一位应邀的学者每年将获得100万美元的薪金,另外

还给他们提供额外的400万美元用于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和生活费用。 浦项科技

大学支付的总金额是参与政府资助的“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国际学者所获得资助

的5倍多。 为此,浦项科技大学与浦项市合作在校园附近新建了K 12国际学校

(幼儿园至12年级)。 另外,浦项科技大学将会宣布学校成为双语校园,即韩语和

英语为正式语言。 为了详尽地实施这一计划,所有本科生(除通识教育外)和研究

生的课程只用英语授课。 所有的学术研讨会和会议,如有国际人员出席的话,英语

就是主要语言。 此外,每一份在大学内发布的正式文件将用韩国和英语发布。

财 政 预 算

浦项科技大学的预算从1987年建立之初的1500万美元上升至2009年的

1.7亿美元。 浦项科技大学在第一个五年发展中平均80%的财政支持来源于董

事会,最近这个比例已逐步减少到了30%左右。 董事会对大学收入贡献的减少

主要是科研收入增加的贡献同期上升到40%。 尽管收入构成发生了变化,大学

仍然保持学杂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 然而,韩国是一个缺少慈善文化

的社会,浦项科技大学校友的捐款相对较少,不到总收入的5%。
除了浦项制铁公司,浦项科技大学不断努力扩大与其他公司的科研合作,并

同时积极参与政府资助的项目。 尽管如此,来自浦项制铁公司的研究基金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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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达50%左右。 矛盾的是,学校与浦项制铁公司的紧密联系限制了学校

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因此,制约了他从其他来源获得捐赠的能力。 由于这个原

因,浦项科技大学筹款运动迄今尚未取得成效。 学校从1995年以来只募集了

430万美元的资助。 然而,从学校所拥有的基金数看,浦项科技大学可能是韩国

最富有的私立大学,2009年其股票价值达2万亿美元。 学校的生均教育支出在国

内无人能及,约为7万美元,是韩国大学平均水平的5倍(Mest&Kedi2009,16)。

尽管政府实施严格的控制,韩国的私立大学只能得到小部分资助,浦项科技

大学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校获得的公共资金也只占总收

入的3%。 然而,近10年来(2000~2010年),浦项科技大学的公共研究资金、学

生奖学金,甚至经营预算的数额都显著扩大。 2008年,浦项科技大学约30%的

研究经费来自公共资源,主要为教育科学技术部的资助。 政府也为所有招收的

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直至他们毕业,只要他们的平均成绩保持在3.3以上(总分

为4.4)。 这突如其来的慷慨捐助主要缘于政府资金政策的转变。 竞争性的资

助计划,如“21世纪智慧韩国计划”和“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为具有卓越科研能

力的私立大学扩大公共资金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推出的基于绩效的

拨款,现在仍然有效。 这个拨款项目即是以政府选定的少数几个绩效指标为选

拔基础,给选拔出的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分配公共资金。 浦项科技大学2010
年获得了20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 尽管公共资金的增加加快了浦项科技大学追赶

国际竞争对手的步伐,但是很多教师却没有对此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担心

这种资助有可能导致学校受到重要公共部门的侵扰(请参阅下一节)。

政府支持与控制

虽然浦项制铁公司在浦项科技大学发展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但韩国

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者既是该校的支持者也是该校的管理者。 应该说

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浦项科技大学。 政府的资助总是附加一定的限制,目的

是推动高等教育政策进程。 此外,政府通过政策、法规,以及各种行政手段控制

私立大学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①。 在过去20年,浦项科技大学对政府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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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程度加深,因此浦项科技大学的教学课程、科研环境和学校管理发生了诸

多不尽如人意的改变。
首先,浦项科技大学的“21世纪智慧韩国计划”和“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改变

了研究生层次的专业课程。 政府的重点资助计划要求高校建立较大的跨学科部

门,即学部(Hakbu),以加强研究生课程。 为了顺从政府的意愿,浦项科技大学

把研究生院的6个部门重组为3个部门,即分子与生命科学部、电气和计算机工

程部、机械和工业工程部,以及一个学院,即系统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前

不久,为了加入“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浦项科技大学新建了跨学科研究生项目,
包括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综合项目、先进材料科学部和IT整合工程部。 如果项

目按计划实施,到2012年,政府将给予学校共8300万美元资助。
浦项科技大学与政府的合作也大大改善了学校的科研环境。 例如,在1994

年建成的浦项光源三期,靠近浦项科技大学校园,是一个规模为1500万美元的

研究设施。 浦项光源三期约6000万美元建设费用来自政府的资助,作为国家

的研究设施(205万美元的经营预算由政府支付),已由浦项加速器实验室和浦

项科技大学的附属研究中心管理。 最近,浦项科技大学向教育、科学和技术部提

出开展建立浦项光源四期的调研调查,以示其可行性。 该校向教育、科学和技术

部提出为建立浦项光源四期展开可行性分析研究的要求。 政府拨款大约4亿美

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计划将开始实施。 浦项科技大学从2004年开始在校园内

建设国家纳米技术中心,这是由浦项科技大学自己投资建立的研究设施。 国家

知识经济部也将在5年内为学校提供90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 此外,建于

2000年的浦项智能机器人研究所、国家核心研究中心、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研究实验室和微电子机械系统的研究中心等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
虽然传统上学校不受外部干扰,但近来政府对浦项科技大学的学校管理施

加了更大的影响。 近10年来,为了实现其教育政策目标,国家一直在增加大学

经营预算资助和私立高校的科研经费。 例如,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资金受到学校

有关绩效指标的支配,这些指标包括毕业生就业、教育质量、财政援助及生均教

育支出。 通过资助计划,浦项科技大学在2008年获得约35万美元的资助。 政

府提出了新招生制度,并资助那些实施新招生考试制度的大学。 该制度是指录

取时不仅要看高考成绩,也要看高中成绩;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他们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及学术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浦项科技大学获得了30万美元

的相关财政支持,学校在2010年入学的学生全部是通过这一制度来进行选拔

的。 资金支持仍在继续,浦项科技大学预计将继续实施这项招生制度。 如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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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浦项科技大学不得不遵循这些新的筹资方案、接受政府对学校施加的任务目

标以及招生制度等,但是这些政府的筹资方案可能并不适合私立大学的发展。
在某些方面,政府的财政支持可促进浦项科技大学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

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政府的贡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通过诱导大学参与

其战略研究领域或干预高校的管理约束了高校的自主权。 作为政府干预的必然

结果,这些持久的变化将是有利于浦项科技大学的发展还是阻碍其发展,目前还

不清楚。 如果政府的监管过度,则很可能阻碍大学发展的潜力。

变革环境及新的挑战

如上所述,浦项科技大学目前的优势主要来自优秀的教师、聪明勤奋的学生

和独特的科研环境。 为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像其他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样,浦项

科技大学仍然需要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和学生,不论其国籍,为研究和教学提供

有力支持。 然而,由于大学之间竞争加剧、学校所处的位置不利于国际交流、合

作文化较为薄弱、财政支持不够稳定和内部管理缺乏远见,浦项科技大学还将面

临种种困难与挑战。
浦项科技大学正在经历不断加剧的竞争,这不仅是全球化的力量所致,也受

新建的研究型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韩国学生要求越来越高等因素的影响

(Peterson&Dill1997)。 最近,新的公立科技大学在附近城市建立,同时国内其

他大学也在迅速发展,其招聘政策咄咄逼人,这就加剧了教师跳槽至首尔或其他

主要城市的趋势。 政府竞争性研究资助的增加是导致研究型大学之间人才争夺

的部分原因,如“21世纪智慧韩国计划”和“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此外,如果美

国大学几个极具实力的工程项目如期进入首尔附近的仁川市,这种竞争仍将升

级。 虽然韩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并没有下降,但是优秀科技大学的增

加必将导致财政支持的分散。 对于浦项科技大学来说,这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威

胁,因为学校坐落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城市,其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及教育条件都

相对滞后。 如果浦项科技大学试图吸引和招聘更多的国际教师、学生和研究人

员来巩固和提高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那该校无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关键是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寻找具有

竞争优势的新研究领域以及进行合作研究的方法较为可行。 浦项科技大学的研

究进展可能因为政府设置研究进程及教授之间缺乏合作文化而受阻碍。 尽管政

府试图帮助浦项科技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但是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大,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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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助都倾向于政府支持的、科学技术战略领域的短期应用研究。 倘若如此,这

种支持可能干预甚至是阻碍浦项科技大学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另外,由

于种种原因,研究人员之间的跨学科合作没有如期实现。 对此,浦项科技大学希

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研究空间,类似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用以开

展合作研究。
近几年来,浦项科技大学只有少数全日制的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但是英语

在学校赢得了足够的人气并成为了教学的正式语言。 虽然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在

当代韩国大学中并不罕见,但是这一趋势在科学工程教育中正显著增长。 例如,
在延世大学———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平均每2门本科课程就有1门是用英

语教授,而每10门工科课程中有超过7门是用英语教授。 为了引领这一趋

势,浦项科技大学计划从2010年起,除了通识教育课程,其他课程完全用英语

讲授。 增加英语授课课程的数量,其基本意图是想借助该措施吸引更多的国

际学生和学者。 然而,该举措仍然值得怀疑。 因为学生的学习既在课堂,也在

课外;不但要向老师学习,也应向同龄人学习。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用某种

语言来教学还不足以让国际学生选择浦项科技大学,同时还可能对韩国学生

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足够的语言技能使其接受

英语授课的课程。
确保充足和可靠的资金来源是在浦项科技大学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另

一个关键因素。 浦项科技大学目前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其创始公司(浦项制

铁公司)和政府。 从长远来看,这两种财政来源都是不稳定的。 该捐赠基金由浦

项制铁公司的股票组成,然而股票随着经济环境而波动。 在浦项科技大学成立

后的前10年,浦项制铁公司的大力财政支持促进了浦项科技大学的发展,但是

近年来其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 虽然韩国政府对浦项科技大学的财政支持在过

去10年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政府资助长期

来说不一定稳定。 例如,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主要是受经济情况的影响

并逐渐减少(Gladieux,King&Corrigan2005)。 最近韩国促进公立大学的合并

可以看作是政府为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而做出的努力(Rhee2007)。 另外,浦

项科技大学只有一个资助者(即浦项制铁公司)的现状使其更难以获得其他潜在

的赞助商的捐赠或其他捐助。 此外,学校短短20年的历史及300名本科生不利

于大学通过校友捐赠获得大量的资金。
浦项科技大学目前学生的学费占其收入的比例(10%或以下)及其过低的学

费(是私立学校竞争者的50%左右)可能使学校有足够的理由增加学费。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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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多种原因,提高学费并非上策。 首先,政府的政策不鼓励学校增加学费①。

此外,董事会负责学校的财政事务,其采取的内部政策是长期保持学费低于总收

入的10%。 而且,公立学校的竞争对手,即首尔国立大学和韩国科学和技术研

究所,其学费也保持在私立大学水平的50%左右。 再者,浦项科技大学自成立

以来为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就已广为人知,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优秀高中学生将浦项科技大学作为首选的原因。 学费提高到

私立竞争对手的水平将每年带来6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仅占年总收入的3%。

其代价将远远超过这种增长方式得来的收益。 不过,从长远来看,有两个问题可

能会使学校不得不考虑增加学费。 首先,国立大学将很快被合并。 如果出现这

种情况,参考国际经验,学费很可能会显著上升;第二,由于浦项科技大学的学生

群体中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数量大增,可以采取类似于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政策,

即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同时要求其他学生支付更多

的学费。

浦项科技大学前8年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金镐吉(HogilKim)博士

掌舵,他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公司创始人朴泰俊先生全心全意支持金博

士,让他全面负责大学的管理工作。 金镐吉校长奠定了浦项科技大学作为一个

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坚实基础②。 他在一次校园体育比赛中不幸逝世,这是浦项

科技大学的一大损失。 从那时起,浦项科技大学经历了很多领导难题。 现在内

部选拔的新领导人任职时间都没有超过第一任校长。 现在校长的任期很短(四

年或以下),而副校长和行政工作执行董事的任期甚至更短(一般是两年)。 当

然,一些老师缺乏行政经验和领导能力,由他们担任这样任期较短的行政管理工

作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是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障碍。

结  论

浦项科技大学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取得顶尖地位的非美国私立大学之一。 学

校继续以世界排名为目标而不懈努力。 事实上,大学希望学校自己聘请的教师

将会成为韩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然后在校园的中心划定一块地方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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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2010年初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大学学费的增加不应超过最近三年消费物价平均通货膨胀率

的1.5倍。 如有违反,教育与科技部将施以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
他使我们能够在学校附录设计建造浦项光源(PohangLightSource)。



纪念。 本案例研究试图分析一个相对较新、规模较小、非英语国家的私立大学在

其发展过程中如何面对各种挑战,并取得世界一流地位。 希望发展中国家的高

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能从本研究的结果中有所启发,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取得世界顶尖的地位需要有远见的领导,领

导能对下属授权、提供支持发展的优化环境,并且能取得政府的支持合作。 但是

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浦项科技大学还要继续迎接各种未知的挑战。

为了向新的高度跨越,浦项科技大学雄心勃勃地采取了大胆的、颇具争议的

行动: 使用英语作为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教学的主要语言工具。 可以肯定的

是,不管这种大胆的尝试取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都将为人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本文作者感谢洪承杓(SeungpyoHong)提供有关浦项科技大学的宝贵信息

并协助安排与学校管理者会面;感谢金秀姬(SoojiKim)翻译本章的初稿;感谢

郑玉姬(YujiJeong)收集有关学校的资料。 特别要感谢菲里普·阿特巴赫、贾米

尔·萨尔米以及本项目的研究团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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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同源不同流: 新加坡国立
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案例

赫纳·慕克吉 黄宝金

(HenaMukherjee&PohKam Wong)

  在学者们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诸多特征进行 研 究 的 同 时,萨 尔 米

(Salmi2009)、阿特巴赫和巴兰(Altbach&Bal췍n2007)等更加关注研究型大学

的国际地位以及大学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创造新知识的社会责任。 从全球范围

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于它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高等教育是

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者(Hatakenaka2004),也被认为是知识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与知识的快速扩张相关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等活动受到密切关注———它们引

发了世界各地大学之间对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的竞争。 学校的政策制定者和管

理者参照广为认可的全球性基准(benchmarks),以期加强大学的竞争力,并增

强其对学生、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其他职员和基金会与企业界的吸引力。 发达

国家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和剑桥大学等)具有很大优势,这也反映在大学的研

究产出和结果,并也反映在了世界大学排名中。 然而,亚洲国家的一些新兴大

学,如香港大学 (theUniversityofHongKong)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ofSingapore,简称NUS)等也不甘示弱。

新兴经济体政府也期待高等教育机构能为其国家的知识经济发展奠定基

础、做出贡献,尤其是提升科研与创新的竞争力。 为了学习这些经验,本章将回

顾两所同源大学,即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theUniversityof
Malaya,简称UM)的发展路径。 1905年建于新加坡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ⅦCollegeofMedicine)和莱佛士学院(RafflesCollege)于1949年合并

为马来亚大学,位于新加坡。 一方面由于大学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脱离英



国的统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

立,新加坡于1959年独立),马来亚大学在1959年分别于新加坡和吉隆坡设立

了两所分校。 1962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分别将两所分校发展成为

自治的国立大学,即新加坡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 新加坡大学在1980年与南洋

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1962年,在拆分和重建后两所大学都努力加强其学术基础并巩固教学课

程。 它们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这两个国家的人口都以多民族、多

种族为特点,但人口组成比例稍有不同(见表5.1)。 种族的多元化在马来西亚

尤为明显,因为其教育政策的特点是给作为学校核心的、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

学生以及学术人员提供各种的机会。

表5.1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情况(%)

新加坡 (480万) 马来西亚 (2870万)

马来西亚土著人* /万 14 65

华人 /万 77 26

印度人 /万 8 8

其他民族 /万 1 1

  * 沙巴和沙捞越的马来人和本土人统称为马来西亚土著人。

本研究拟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 在两个国家的政府政策和学校政策中,什

么因素促进了这两所学校的发展? 在吸引和留住学生与学术人员方面,学校有

何重大举措? 如何保证学校的科研活动持久、稳定并有足够的财政支持? 学生

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化战略效果如何?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引出了最后一个问

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中有哪些经验可供全球学术界分享,特别是

对于那些渴望跻身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行列的新兴经济体的同行而言?

拆分后的政策环境

在早期阶段,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了大学在维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早在

20世纪70年代初,“当新加坡的劳动密集型战略逐渐为高价值的技术密集型战

略所取代……一个新的高等教育理念正悄然形成”(Seah1983,14)。 因此,从

1962年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就一直优先发展前沿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卓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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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日益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重要使命。 与此相反,

1970年以后,马来亚大学的目标则反映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对马来亚民族和土

著群体采取了严格的行动计划,1969年发生种族骚乱后,双方在这次种族分裂

中牺牲了数百人。 马来亚人对自己在教育和经济部门取得的进展感到不满是导

致内乱的原因之一。 内乱使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导致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
人们认为教育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原因。

马来西亚的国家经济政策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一是通过提高全体马来西亚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以消除贫困;二是进行社

会重建,调整经济失衡,以通过经济手段减少并最终消灭种族观念。 执行这些经

济政策20年不变,只是政策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国家发展政策和最近出台的

新经济模式等。 国家经济政策带来的主要结果是根据马来西亚的人口分布情况

对马来西亚的土著学生和非土著学生的入学实行55∶45的配额。 该配额制度

一直延续到2002年实施精英教育机制位置,但其土著学生与非土著学生的比例

却变化甚微。
除了对土著学生的实行配额制度外,国家经济政策还在奖学金制度上对他

们倾斜;提供特殊的入学考试或录取政策以帮助他们进入高等教育机构;1983
年,马来语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代替了英语;为农村的土著学生开设了大学预科学

院;为土著学生提供更多学习科学的机会。 政策的影响日见成效,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马来亚大学和政府部门,马来西亚土著工作人员几乎占据了所有高级行政

管理职位和学术职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需求保持一致,力求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语始终是其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语言。 马来亚大学更关注学校内部的发展,英

语让位于国语马来语,国家经济政策的社会目标占据了优先发展的地位。 昔日

的领军大学在战略创新和生产方面无法与区域内其他大学进行竞争。 来自中

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表明,除非马来西亚能够为产业发

展带来高附加值的技术,否则将难以与这些竞争对手抗衡。 依靠劳动力低成本

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尤其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进入市场。
新加坡政府领导一贯明确强调,人力资本是新加坡发展的首要目标,因为人

力资本是稀缺资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

的。 国家教育发展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对精英的重视及对有助于新加坡建成

国际金融服务和贸易枢纽的毕业生需求的重视(Low,Toh&Soon1991)。 随着

新加坡经济多年来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逐步转向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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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国立大学的作用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对研究的重点关注逐步扩大到21世

纪初的技术商业化。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使命也从一个本地高等教育的人

力开发者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学的引领者,争夺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教师

和学生,寻求通过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影响。 为了给新加坡

国立大学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转变提供必要的灵活性,教育部在20世纪

中期就与其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为高等教育的下属部门颁布了四个法规,

为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提供了管理框架,同时对公立大学的管理设定了严格的

界限。 第一 项 是1996年 颁 布 的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理 事 会 法 案》 (theNational
CouncilonHigherEducationAct),目的是为制定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门政策

而成 立 一 个 理 事 会。 第 二 项 是 1971 年 颁 布 的 《 大 学 和 学 院 法 案 》 (the
UniversitiesandCollegesAct),1996年对其进行了修订,修订的目的是允许公

立大学之间的合作并推动公立大学管理实行现代化。 第三项是1997年颁布的

《国家高 等 教 育 基 金 委 员 会 法 案》 (theNationalHigherEducationFunding
BoardAct),目的是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的学生贷款与拨款机构。 第四项为1996
年颁布的《国家认证委员会法案》(theNationalAccreditationBoardAct)。 该

法案导致了2007年《马来西亚资历认证法案》(theMalaysianQualifications
AgencyAct)的颁布,发展了马来西亚的资历认证框架,统一协调马来西亚所有

资格论证。 尽管为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做了种种努力,保护马来西亚土著人民的

平权政策仍然有效。

2004~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

排名”名列前20位(2004年、2005年、2006年)以及前30位(2008年、2009年);
而马来亚大学的排名呈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89位降至2008年的230位

(2009年为180位)。 媒体对排名的广泛报道和马来亚大学排名的下降导致了

公众的质疑,他们要求马来亚大学采取行动提升质量。 马来亚大学采取的举措

之一是改进大学的目标和调整发展进程。 结合国家经济政策的长期发展目标,
马来亚大学在2000年制定了新的学校发展目标。 他们认识到人才库需要超越

现有的学生配额水平和内向型人事政策。 根据2002年公开考试的结果,招收精

英学生政策改变是为了扩大人才网络问题所作的回应。 马来西亚大学的使命包

括以“成为一个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等方面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学

府”为目标(UM2008)。 这些新的发展目标对大学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目前 人 们 已 普 遍 认 识 到 《 马 来 西 亚 平 权 法 案 》 (Affirmativ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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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的实施有损高等教育系统,削弱了本国的经济竞争力,使一些人才精英

(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流向其他国家,如新加坡等地。 与此同时,政府已宣布新的

经济模式(theNewEconomicModel)取代国家经济政策(NEAC2010)。 新经济

模式实施强硬的经济改革政策,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为目的,并在2020年成为

高收入的经济实体,人均收入有望从7000元增加至15000~20000美元。 新

经济模式的制定者认为创新和创造力不足,以及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的缺乏,都

是造成当前经济增长疲软和无法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NEAC2010,22)。

语 言 政 策

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提出英语为新加坡学校系统的教学语

言,这一特殊政策奠定了英语作为共同语言的基础,这样不但把所有种族背景的

公民联接在一起,也把新加坡和世界经济连接在一起。 除了母语,中学阶段的学

生可以选择学习法语、德语或日语;同时如果学校没有提供的某些语言课程,教

育部语言中心也会提供免费课程。 从学校层面看,英语贯穿整个教学系统,这使

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能很好地参与国际化竞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英语

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并为实现一些国际性目标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1年,马来西亚的政府主流学校的教学语言由英语变成了马来语,小学

教育使用中文(普通话)和泰米尔语。 在中学阶段,政府只提供马来语教学。 中

文学校的学生选择进入主流学校或运作良好的私人中文学校(约60个)。 马来

西亚没有专门教授泰米尔语的中学。 在所有学校,英语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
但不是所有教师都得到了充分的培训。

政府紧急要求将英语转为马来语的实施水平时间,从1983年提前至1970
年中期(Chai1977)。 教学人员和学生所掌握的马来语程度不等,也没有基础设

施支持,因为教科书和参考材料都是用英语编写的。 大规模的语言培训方案如

火如荼地进行,英语教材被匆忙地翻译成马来文,同时编写新的教材。
马来人,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马来人,得益于语言媒介的快速变化。 这一

政策的短期结果除了提高马来学生的成绩外,导致了许多人无法或不愿意学习

英语。 马来西亚因为语言问题失去了很多机会,因为英语是目前研究、出版、科

研论文、电子通讯和增加流动性的全球性语言。 学生反复地阅读讲义,不愿参考

英文教材、期刊和参考文献。 对马来文的重视激励了大家对马来语言、文化和历

史的兴趣。 另外,由于学术专业知识和资金支持的原因,该趋势的发展也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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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推动教学与研究国际化的努力也加深了推广英语与支持马来语,即官方语

言与马来民族语言之间的矛盾。 除非政府采取措施支持使用英语,否则年轻的

马来西亚人参与全球知识创新的进程将继续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报考60多所独立中文中学的考生数量急剧上升,其入学考试竞

争越发激烈。 越来越多的马来亚家长和印度家长把孩子送去中文学校学习。 他

们认为中文学校教学质量优越、纪律严明,并深信学习中文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

在发展迅猛的中国商业社会中谋得一份好的职业。 同时,大多数马来西亚私立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从1998年开始),及大约100个的海外机构接受中学离

校考试,即联合教育考试(UnitedEducationCertificate)的成绩作为入学成绩。
为了回应对中文教育的群体呼吁,马来西亚政府已同意审查其学生的毕业资格

作为进入各级公立大学的条件,但同时仍以掌握马来文的程度为主要标准(Sun
2010,3)。

大 学 财 政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稳定的和高水平的财政支持,与侧重教学的

综合性大学相比,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更注重于研究。 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的财

政状况往往是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加上大学自身的成功筹款。
新加坡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从196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比例,

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从1962~2007年,政府对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

从10.8%上升到了19.8%。 从绝对数字来看,这相当于2007年政府对教育的

支出高达约13.1亿美元,这表明这三所新加坡大学都有雄厚的政府财力支持。

2008~2009年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年度预算为15.5亿美元,政府财政拨款占

总预算 的58%, 而 政 府1990年 的 拨 款 仅 为2.8772亿 美 元 (NUS1990 &
2009)。 2008年,马来亚大学的总收入为2.8亿美元,其中68%来自联邦政府的

拨款,另有杂费收入占11%、投资收益占10%、分期拨给的研究经费占5%,以

及其他收入占6%(UM2009,298)。
虽然马来西亚的教育公共支出一度达到其预算的25%,但其绝对数额显然

不能与新加坡的公共教育支出相比较。 高比例的教育资助表明政府对教育的有

力承诺,但是正如在本节结尾部分所指出的一样,大学预算运作效率低下会导致

资金使用未能达到最佳水平。 此外,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没有与该地区其他国家

的经济扩张同步。 表5.2显示了1970年和2005年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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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 其中,1970年时韩国的人均收入还落后于马

来西亚,但在2005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马来西亚的3倍多。 1970年新加

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马来西亚的两倍多,2005年已经远远领先于马来西

亚,是其5倍多。 这些数字显示了来自各个部门、各个层面的财政支持。

表5.2 1970年、2005年度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和

新加坡人均生产总值一览表

国家和地区 197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马来西亚 394.1 5141.6

韩国 278.8 16308.9

新加坡 913.8 26892.9

中国香港 959.2 25592.8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09年。

计划制定者关注的是公共开支在马来西亚教育的各个部门分配不均的问

题。 在1970~2006年间教育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情况是:1970年

为3.98%,2002年达到顶峰,为7.66%,2006年又下降到4.67%。 其影响为高

校学生人均公共开支从2002年的97.83%(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下

降到2006年的59.72% (IMF2009)。 同年,即使考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生活成本不同,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的年度支出(6300美元)也高于马来西亚

的学生(4053美 元)。 2006年 新 加 坡 的 生 活 成 本 仅 为 马 来 西 亚 的1.3倍

(IMDWorldCompetitivenessCentre)。 公共支出分配的减少导致了政府对学

校发展的财政支持停留在低水平状态。 这种趋势也体现为不稳定的研究资金

分配。

马来亚大学的学生需缴很少的学费,2008年只有940万美元,即3%的学校

预算来自学生的学费。 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学校预算的16.6%来自学生的

学费。 通过对本地和国际本科及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年平均费用的比较显示,马

来亚大学为当地学生提供很高的学费补贴,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费似乎更倾

向于收回成本原则。 马来西亚政府为当地修读经济学学士的学生每年提供的学

费补贴是4783美元,而医学专业的学生每年的学费仅为780美元,政府给予的

学费资助是每人每年9856美元 (Fernandez-Chung2010)。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9年人文本科课程的当地学生和国际学生每年的学费分别是4560美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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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0美元(以上这些数据引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注册办公室)。 在这个变幻莫测

的全球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的环境下,目前高补贴的政策可能不

会长期持续下去,需要考虑更合理的费用分摊策略。
马来西亚大学的集资能力无法弥补政府拨款和教学支出及国际学术研究所

需资金水平之间的差距。 增加和扩大收入来源的策略包括: 设立了捐赠基金,
虽然数额不大,2008年几乎达到了1.24亿元(据马来西亚大学财务处提供的信

息);增加研究咨询合同的收入(2008年占年收入的89%);并增加以市场为导向

的项目。 政府融资方式的僵化加剧了马来亚大学资源短缺的情况,这主要是在

公立大学资金分配中的一个历史的、协商式的成本增量计算方法,与资金投入有

关。 工资水平和费用等各项条款使马来西亚大学的运作缺乏灵活性,大学每个

月向财政部提交资产负债表及公布开支情况。 与此同时,一个结果导向型的预

算分配计划“改进预算制度”(theModifiedBudgetingSystem)从1997年开始实

行。 这个方法因为时间滞后的问题导致了面对有损效率和灵活性的不利因素时

学校不能做出迅速回应。

大学行政与管理面临的挑战

1962年以来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在学校管理、行

政和组织架构上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校领导不得不

适应这个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经济增长与教育的紧密联系。 学校的管

理者及行政人员大多都有官僚公务员背景,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像企业家一样

创业,与工业界合作,并在日益先进的高科技电子工具的背景下参与产品的制造

及其商业化。 管理人员必须负责监督、完善和微调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评估

技术,以迎合发展变化。 经济增长是刺激当地知识创造和创新的需要,从而推动

了大学从追求基础的教学角色转向了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角色。 新加坡国立大学

比马来亚大学投入了更多的资源以强调科研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
大学功能目标的性质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学校物资和后勤的变化及其带来的

挑战,这主要是由学校建立了新学系、学院以及研究中心,以及学生教师规模扩

张等引起的。 此外,两所大学都必须制定学术科研人员以及学生的国际化政策,
并始终关注这些政策对专业项目、财务及人力资源产生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同样处于变化之中。 因为两所学校都想始终处于主

导地位,随着其他大专院校的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都不得不制定

501 第五章 同源不同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案例 



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竞争性策略。 新加坡目前有3所公立大学,马来西亚有

20所公立大学。 这两个国家都主办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并与其他国外的大学建

立了合作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将自己定位为本地区中心,努力吸引国外的顶

尖大学到新加坡,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芝加哥大学(theUniversity
ofChicago)等。 在马来西亚,充满活力的当地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也与国外的五

所大学建立了分支机构,如澳大利亚的科廷科技大学(CurtinUniversity)、莫纳

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和斯威本大学(SwinburneUniversity)、英国的诺丁

汉大学 (theUniversityofNottingham) 和 纽 卡 斯 尔 大 学 (theUniversityof
Newcastle)。

大学的管理和领导应该以什么样的体制来发展、应对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时

代变化,以及这些体制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两所大学应具备或

训练何等灵敏度才能够适应这些变化?

大学管理与治理

自马来西亚分离独立后,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更名为新加坡国立大

学,并成为公立大学隶属新加坡教育部。 像马来亚大学一样,新加坡大学采用法

定委员会的结构,校长由内阁任命,大学战略发展方向由政府委任的、来自公立

和私立部门的人员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进行监督。 在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
教师和行政人员被视为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工资结构和公务员体制是一样的。
当新加坡大学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时,他们还继续保留这种治理结

构,几年来政府也逐步给予大学行政更多的自主权,大学的公司化到20世纪中

叶预计将达到顶峰(见下文)。 同时,大学的行政工作由英国模式逐步向美国模

式转变。 例如,教师的职称级别由英国体制的讲师、高级讲师及其他职位向美国

体制的教授级别转变,校长头衔的称谓也与美国一致(由vice-chancellor变为

president)。

1962~1970年代中期,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样,马来亚大学理事会的职能

是制定政策和决策。 大学理事会的代表既有来自私立部门,也有来自政府部门

的,如教育部,后来改名为高等教育部(成立于2004年)。 高等教育的部长任命

校长,由校长任命院长。 集权式系统的迟钝性使马来亚大学的管理在实现自身

最佳利益时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所需的自治性。 高等教育

部负责学生的选拔及其在不同专业(学院)的分配。 新的专业项目设立和课程内

容改变超过30%时需要得到政府批准。 聘用、解聘教师以及教师的工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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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没有完全独立于高等教育部,使得大学高层管理者难以请退效率低下的教

师和奖励多产的教师。 近10年来情况有所好转。 除了政治性的活动外,校园活

动重新充满生机。 在2009年,新的领导发起的改革举措中包括对院长的这一职

位进行了公开招聘(目前仅限于4个学院)。
国家经济政策有效减少了贫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

失衡。 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增加了运行成本,因为“寻租、庇护……(产生了)无

孔不入的腐败,这些问题要加以切实解决”(NEAC2010,7)。 为了重拾自信、增

强透明度、改善整体治理工作,学校的行政程序如教师晋升标准等以及学校内外

部的学术评价等公布在大学的电子网络上(2009年起),使缺少信息或者信息量

少的讨论变为更加开放的论坛。 通过把基于个人关系的决策变为基于学校一致

的目标和个人成就来做出决策,这种做法有望改变大学的管理和学术文化。

领  导

1962年至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领导层变化向我们展示了职位连任的价

值,在此期间该大学共有5位校长,都是享有国际声誉、德高望重的学者。 与此

不同的是同一时期马来亚大学共有10位校长,但他们当中不全是一流学者,还

有两位是非学术性的高级公务员,他们大多数都担任了3年,即一个任期,至少

有两位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任期。 他们当中很少人有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指

导一个大型复杂的教育机构发展的经验。 因此,马来亚大学的大多校长依赖政

府的硬性指导,缺乏管理、学术与财政自主权。
由于马来西亚顶尖大学在全球排名中表现平平,2008年政府当局努力改善

马来亚大学的领导,任命了一位曾在另一所政府支持的大学取得成功经验的人

士担任该校校长。 他的大学改革方案反映了试图引进国际上优秀研究型大学的

政策和实践,以发展学术文化为重点。 为了争取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对他

的改革理念的支持和认同,他也调整了他的工作量。

战 略 规 划

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设置了传统课程的学额上限,以

便为工程、建筑和房地产管理等专业课程提供发展前景。 政府现行的高层次人

才需求政策,以及为减少毕业生失业的风险而实施的连续监管市场,这些都影响

着大学在科学技术为基础领域的招生情况。 在最近几年,应经济转变的需要,新

加坡国立大学建立了新的学院,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以及生物工程学院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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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学科学院。 马来亚大学的战略规划侧重于选拔学生的层面,在国家经济政

策的基础上招收55%的土著学生和45%的非土著学生,其目标是增加国家优先

发展学科(如理学、工学和专业项目)中土著学生的入学人数。 高等教育部的指

导思想为理工项目和人文项目的入学人数比例为60∶40。

大学自治及对变革的反应

在新加坡2006年关于公司法的议会法案通过后,更多的自主权使新加坡国

立大学加快其大学转型改革。 此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目的是为了

使大学更好地应对全球竞争带来的挑战。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06年以前

就已经开始以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从海外招聘教师,而且公司法让大学作为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在处理问题时有更大灵活性: 如提供大量的研究启动资

金和减轻高层研究员在最初几年的教学负担。 这也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国立大

学领导和管理在处理学校事务上的灵活性,如调整高市场需求领域(如医学和金

融)教师的津贴和通过国际遴选委员会招聘院长和系主任。
政府授予新加坡国立大学不断扩大的自主权,这使得学校能够更积极、更灵

活地应对新的机会。 为了应对公众的需求,新加坡国立大学能够以相对较快的

速度发展大量新的跨学科教育项目研究,例如,发展纳米技术和交互式数字媒体

等。 为了支持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新加坡国立大学以美国研究生 /研究型医学院

为模型与美国的杜克大学合作建立了新的医学院,同时继续扩大现有的英国模

式的本科教学医学院。 作为校园扩建计划的一部分,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正在酝

酿一个新的住宿学院制,汲取剑桥和牛津学院制元素。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公司法》(theCorporatizationofHigherEducation

Act)于1997年通过。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情况一样,该法案将允许大学以企业

的方式进行管理,减少在决策过程中的官僚作风和拖延现象。 这一形式的显著

功能包括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自主权,自由任命大学领导、系主任和研究所

负责人,自由选择学生等。 不过,打开大学自治大门的立法框架从未全面实施。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资金短缺状况下,没有政府的资

助,大学将无法运作。 马来亚大学失去了自我管理的机会,仍是政府政策与决策

的执行者,评论如是说:

“马来西亚的大学自治已完全被腐蚀。马来亚大学早期享有一定

的自主权,现在加入了那些年轻大学的行列并直接受政府的控制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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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受到 政 府 的 影 响。大 学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基 本 自 由 受 到 了 有 效 遏

制。……这些都不足为奇,本地大学的质量和标准一直在恶化。”(Ali
2009,266)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迎来了一个全球性的技术爆炸时代。 由于对

技术的认识不足、缺乏远见、资源和专业知识,马来亚大学和政府没有迅速在体

制和制度层面采取措施实施新技术并利用其优势。 举例来说,学校系统化的教

育管理信息系统存在不足。 在制度层面,2002年后马来亚大学才建立了学生和

教师的数据库;也是在2002年后,教育部的数据库才得以建立并向全国开放。

2004年高 等 教 育 部 成 立 后 继 续 加 强 了 这 方 面 的 工 作 (MinistryofHigher
Education2005,2006,2007)。 现在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随着研究活动扩大和日益

成熟,高水平的计算能力和有效的数据库是建立科研环境基础的不可或缺的

部分。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准备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学校采用的是以统一考试为准备的国家

统一课程。 在国际上,新加坡的中学教育体制的成功体现在该国在“国际数学与

科学教 育 成 就 趋 势 调 查 ” (TrendsinInternationalMathematicsandScience
Study)中屡次成功的表现。 如新加坡13岁的孩子在1995年和2003年的“国际

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中数学和科学成绩名列前茅,分别是第三名和第

一名,尤其是最近几轮比赛中表现尤为突出(Salmi2009)。
马来西亚在1999年(共28个国家参加)、2003年 (共44个国家参加)和

2007年(共49个国家参加)参加了“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中的八

年级评估。 虽然马来西亚的成绩排名从1999~2003年上升了 (WorldBank
2007,48),但是数学和科学的平均成绩在2007年仍明显落后于新加坡(分别为

474∶593,471∶567)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
新加坡学校的课程会进行定期审查和修订,如2007年启用了A-level课程,

从而拓 宽 学 生 考 试 的 选 择 范 围。 新 设 立 的 学 科 “知 识 探 索” (Knowledge&
Inquiry),设计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知识的特性并建立跨学科学习的需

要。 要进入大学学习,学生必须通过关于知识探索或普通常识测验的考试。 大

约25%的A-level学生能进入新加坡三所大学中的一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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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转型的纵向研究调查分析了马来西亚学生毕

业后7年间的经历。 这项调查的结论是公共教育系统的课程很大程度上只对成

绩平平的学生提供基于记忆的课程学习(Nagarajetal.2009),而非一个激发和

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卓越系统。 该研究的结果还表明该系统增加了人们对“错误

答案”的担忧。 该系统强调学习结果的千篇一律而非促进鲜活而富有创造力的

思维,因为机械学习和死记硬背看来是考试成功的关键因素(Wong2004,159
60)。 机械学习、死记硬背和千篇一律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反感而非创造性的思维

发展(Economist2000)。 这些发现对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工作者期望实现优秀

毕业生作为研究人员候补的计划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

本科生、研究生与留学生

学生和教师也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实力的国际研究

型大学以严格选拔机制、招收国内外最好最聪明的学生、研究生的数量超过本科

生,以及聘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等特点而闻名于世。
新加坡国立大学招收完成12年学校教育且通过A-level考试的学生。 而各

院系根据课程受欢迎程度对录取标准的取舍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一年比一年

严格,特别是需求量很大的课程,如医学、法律、商务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培

育创造力为重点,在2003年采取了更全面的方法,其特点是以学生在学术能力

测试(ScholasticAptitudeTest)中取得的成绩为依据,全面考虑学生的推理能

力、批判性思维和领导潜力。 教师也被允许为在其他领域出类拔萃的考生保留

一定比例的职位。
随着新加坡国立大学招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稳 步 增 长,从1962年 的

2149名增至2000年的29761名,实力雄厚的中学教学系统培养的学生能很好

地满足大学的录取要求(NUS1962,2000)。 尽管录取标准越来越严格,优秀的

外国学生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特别是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

的学生。 自2000年以来,学生总人数一直比较稳定,2008年达到30350名,预

计将来也将保持在这个规模。 早年学校以本科生为主(1962~1970年期间的本

科生占总人数的95%),而近来研究生的比例逐年增加,2008年达到23%,长期

目标是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从1980年的11∶1增长到

2000年的18∶1,然后在2008年又回落到14∶1。 学生与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比

例从1990年的10∶1下降到2008年的8∶1,这与大学引导学生有效地参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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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研究的目标是一致的。
近年来各院系的学生分布也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新加坡经济对人力需求

的不断变化。 1970~2008年间,工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大幅增长,从

14%增长至27%左右。 医学的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本科生的比例从27%下降

至5.6%,研究生的比例从47%下降至8%。 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本科生比例稳

定在20%左右,但其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经下降,从1970年的25%下降到2008
年的10%。

近年来引进了一些让学生参与企业实践、科研,以及国际社会活动的创新方

案。 1999年,以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方案为蓝本,推出了核心课程计划 (the
CoreCurriculumProgramme),旨在为强调写作和批判性思维及了解跨学科的

联系提供基础教育。 2001年7月启动了一个新的、以两个方案融合一体的“大

学学者 /学生计划”(theUniversityScholarsProgram),为那些希望参与更多跨

学科研究项目的学生提供了更具灵活性的课程。 除了创新的教育方案,新加坡

国立大学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教学设施。 先进的学习管理系统,称为互动

虚拟学习环境(theInteractiveVirtualLearningEnvironment),支持无处不在的

网上学习。 该系统已被所有院系广泛采用,随后通过校办企业进行了商业推广。
经过精心策划的国际交流计划可看作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化和体验式学

习目标的结合,长远看来能够提高研究的产出。 独特专业项目赋予新加坡国立

大学独特的优势。 例如,1998年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所建立的项目,使顶尖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能够学习两个学校有关工程和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课

程,并在从事研究时能得到两所大学导师的共同指导。 除了使用电视会议技术,
新加坡国立大学该项目的学生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个学期或一个学

年。 该方案非常成功,以致它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单独授予学位发展成为两校授

予联合学位。 200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启动了“海外学院”新方案,使那些有创

业兴趣的本科学生在斯坦福大学接受一年的创业课程时考虑在美国加州硅谷的

高科技创业企业实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海外学院方案已经和其他5个高科技

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5所学校分别为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瑞 典 斯 德 哥 尔 摩 的 瑞 典 皇 家 理 工 学 院 (Royal
InstituteofTechnology)、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FudanUniversity)、印度班加罗

尔的印度研究所(IndianInstituteofScience)以及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
在马来西亚获得公立大学教育的资格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是接受13年小

学、中学和高中教育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并取得马来西亚高中毕业证书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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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接受一年或两年的预科课程的考生(针对基础较差的学生),这些课程是由

不同的机构为接受了11年教育的学生提供的。 2002年,实施了基于优秀程度

的招生政策,即以马来西亚高中毕业证书的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这引发了人们

对大学招生双重模式的重要思考。 所有招收的学生都必须取得最低的累积平均

分,介于2.5和3之间(总分是4分)。 但这些提供不同教育标准和教育评估方

式的学校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比的,这确是一个尚未公开讨论的问题。 虽然以不

同的途径增加了学生进入大学的学习机会,但是其入学质量难以保证。
如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情况,随着高校从1971年的8545名学生扩招到

2009年的27396名,问题也接踵而来,如学生的入学成绩越来越差、缺乏足够富

有经验的教师,以及语言政策导致的课程和教材的相关性。 马来亚大学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的招生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部分原因是因为建

立与发展这些学科的成本较低,后殖民时代官僚机构的扩大导致就业机会增多,
以及伊斯兰和马来研究科目中土著学生数量的增加。 然而,2008年理学、工学

和医学学生占40%比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生比例为60%,这个比例越来越

接近于 《马 来 西 亚 教 育2001~2010年 发 展 规 划》 (theMalaysianEducation
DevelopmentPlanfor2001 2010)所提出的理工科学生占60%和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生占40%的目标(MinistryofEducation2001)。
马来亚大学努力改革和国际化其课程设置,并按照国际标准评估。 采用国

际的标准使课程充满活力并走向国际化。 外部评审员、工业联络小组、雇主等的

意见都将纳入课程设计和评审制度,以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 为了引导学生参

加研究活动,已经在本科阶段实施各种研究项目的选修制度(如学生必选项目)。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马来亚大学也努力改善学生与教师的比率。 马来西亚学术

资格鉴定机构设定的生师比目标是: 艺术学科为25∶1、理学类为15∶1及临床

研究为4∶1。 2010年公布的数字表明了学生与教师的总体比例为12∶1,其中

人文与社会科学6∶1、理学7∶1、工学8∶1以及医学2∶1。 学术人员的数量包

括全职教师和兼职教师。

研 究 生 规 模

2002年在两个领域实施了政策改革: 一是研究生比例增加至50%;二是积

极招收国际学生。 2008~2009年度研究生招生的总数为学生人数的35%,国际

学生人数上升12.3%。 马来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2008年占学生总数

26963的33%,比1971年的461名,即不到现在人数的15%,数量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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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占博士研究生总量的34%,工学博士研究生占

4%,理学博士研究生占25%。 2008年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总数为2246名,其中

文学博士研究生还不到10%,工学博士研究生在9%以上,理学博士研究生占

14%左右。 虽然理学和工学博士研究生与博士生总人数的比例的绝对数字在增

长,但是马来亚大学在战略研究领域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本科生招生政

策不注重选拔全国最好的学生,因此即使在选拔更好的学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努

力,但是他们还不足以代表所有的研究生。 他们大多是来自马来亚大学一流的

毕业生。 采用学生国际化的政策是扩大人才库的方法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

马来亚大学都采取了这种政策。

学生的国际化

为了配合国家促进高科技人才移民到新加坡以缓解当地人力资源紧缺的战

略,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把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作为学校

发展的主要目标,同时为当地的学生提供国际交流的机会。 再者,随着西方国家

诸如美国的进步(Fiske1997),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教育本身也可成为一个主要

的出口产业。 在20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战略项目即把新加坡岛

国的经济转变成亚洲领先的教育中心,自视为“东方的波士顿”。 当地学校和大

学经常定期刊登入学信息,并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 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和印

度族学生视此机会为离开该国教育系统的出路,因为他们在该国无论是大学入

学还是求职都被视为弱势群体。 中国和印度学生将这看成为马来西亚体制外的

途径,他们在入学和就业机会两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新加坡政府也设立了

创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Olds2007)。
新加坡依靠学术研究的国际声誉、良好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以英语作为授课

的语言、优越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等条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国际学生。 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34.6%,其

中本科生占总人数的22.3%,研究生占57.8%。 新加坡国立大学四大国际学生

的来源通常为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是现在来自其他地方如越

南等国家的学生数量也在迅速上升。
马来亚大学2008年的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2.3%,其中本科生占5%,

研究生占26%。 高等教育部每年增加5%国际本科学生和25%国际研究生的

计划,同时坚定了马来西亚努力成为区域教育枢纽的信心。 2008年招收国际学

生人数名列前10位的国家是(从高到低): 伊朗、印度尼西亚、中国、伊拉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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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苏丹、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泰国。 然而,国际学生在研究和创新成果中的附

加值还有待评估。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交换学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05~2008年间

平均人数达1000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目标是为其一半以上的本科生提供

海外教育经验。 2009年马来亚大学接受了991名 国 际 交 流 学 生,并 派 遣 了

1008位学生到国外学习。 他们计划每批本科生中派遣25%的 人 参 与 国 际

项目。

专业教师的发展

为了与把新加坡国立大学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层管理者在招聘和保留学术人员方面不断提高门槛。 从20
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进程大大加快。 关键的政策措施包括: 一是逐步提

高工资待遇,使其更加灵活和以教师的绩效为基础,顶尖人才更具国际竞争力;
二是增加了研究资金的支持和提高研究设施 /基础设施的水平;三是不断地提高

职位晋升和终身教授的门槛;四是增加教师时间分配的灵活性,如减轻有优秀科

研业绩的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研究。 为了把新聘用

的终身教授的任期从55岁延伸至65岁,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已逐步提高终身教

授的门槛以促进教师取得卓越成就。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次性延长了大学

拟保留的教师任期,从而有利于将教师提升到卓越的水平。

资 格 的 提 升

我们可以使用代用指标来(proxyindicators)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质量的

稳步提升进行测量。 首先,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比例每年显著增加,到2005
年99%的工程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而在1970年这个比例只有50%。 2003年

理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以及商学教师中博士所占的比例为分别为88.7%、

80.2%和79.8%。 在医学、建筑设计及法律等专业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其

数量也稳步增长,这是由其专业特性所决定的。 其次,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过去

2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研究成果的平均数量与质量提升很快。
马来西亚大学对研究和教学的有力领导也日益紧密地和研究的产出、创新

和商业化等方面联系在一起。 马来西亚大学越来越多的教师取得了博士学位,
特别是在理学与工学领域。 1999年只有37%的工作人员拥有博士学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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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61%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如果加上其他同等学历,该比例将上升至75%
(这是马来西亚大学对拥有博士比例教师的预期目标)。 此外,马来西亚大学要

求讲师职称以上的教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尤其是理、工类专业中,有天赋的、当地

或国际研究生成为教师任用的潜在资源。

吸引和留住人才

不论教师的国籍和族裔,吸引和留住有实力的教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

特征。 虽然前几年的数据无法获得,但通过比较新加坡国立大学1997~2005年

间教师的组成情况可以看出,不管是教学型教师还是研究型教师,他们当中国际

教师的比例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在199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1414名优秀教

师中61%是 来 自 新 加 坡,而2005年 这 个 比 例 下 降 到 了48% (Wong,Ho,&
Singh即将出版)。 其他教师分别来自(按数量多少为序)马来西亚、印度、中国、
亚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等。 马来西亚教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占有很高

的比例(1997年占12.8%,2005年下降至10.8%),这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分开

后很多马来西亚的人才流失到新加坡的现象。 事实上,许多马来西亚人随后加

入了新加坡国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马来西亚籍教师所做的贡献很可能高于上

述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比例。
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受到忽视。 2008年,大约有50万马来西亚

人在海外工作,他们当中有一半接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把教育制度落后的原

因部分归于技术工人的大量流失,得到的令人痛苦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培养

人才,因为我们培养的人才已经离开我们。 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本状况已经到

一个关 键 阶 段。 马 来 西 亚 熟 练 技 术 人 员 外 流 的 比 率 正 急 剧 上 升 …… ”
(NationalEconomicAdvisoryCouncil2010,6)。 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包括国外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商业前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环境和

更多晋升的机会。
因为全球人才竞争愈演愈烈,到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招聘国际教师

时实行多样化的政策已经至少10年了。 特别是在1997~2005年间,外籍教师

的比例已上升到50%以上。 尽管马来西亚仍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的最大

来源国,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和北美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已显著增加。

1997年,来自中国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分别是4.5%和32.2%;2005年,中国教师

占1765名教师的6.9%,而中国科研人员占1087名科研人员的42.4%(NUS
1998,2005)。 新加坡国立大学巩固优秀教师和研究人员贮备基地的政策,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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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使其处在非常有利的

位置。
直到最近,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外籍教师的数量最多不超过5%,目前高等

教育部的政策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增加外籍教师的比例,到2015年达到15%。
随着国家经济扶持政策实施的影响,马来亚大学不断招聘外籍教师的影响也越

来越显著。 马来亚大学在2001~2009年间聘请的学术人员呈现新的模式: 一

是学术人员仍以马来亚土著人为主;二是非马来亚土著人教师占工作人员总数

的三分之一,2009年比例有所下降;三是一般而言,当地不同类别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非马来亚土著人比例的下降,常由来自外籍的教授和高级讲师来填补这

个空缺;四是2001~2009年间马来亚土著人讲师的比例不断上升,表明随着最

早两批非马来亚土著的高级教师退休、外籍教师的增加以及现有的高级讲师和

讲师将通过体制不断得到提升(上升至终身公务员任职),非马来亚土著高级讲

师的数量将继续减少。
马来亚大学持续努力增加国际教师比重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重点

研究和教学项目,尤其是在研究生层面,缺乏当地专家精英;对研究的推进需要

广泛招募高素质研究人员。 大多数外籍教师(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拥有博士学位)
来自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他们主要集中在理学和工学领域。 马来亚大学发

现由于学校在研究领域的产出相对较低及无竞争性的薪资和出版环境等原因,
他们难以吸引具有最好资历的、并且经验丰富的国际教师。

教 师 薪 酬

通过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注册处提供的教师工资数据的对比,
发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的薪资远远高于马来亚大学教师的工资,即使考虑相

对生活成本差异。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年度绩效奖金因教师绩效的不同而不同,
从零到超过两个月的薪酬;业绩不佳的教师绩效奖金就少。 在马来亚大学,外籍

教师除享有469美元统一的住房补贴外,其工资和津贴水平与本土教师类似,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专业层面,工程、会计、建筑和测量领域的教师享有特殊

奖励津贴。 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有类似的奖励津贴,每年随着利率不同而调整。
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于本土和外国教师的高薪资表明他们意识到全球人才的竞争

和留住最好教师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走在最前沿,也要与区域及全球经济增长保

持一致。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还包括积极的吸引散居在海外的人才

计划。 正如马来亚大学所反映的一样,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政策仿效新加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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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可能奏效。 这种效仿的实施可能早于人们的预期,因为现任总理最近成立

了一个人才公司并亲自担任主席。 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薪酬……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包括散居在外的马来西亚侨民”(New
StraitsTimes2010)。

教师绩效评价

在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的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也逐步提高评价教

师绩效的标准。 近年来特别是任期和晋升的标准有显著提高,已接近世界一流

大学的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也越来越重视评估对教师科研所产生的影响,通

过教授的研究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引用情况和

他们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数量等指标来衡量。
马来西亚大学为评价员工绩效设立了新的目标,相关内容为:ISI知识网

(WebofScience)收录的发表成果、教学时间和担任课程的数量、指导博士和硕

士的数量、指导研究型学生的数量、成功获得的研究基金、反映教学水平的最低

得分(以学生的评价为基础)、顾问公司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对行政工作的贡献

度和服务系科所承担的责任。 对ISI期刊论文的重视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

排名标准密切相关。 尽管科研成果、ISI文章和晋升机会之间的联系激励刺激了

教师发表论文,但是其风险在于容易造成对分析性的、创新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文

化建设的忽视。

研究的发展和管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逐年增加其研发经费,近年来尤其如此。 研发直接支出随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而增长。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国际学术计算机网络

(BITNET)建立了国际学术网络,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拥有该网络的国家。 随后,
新加坡国立大学又成为亚洲最早在全校园开通网络的大学。 1989年,新加坡国

立大学与新加坡仅有的两台超级计算机中的一台建立了联系,增强了该大学在

全球计 算 机 技 术 和 操 作 能 力 中 的 竞 争 力。 1991年,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实 施

NUSNET———一个遍布校园的光纤网络,学校图书馆于1995年5月在该地区

率先推出全文电子文档管理和检索系统。
为了管理大学新兴的知识产权和与企业的研发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是

亚洲最早设立技术许可和产业联络办公室的大学之一。 该办公室以北美顶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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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为基础逐步建立了一个管理发明创造和技术商业化的系统。 例如,实施

与外部合作伙伴的研究合作协议标准化;将知识产权转让给大学;将专利权使用

所得的收入在对技术商业化感兴趣的各个学院、学系及管理中心之间进行合理

分配;当一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技术项目同时授权给教师或学生时,建立一个平

等的奖金颁发制度和氛围。
自从21世纪之初开始,由于研究成果快速增长和简化互联网协议的管理

支持系统的推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研究协议、发明申请书、授予学校的

专利迅速增 长,技 术 许 可 证 收 入 也 随 之 增 加。 外 部 合 作 研 究 协 议 的 数 目 从

1995~1997年间的109项增加到了2005~2007年间的394项。 由美国专利

局授予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的 专 利 数 量 从1990~1999年 期 间 的40个 上 升 到

2000~2008年期间的204个,而同期的许可协议数量的从60个增加到了198
个。 许可使用的总收入也大幅增加,从1996~1999年间的33.5万美元增长

至2003~2008年间的330万美元(更多的细节请参考 Wong,Ho&Singh即

将出版)。

21世纪初,当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念是由新校长提出的“成为全球知

识型企业”,大学通过明确建立新的组织,即NUS公司(NUSEnterprise),已进

一步加强了学校在支持技术商业化中的作用,以促进技术商业化和创业精神

的整体推进。 NUS公司直接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或校长报告,公司不仅

承担了把技术许可和行业联办扩大到产业联络处的职能,而且也开设了一个

大学层面的创新中心,这个中心融合了创业教育、创业促进和推广,为独立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公司提供支持等功能(Wong,Ho&Singh2007)。 NUS公

司培养部门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支持该校教授、学生和近来的校友成立

了70多个独立于大学的企业。 其中10多个类似的公司已经收到外来投资者

的后续投资,如tenCube公司最近被 McAfee公司收购(Wong,Ho&Singh即

将出版)。

1982年,马来西亚0.05%劳动力或约13%的科学人力资源从事研发工作,
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新加坡)的平均水平0.5%相比,该数字不尽如人意

(Singh1989)。 这种差异还在继续,马来西亚目前每百万人中只有500人从事

研发工作,而新加坡每百万人中就有5500人从事科研工作,名列全球第二,仅

次于瑞典的每百万中6000人从事科研工作(NEAC2010)。
近10年来,马来西亚大学已对研究基础设施进行投入并升级以支持研发项

目,其目标是通过对研发项目的支持促进跨学科合作和提高生产力。 8个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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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究团队,如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和持续发展科学团队已经建立。 科研管理

与监测研究所将所有研究实体的推广、管理、协调和监测活动合理化。 与工业界

合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公立大学期待高等教育部支持大学与企业以及大学与社

区的合作战略计划尽快出台,预计该计划也纳入了中小型企业。
人员编制问题在很多层面仍然是一个挑战: 需要资深教师、国际教师、经验

丰富的科研领导人等引领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增加研究成果的产出,这需要有优

秀的助理人员和研究生团队的支持,也要有有效管理实验室和设备的训练有素

的技术人员的支持。 同样关键的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的雄厚技术支

持。 目前,马来西亚最快的宽带和宽带连接的费用是4兆比特 /每秒(Mbps)76
美元,与新加坡的100兆比特 /每秒84.68美元相距甚远。 在该区域内,马来西

亚最快的宽带速度还达不到韩国最慢的宽带速度的1/5,但是价格却贵3倍以

上(NEAC2010,186)。

研 究 拨 款

由于近年来一直强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支出在过去的10年中已

增加了3倍多,从1997年8950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21亿美元。 相对于

大学的总营运支出,研发支出已从2000年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7%。 自从

实施公司化以来,科研经费的分配已更加集中并以业绩为导向,这是由于新加坡

国立大学已经在优势领域脱颖而出并有争夺外部资金的实力。 因此,研究支出

大部分集中在工程和医药领域,近年来国家的研发战略越来越重视生物医学的

发展,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NUS2000,2002,2008a,2008b)。
马来亚大学的研究资金不够稳定,没有像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样逐步增长。

政府的研究拨款从2002年的2660万美元下降到2004年的810万美元,进而下

降到600万美元,然后在2008年跃升至4120万美元(UM2010)。 最后一个数

字包括了2008年政府发展四所研究型大学额外投入的资源。 科研经费的来源

多样化,除了教育部的年度拨款,还有来自其他部门的资助,如科技创新部(大多

通过竞争给予资助)、日本东丽基金会(竞争性质)、各种私营公司、当地基金会以

及各种机构和国外大学的资助。 2008年未经审计的账目表明研究基金发展趋

势良好,从2006年 占 年 度 预 算 分 配 资 金 的7%上 升 至2008年 的22% (UM
2008,25)。

因为缺乏研究支出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对研究成果水平进行回顾。 通过

指定发展的4个研究型大学,其中包括马来亚大学,高等教育部期望对有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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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集中投入资金,比起对20所公立大学分配有限资源,前者能取得更好的成

效。 自2008年以来,每年这4所学校无需通过竞争即可获得的资金投入为

3120万美元,这些资助很受这4所研究型大学的欢迎;但相比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一数字就显得微乎其微。 变化的趋势表明尽管每年高等教育部都直接拨款给

研究型大学,但是马来亚大学也从其他部门获得竞争性的、外部和内部资助,如

科技创新部。

绩效指标与成功标志

大学追求教学和科研卓越的历程可以以他们走了多远和离目标还有多远

等指标来衡量。 这里使用的指标包括外部的大学排名表现;科研成果方面包

括成果总体数量、国际同行评审的论文(出版物)数量、引文数量、论文的平均

引用量;教师的国际知名度指标包括应邀担任专业组织的领导或成员的教师

数量、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和加入国际专业社团(协会)以及成果获取国际奖项

等指标。

国际排名表现

考虑到排名方法现在备受争议,这里所用的都是最近的数据。 在主要学科

领域(见表5.3),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程名列前茅,生物医学次之,而马来亚大

学的生物医学排名第一,其次是社会科学。 两校之间似乎在理学与工学领域的

差距最大。

表5.3 2004~2009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新加坡

国立大学(NUS)和马来亚大学(UM)名次一览表

NUS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总体排名 18 22 19 33 30 30

生物医学 25 15 9 12 17 20

理学 35 34 22 25 31 27

工学 9 9 8 10 11 14

社会科学 10 13 11 20 18 20

人文艺术 17 56 22 21 3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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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UM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总体排名 89 169 192 246 230 180

生物医学 n.a. 82 56 107 127 132

理学 n.a. n.a. 95 124 197 244

工学 n.a. n.a. n.a. 166 179 201

社会科学 n.a. 83 49 119 137 167

人文艺术 n.a. 45 n.a. 233 190 178

  资 料 来 源: 《泰 晤 士 报 高 等 教 育 》———QS“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http: //www.topuniversities.com /
worlduniversityrankings/。

注释:n.a.=无信息。 由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所使用的方法不同,2007
年度的排名与前几年的排名没有足够的可比性。

SCI和SSCI数据库索引论文与引文数量

世界大学排名最有益的影响之一或许是政府和高等教育官员对论文及其引用

率提高了认识,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成果的相关政策改革。 论文作为研究生产

力的定量指标,是知识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这个因素看,一方面马来亚大学和马

来西亚其他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存在显著差距;另一方面,马来亚大学和其他领先

的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差距。 表5.4表明,马来亚大学1999年1月至2009年2月

在SCI和S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为3440篇,仅为排在前一位的香港科技大学的

1/3左右,香港科技大学同期共发表论文10400篇。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这段时

间发表的论文数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两倍。 如果考虑到大学规模,差异就更为明显,

香港大学科技拥有大约400名教师,而马来亚大学2008年有教师1918名教师。

表5.4 1999年1月~2009年2月部分马来西亚大学和

亚洲领先大学发表论文及引用情况对比

国家或地区 论文数量 引用数量 篇均引用次数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马来西亚 3250 13257 4.08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3439 14316 4.16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马来西亚 1528 5624 3.68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10402 96281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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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国家或地区 论文数量 引用数量 篇均引用次数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18700 187339 10.02

首尔国立大学 韩国 33779 271702 8.04

台湾大学 中国台湾 27255 196631 7.21

清华大学 中国 23182 121584 5.24

东京大学 日本 67864 882361 13.00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8602 236388 8.26

  资料来源: Wong& Ho(即将出版),来源于汤姆森ISI引文索引基本科学指标。

无论以论文篇均引用次数还是教师论文的人均引用量来衡量,马来西亚的

大学都落后于其他学校。 在论文引用方面,马来西亚的3所大学的篇均引用次

数为4次,而其他相关的大学超过7次(见表5.4)。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SCI和

SSCI索引上发表的工程论文从1981~1983年间年均37篇增加到2001~2003
年间的941篇,增长了25倍;而医学论文增加了近10倍(从62增长到602);经

济学与商学领域的论文增长了4.5倍(从20增长到90)。 从篇均引用次数看,
这些论文的质量也大大提升,工程学论文从1.45上升到5.66;医学从3.16上

升到11.33;经济学与商学从0.32上升到6.36。
表5.5比较了1981~2003年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在4个主要

学术领域发表论文的情况。 可以看出,马来亚大学不仅在4个领域中被SCI和

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方面落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而且若对论文质量以论文发表

后5年内被引用的平均数进行衡量,论文质量方面也落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表5.5 1981~2003年度马来亚大学(UM)和新加坡

国立大学(NUS)论文发表及引用情况一览表

工学领域 医学领域 经济领域 管理领域

UM NUS UM NUS UM NUS UM NUS

论 文 数 量

1981~1983年 9 111 132 186 11 51 2 8

1991~1993年 40 586 192 747 5 32 0 45

2001~2003年 146 2823 324 1808 6 123 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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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工学领域 医学领域 经济领域 管理领域

UM NUS UM NUS UM NUS UM NUS

篇均论文引用率

1981~1983年 1.00 1.45 2.85 3.16 0.09 0.35 6.50 0.13

1991~1993年 1.40 2.54 4.43 6.24 0.40 2.47 n.a.* 3.69

2001~2003年 3.83 5.66 5.08 11.33 3.17 3.89 0.17 8.41

  资料来源: 由知识网络数据计算而来。
注释: 仅限于SCI和SSCI期刊;引文率的计算方式如下: 对5年内出版的论文数量的引用率进行了

整理(例如,对1981年发表的论文在1981~1986年间被引用的数量进行整理等)。 发表论文和被引用的

总数以三个时段(1981~1983年、1991~1993年和2001~2003年)进行汇总,平均引用率由此计算而来。
*n.a.: 无信息。

虽然在马来亚大学的教师之间对使用ISI文章和引用率作为论文的一种定

性指标争议不断,马来西亚的大学最近都相继提出一些政策鼓励和 /或支持其教

师发表论文。 马来亚大学管理的新策略是提高整体学术文化,教师的晋升必须

基于其在ISI上发表的论文和引用率。 在ISI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延伸到了博

士生的招生方面: 要求博士生至少在ISI刊物上发表过2篇论文。 其中大家关

注的是马来亚大学自己拥有的50多个期刊,其中一些已出版了三四十年,并且

已拥有自己的客户群。 这些转变将如何影响大家对这些期刊和现有资源的

关注?

世界大学排名影响的副作用之一是高等教育部为马来西亚公立大学自制排

名体系, 即 马 来 西 亚 高 等 院 校 评 估 体 系 (theRatingSystemforMalaysian

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紧 接 着 前 一 年 的 学 术 声 誉 调 查 后 实 施

(MalaysianQualificationsAgency2010)。 2008年,在马来西亚高等院校评估体

系第一次公布的结果中涉及更多的老牌大学,马来亚大学名列该国之首。 2009
年评估体系报告中,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定机构对公共和私立的本科教学机构

以及外国大学分校的教学工作进行了审查,分为6个等级,其中第6级为优秀。

没有一所学校达到了第6级的标准,共有18所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排在第

5级,马来亚大学是其中之一(MalaysianQualificationsAgency2009)。 鉴于目

前的领导管理变革及4个国家认定的研究型大学相互之间的竞争,马来亚大学

会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持其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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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利 申 请

以专利作为指标尽管存在不足,但是它可以衡量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技术

发明。 尤其是由美国专利局授予专利的数量,往往是作为国际基准指标确保各

国之间的可比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Trajtenberg2002)。 新加坡国

立大学在2000年后已经大大增加了其专利的数量(从1990~1999年间平均每

年4个由美国颁发的专利到2000~2008年间平均每年有22.7个专利),而马来

亚大学自1990年以来在专利方面的成就微乎其微(1990年以来仅两项美国颁

布的专利)(Wong,Ho&Singh即将出版)。
程明宇(MingYuCheng,音译)(即将出版)指出,马来西亚大学专利成果少

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明确界定了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角色所导致的

结果。 马来西亚在1986~1990年实施的第五个马来西亚计划规定各大学需要

更加重视基础研究(40%),而公共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仅占10%的比例(Cheng
即将出版)。 然而,程明宇对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不利于研究商业化的假设是没有

依据的,因为世界上领先的大学,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他们高

度重视基础研究同时也发明了很多专利产品。 同样,在亚洲居于领先地位的大

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在过去10年取得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这

与他们日益重视基础研究是相契合的。 这不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别或比

对,而是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经济重要性的战略重点(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性基础研

究,或巴斯德象限[Pasteurquadrant])在起关键作用。

国际声誉、奖项与国际合作

对于机构、学者和研究人员而言,同行认可是衡量其科研质量的重要指标,
这些指标包括以下基于同行的评价: 受邀加入优秀的学术和专业组织、高层次

的学术会议、入选国际性团体和各种国际奖项等。 例如,2007年李光耀公共政

策学院成为欧洲和北美以外第一个加入著名的全球公共政策联盟(theGlobal
PublicPolicyNetwork)的机构。 同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金丰荣获教育发

展与促进委员会(theCouncilforAdvancementandSupportofEducation)颁发

的行政长官领导奖(theChiefExecutiveLeadershipAward)。 2006年新加坡国

立大 学 成 为 国 际 研 究 型 大 学 联 盟 (theInternationalAllianceofResearch
Universities)的10个创始成员之一。 在学系层面来说,新加坡国立大学已与其

他顶尖大学合作推出了越来越多的联合学位课程(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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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和北京大学)。 这些都表明新加坡国立大学日益显著

的国际学术地位。
根据资料显示,过去马来亚大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参与和表现完全依靠

教师个人的积极程度,而不是学校整体共同的参与。 过去的5年内,马来西亚的

大学变得更具竞争力了,马来亚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活跃在各种国际研究和

创新活动中,诸如国际发明展、瑞士和日内瓦的技术与产品国际展览会。 医学院

等院 系 的 教 师 共 同 努 力 得 到 国 际 认 可: 如 胃 肠 内 视 镜 研 究 小 组 (the
GastrointestinalEndoscopyUnit) 在2008年 被 国 际 消 化 器 内 视 镜 学 会 (the
OrganisationMondialed’EndoscopieDigestive) 认 定 为 全 球16个 卓 越 中 心

之一。
马来亚大学继续为其教学项目取得国际认可而努力,这对其获得全世界的

认可很重要,如英国牙医管理委员(DentalCounciloftheUnitedKingdom)授予

的牙科手术学位。 马来亚大学与声誉良好的大学开展联合博士项目是其国际知

名度不断提升的标志,如与英国伦敦帝国学院(theImperialCollegeLondon)、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theUniversityofSydney)和墨尔本大学(theUniversitiesof
Melbourne)的合作等。

经 验 教 训

通过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进行比较,我们受到很多启发。 新加

坡的案例表明了以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战略思考为导向能够推动学术卓越发

展,并能够让一所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大学迅速提升到全球领先的大学团队

中。 回顾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于马来亚大学来说应该重视以下几

个方面: 领导的连续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下制定一个平衡的国家语言政策、战略

规划的投资、改进教学方法、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资金、合格的人力资源、学术

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缩小当地和国际环境的差距。
在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成功转型加入全球卓越的行列也反映了新

加坡的经济规模从第三世界成功转型到第一世界(Lee2000)。 正如新加坡通过

竞争跻身于21世纪的知识型经济大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不再简单地满足当地居

民的教育需求,而是立志成为“全球知识企业”。 全球知识企业不仅在研究和教

学的传统任务中领先全球,而且把建设成“创业型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三使命。
一所“创业型大学”可以成功创造高科技产品并通过知识转化带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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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zkowitzetal.2000;Wong,Ho&Singh即将出版)。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国

立大学的案例为马来亚大学及其他新兴经济发展体国家的大学提供了一个典

范,即“(大学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一体化的进程,而不是一个各

自独立的发展过程”(Lall& Urata2003)。
马来亚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任何要改变其原有使命和优先事务的机构或组

织都要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会对已经根深蒂固的工作原则、规章制度和财务管

理系统产生影响(Salmi2009,39 43)。 马来亚大学的历史表明国家政策会严重

制约一所公立大学的发展。 这种情况会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长期的

不良影响,因为它限制了大学追求学术卓越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而且学校需

要很长的时间来构建这种能力。 同样,无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马来亚大学

的案例都表明学校领导可以利用其见解、经验和知识,在战略制定中给学校带来

积极的改变。
实施平权政策在马来亚大学的作用可以总结为扩大入学率,并使弱势群体

的种族学生有机会在学术领域向社会上层流动。 马来西亚对社会公正目标的关

注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告诫我们如何在多元社会平衡社会目标与学校竞争力和

质量的问题。 如果马来亚大学对学生录取与教师的选拔、培训和晋升只注重能

力而不论种族或民族,那么就有望奋起直追。
然而,马来亚大学现有的资金水平明显偏低加上低效率的金融措施严重阻

碍了其追求世界级大学的愿望。 新加坡国立大学源源不断及高水平的财政资源

使其能够提供最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设施、通信和生活设施,从而吸引优秀的研

究生和当地及国际学者和研究人员。 面临政府资金的下降以及需要快速应对变

化的难题,马来亚大学必须大力加快其创收和筹资的能力,同时通过协调管理人

员、行政人员、教师学者以及技术职称教师之间的服务和功能,以确保管理成本

的有效性。 无论是高校管理者还是政府都希望维持近期的利益,利用世界排名

和全国性排名及内部激励机制作为刺激后进者的动力来源。
一所大学通过转型以适应新愿景和新目标不失为勇敢的尝试,也是一个需

要获得政治意愿支持的长期过程。 这个过程融合了“国家的政策、学校的实力以

及知识的整合”(Mammo&Baskaran200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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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追求世界一流: 印度理工学院
系统及其孟买分校的案例

纳拉亚纳·贾亚拉姆(NarayanaJayaram)

  印度理工学院(theIndianInstitutesofTechnology,简称IIT)是印度高等

教育领域的“卓越之岛”(islandsofexcellence)。 印度理工学院最初始于在传统

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科技教育创新,其分校数量已由1950年~1963年期间的5
所增至2010年的16所。 印度理工学院所颁发的学位得到世界各地的广泛认

可。 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在各行各业以及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

印度理工学院的知名度。
因此,印度理工学院一直领先于印度其他工科院校(总数超过1200所),也

就不 足 为 奇 了。 2009年6月, 一 项 名 为 “捷 孚 凯 调 查” (Outlook-GfK-Mode
Survey)探访了六大城市300位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位居前10名中的工学院

中,所有前5名和第8名均为印度理工学院成员。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QS
公司发布的2008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唯有印度理工学院出现在工程与信息技

术大学排名中: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排在第36位)和德里印度理工学院(排

在第42位)。 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的3所印度大

学中,其中之一即为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 因此,有望成为世界一流的

印度大学中,除班加罗尔印度科学院外,就非印度理工学院的前五所即所谓的最

初五所莫属了。
然而,正如在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就职40余年的最近退休的教授沙什·古

哈蒂(ShashiK.Gulhati2007,blurb)所言,印度理工学院要取得成功也面临着

巨大压力: 其自治遭到严重削弱、基础设施日渐薄弱、实验设施陈旧过时、师资

力量不足,还有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使考生压力颇重。 印度理工学院正面临这

样一个严峻的环境: 每况愈下走下坡路或重整旗鼓勇攀高峰。 如何理解印度理



工学院所取得的成功,要续写其既有的卓越篇章又面临何种挑战? 本章将分三

部分对这个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对印度理工学院系

统(IITSystem)作总体介绍;第二部分对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作案例分析;第

三部分对该校持续发展将面临的前景和问题进行反思。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

起 源 与 发 展

印度正式独立的前一年,在两位印度人达拉尔爵士(ArdeshirDalal)和辛格

爵士(JogendraSingh)的倡议下,印度总督执行会委员会(Viceroy’sExecutive
Council)确立了为战后印度工业发展服务的科技教育方向。 1946年3月,由22
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在纳里尼·萨卡(NaliniRanjanSarkar)的领导下提交了中

期报告,报告提议建立4所有别于一般性工科院校的工程学院,应根据知识创新

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而赋予这些机构必要的活力和一定的灵活性。 值得一提的

是,当时的印度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然而萨卡委员会提出不是帝国理工学院

式的英国模式而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Indiresan&Nigam1993,339)。
尽管萨卡委员会的提议属临时性提议,却与富有远见的印度独立后的首任

总理尼赫鲁(PanditJawaharlalNehru)的想法不谋而合。 第一所理工学院在

1950年5月始建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随后相继又建立了3所分校,
即1958年建立的孟买分校,1959年于马德拉斯和坎普尔建立的分校。 议会法

案通过了《1961年理工学院法案》(the1961InstitutesofTechnologyAct),将理

工学院定为国家的重点大学。 1961年成立于新德里的工程学院也于1963年更

名为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通过《1961年理工学院法案》的修正案)。 5所开创

性的理工学院,即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 (IITKharagpur)、孟买分校

(IITBombay)、马德拉斯分校(IITMadras)、坎普尔分校(IITKanpur)和德里分

校(IITDelhi),通过《理工学院法案》被称为印度理工学院系统。
除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校区外,最早5所理工大学中的其他4所都与

国际组织或别国政府(或同时跟国际组织与别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得到

其积极的协助与支持: 孟买分校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前苏联政府的援

助;马德拉斯分校得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援助;坎普尔分校得到了美国

9所大学联盟之印美项目的资助;德里分校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国际援助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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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此后,理工学院在印度政府财政支持下自主运作。

5所理工学院建立后的30年间没有新增任何分校。 但是作为对20世纪90
年代初期东北部阿萨姆邦学生运动的回应,时任总理甘地(RajeevGandhi)允诺

在该邦建立一所分校,即1994年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分校(IITGuwahati)诞

生。 2001年, 位 于 东 北 部 的 北 安 查 尔 邦 的 鲁 尔 基 大 学 (theUniversityof
Roorkee),即始建于1854年的原汤姆森土木工程学院(theThomsonCollegeof
CivilEngineering),更名为印度理工学院鲁尔基分校(IITRoorkee)并被纳入理

工学院系统。 因此,至2001年印度理工学院系统共有7所分校。

2003年10月,时任总理瓦杰帕伊(AtalBihariVajpayee)宣布将通过提升现

有的、有潜在实力的学术机构而创建更多印度理工学院 (Upadhyaya2005)。

2003年11月成立的S.K.乔希委员会建议选拔5所大学将其升格为理工学

院。 2008年3月,印度政府终于确定在安得拉邦(海得拉巴)、比哈尔(巴特那)、
古吉拉特(甘地讷格尔)、喜马偕尔邦(曼迪)、中央邦(印多尔)、奥里萨(布巴内斯

瓦尔)、旁遮普(鲁布讷格尔)和拉贾斯坦邦等8个邦建立新的印度理工学院,并

建议把一所现有的理工学院贝拿勒斯印度大学(BanarasHinduUniversity)转

变为印度理工学院。 因此,截至2010年3月,印度理工学院共有16所分校。
人力资源发展部(theMinistryofHumanResourceDevelopment)对印度理

工学院系统发起过两次主要评审。 1986年,由纳酉达玛教授(Y.Nayudamma)
任主席的委员会对理工大学系统进行了第一次评审,并提交了报告。 此报告成

为了第二次评审的指导性文件。 第二次评审由以饶教授(P.RamaRao)为主席

的委员会于2004年主持进行,同时于2004年提交了评审报告(Governmentof
India2004)。 正如其他类似的政府委派的委员会一样,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建议

原则上被接受,但也仅限于那些方便政府执行的建议。 除了这两个系统的评审

外,最早建立的5所印度理工学院各自开展了校内评审,评审内容包括组织设

置、课程以及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等问题。

组 织 结 构

印度总统是所有印度理工学院的“视学”(Visitor,在印度理工学院系统拥有

最高正式权力,正如邦立大学校长成为各邦邦长的当然人选),具有剩余权力

(residualpowers)。 大学理事会直属“视学”。 理事会成员包括印度政府主管科

技教育的常务部长、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主席和校长、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科

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的总干事、印度科学研究所主席、3名议员、人力资源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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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秘书、政府推荐的3名人选、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成员和“视学”本人。
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的下一级管理机构为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是各分

校的管理主体,其主席由“视学”任命。 管理委员会之下为作为各分校最高学术

和行政长官的校长。 与其他大学不同,理工学院的校长不是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因此,不会钳制校长的自由,反而可以减轻校长管理工作的压力,以便为校长进

行重大决策留有余地(Indiresan& Nigam1993,349 350)。 校长下面有副校

长、院长和系主任。 注册长是各分校管理和监督的学校日常运作的主要行政人

员。 系主任下面是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等)。
尽管理工大学理事会提供广泛的政策指引,各分校的内部管理则取决于各

自的管理委员会,其日常的学术政策由评议会决定。 评议会成员包括校内的教

授和学生代表,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主席。 评议会确立招生计划、核准课程、制

定考试和评价办法并对结果进行认定,指派委员会考察特定的学术事务。 为了

维护既定的学术标准,评议会定期检查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培训活动。 与其他大

学体系不同,印度理工学院可对现实状况及时反应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印度理工学院高度自治。 总体上不受中央和所在诸邦

政府及其政策的干预。 尽管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包括当地邦政府的代表,但他们

并不控制如教师招聘和课程设置等学校层面的决策。 尤为可贵的是,所有的印

度理工学院都有系统内相关领域的杰出人士出任管理委员会主席。
各分校的高层抱怨政府管理上的官僚,教师抱怨学校内部类似的问题。 由

于印度理工学的运作依赖于政府的巨额拨款,政府以相对官僚的方式决定拨款

份额和调节拨款的发放是可以理解的。 学校往往面对这方面的困难。 同样,既

然学校接受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他们理应遵守严格的会计和审计规定。 教师

则为此感到不快。 然而,与需要对各邦政府及其政策干预逆来顺受的其他大学

相比,理工大学面临的这些官僚障碍显得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学生运动由理工学院内部控制。 学生委员会可以不受政党的

影响,因此学生不满的声音鲜有听闻。 学生像教师和管理者一样遵循校历行事,
因此,教学体系得以高效运作。 所有这一切都与其他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其

他大学的校历总是由于学生运动而一再中断,甚至连知名大学的学生也无法免

受学生运动之忧,而且政党往往积极参与这些运动之中。

招 生 情 况

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竞争十分激烈。 报考四年制工程本科、五年制综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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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和工程硕士的考生需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统考,即印度理工学院联考,该考

试以要求严格和规范透明而著称。 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有: 报考工程硕士、博士

和其他理学士需要参加研究生工程能力测试;报考其他理学士的考生需参加联

合考试;管理专业需参加管理学入学考试联考;报考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考生

除参加笔试外,其入学资格主要取决于面试成绩。
印度理工学院联考是由各分校轮流主考的最重要的考试。 该考试的性质为

重在检测考生数学、物理和化学知识的理科考试。 只有完成了高中学业(即受过

12年基础教育)且在已获认可的教育委员会组织的资格考试中至少获得60分

以上的考生方可报考。 近年来考生人数稳步增长,2010年4月份的联考有近45
万考生参加,而招生计划仅有7400名。 随着竞争程度的日益剧烈,联考已经成

为一个极其有效的“过滤器”(GovernmentofIndia2004,3)①。 在联考中,获得

较高排名的考生显然会对学校和专业拥有更多的选择。
有人认为,尽管理工学院联考难度很大,却不能自然区分“智慧的蝗虫”和

“苦干的蚂蚁”(DEB2004,48)。 由于这种差别对于理工学院来说很重要,因此

该考试已变得一年比一年难,这已经成为联考命题者以及联考本身面临的挑战

(DEB2004)。 为了提高在这场极其苛刻的考试中获取成功的机会(不管录取的

可能性有多小),大多数志在理工的考生都会参加针对联考的辅导班。 众所周

知,为了圆此“中产阶级梦想”(即IIT之梦),这些学生愿意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复

习备考———“使得联考不仅成为对学生智力和理科天分的检测,更成为对考生耐

性和毅力的考验”(DEB2004,53)。
尽管如此,除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外,印度七大理工学院本科生人数和研究生

人数分别保持在16000人和12000人。 2002~2003学年度,印度七大理工学

院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为: 本科生2274名,硕士研究生(含双学位)3675名和博

士研究生444名。 七大理工学院师生比在1∶6到1∶8之间,对于印度的大学

而言,这一标准十分奢侈。

防止入学歧视

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标准向来是按入学考试成绩而论的精英统治模式。 然

431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① 新生考试通过者概况历年来变化不大,2005年的情况如下:72%的生源来自城市,年满18周岁者占

40%,第二次应考时通过考试者占40%,10级考试中成绩在90分以上者占32%,53%的生源来自全

印度中等学校考试(CentralBoardofSecondaryExamination)的附属学校,父亲为公务员的考生占

45%,60%的考生父母双方均为大学毕业生。 有趣的是,生源地为德里、海得拉巴、斋浦尔、哥打和坎

普尔五个城市的考生占45%(Gulhati2007,34 35)。



而自1973年以来,印度七大工学院一直遵循保护平等的政策(类似于平权法

案): 招生计划中15%的席位保留给传统意义上被排斥的贫穷阶层的考生(称之

特定阶层);7.5%的席位保留给被排斥在外的非主流部落 (称之特定部落)。

2008年以来又增加了27%的预留席位预留给其他后进群体。 因此,预留席位的

总体比例达到49.5%。
此外,为了使特定阶层和特定部落的考生更为有力地参与对普通类考生的

竞争,他们被赋予更多的有利条件: 在资格考试中,这些学生可获得5分的加分

(即这些学生只需55分即可),而主流学生需要达到60分。 相应地,特定考生在

联考中最低合格录取分数明显要低,为普通考生录取线的2/3。 相对于普通考

生的年龄限制在25岁,特定考生的年龄条件放宽至30岁。
理工学院系统的平等保护政策与其他公立大学迥然不同。 在已经放宽的录

取条件下,若特定考生仍然没有达标,印度理工学院将为其提供预备课程(包括

英语、物理、化学和数学)。 只要他们在一年的学习之后的期末考试中成绩超过

最低录取分数线,即可继续学习大学常规课程。 然而,在大学期间的考试科目和

满足毕业条件的课程学习等标准不再放宽。
保留席位已经成为理工学院系统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根据因迪雷森

(P.V.Indiresan) 和尼格姆(N.C.Nigam)两位理工学院前校长的研究,尽管

学校采取了矫正措施,学业成绩滞后面临重重困难的学生仍大有人在(1993,

357 358)。 此 外,由 于 特 定 考 生 达 不 到 考 试 最 低 录 取 要 求,很 大 比 例 (约 为

50%)的保留席位仍然空缺。 在获准入学者当中,又有约25%的学生因为无力

应对学业而辍学(Indiresan&Nigam1993,358)。 无怪乎当保留席位扩展到其

他后进群体时会引起强烈抗议(否则,在印度理工学院是没有抗议活动的)。 因

迪雷森和尼格姆指出,保留席位和随之而来的问题干扰了印度理工学院的正常

运作(1993,358;又见Gulhati2007,34 35)。

师 资 力 量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质量关键取决于师资的声望和能力。 几十年来,该系

统吸引了才智过人的学者和甘于奉献的教师,这对印度理工学院品牌的建立和

维护至关重要。 然而,长期以来,师资力量总体并无明显改善。 截至2003年,七

大理工学院共有教师2375名,比政府批准的数字还低27% (Governmentof
India2004,49)。 与其他大学的工程学院一样,印度理工学院对教师的遴选无疑

非常严格。 教师们大多拥有博士学位,这是教师应聘的前提条件。 然而,许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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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学者会毫无困难地在印度或国外的其他大学找到报酬更为丰厚和更具声望

的职位。
此外,理工学院系统的早期任命的教师纷纷退休。 第二次评审委员会指出,

自2000年至2001学年以来,已有80多位教授退休,使教授比例下降了7%
(GovernmentofIndia2004年,49)。 新进教师尚处于学术职业的初级阶段(为

助理教授),他们可以填补教师职位空缺,但仍缺乏经验。 教师的倒金字塔结构

(教授较多,而助理教授较少)已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教授人数(1041)和副教

授人数(562)约为助理教授人数(636)的2.5至2.9倍(2004年印度政府)。 这

并非好兆头,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高级教师的退休将造成师资队伍中

很难填补的空白。
印度七大理工学院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较为相似: 教授,51~56岁;副教

授,40~49岁;助理教授,33~34岁。 但35岁以下的教师占整体师资的比例很

低(GovernmentofIndia2004,51)。 令人担忧的是,在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金奈

分校、克勒格布尔分校和鲁尔基分校的大多数教授于2010年退休。 第二次评审

的评审委员会建议将退休年龄由62岁调至65岁,该调整已经开始实施。 事实

上,如果对退休教师有需要,他们的退休年龄可以推迟到70岁。 这在一定程度

上使得理工学院系统师资年龄结构方面的压力得以缓解。
然而,师资质量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合格教师数比例从孟买分校的

10%到高哈蒂分校的60%不等。 如果德里分校和孟买分校等老牌学院都难以

招聘到合格教师,可以想见新近成立的其他8个学院命运如何。 从高哈蒂分校

建校15年的经验可知,印度理工学院即使配备50%的师资也需要几十年的时

间。 这是理工学院的不祥之兆。
为了扩大教师职位人选,人力资源发展部已决定允许任命不具备博士学位

者为讲师,即为第四级学术人员,并为此设置10%的职位。 虽然没有超出印度

理工学院系统规章的范围,但是此举招致广泛批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人才发展

的倒退行为,会削弱其精英标准。 教师职位的申请者中并非缺乏博士学位拥有

者,与早期持博士学位的申请者寥寥无几的情况相比,现在平均每个职位的申请

者中即有40至50人已获博士学位。 正如孟买分校的一位院长所言,我们对教

师的选择极为挑剔(Mukul&Chhapla2009,19)。
直到不久以前,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公立大学根据政府的要求,还仍然只能任

命印度国民为教师。 如果杰出的校友移居海外并已改变国籍的话,这一政策就

将其也排除在外。 然而,该规范和要求已经做出变更,现在可以任命外籍人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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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签订长达5年的合同。 同时建议聘请少量的国际教师承担短期教学

任务。

出人意料的是,教师在印度理工学院系统各分校之间的流动似乎十分困

难。 有此意愿的教师需要向系统外部的申请者一样经历整个招聘过程。 应该

允许教师做短期或长期流动,因为这样可以为系统带来新鲜血液,丰富学校的

学术环境。 这种流动还可以解决某些系科教师的严重短缺,加强特定的工程

学科。

天资聪颖的年轻人不愿从教是印度高等教育的普遍问题。 相比之下,印度

理工学院教师的工资待遇长期以来只是略微高于大学系统中的其他同行。 然而

教师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刚刚进入私营企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Pushkarna2009,

16)。 政府已经决定 接 纳 高 瓦 丹 梅 塔 薪 酬 审 查 委 员 会 (GovardanMehtaPay
ReviewCommittee)的建议。 孟买印度理工学院的教师因为对薪酬的不满而于

2009年8月24日罢工一天(Chhapla2009b)。 此后,尽管教师对其薪酬心存疑

虑,但政府已经开始对此加以重视。

第二次评审委员会强调了对理工学院教师报酬进行审查的需要。 建议以专

业津贴的方式增加教师收入。 师资是稀缺资源,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工资收

入问题影响着合格教师和优秀教师的去留。 对全球范围内最优秀教师的需求尤

为如此。 也许,现在最紧要的是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与绩效挂钩的薪

酬制度。

印度理工学院的教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治,可以更新课程以便紧跟最新的

研究成果,开展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

过去几十年来,至少按印度的标准而言,最初5所印度理工学院建成了令人

称羡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教员提供最

好的研究设施。 然而,教师的教研成果似乎并不相称。 在2002~2003年度,每

位教师平均培养2.70名学生(0.96名本科生、1.55名研究生、0.19名博士生),

出版物1.4篇次,每年通过咨询和研究资助创造830000卢比,并且管理10.5
名注册学生(GovernmentofIndia2004,27)。 第二次评审委员会认为,总体上工

程系科比 理 科 学 系、 研 究 中 心 和 人 文 及 管 理 等 系 科 的 教 学 科 研 成 果 要 多

(GovernmentofIndia2004,67)。 与其他系统一样,教师之间的学术生产力也不

平衡,平均数字也无法反映其真实状况。 因此,在考虑实行绩效挂钩的薪酬计划

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教学、科研和对外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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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课 程

印度理工 学 院 所 颁 发 的 学 位 中 最 常 见 的 第 一 学 位 为 四 年 制 工 程 学 士

(bacheloroftechnologydegree)。 有的分校也颁发双学位,即五年制工程学士

与硕士连读和五年制的综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degree)。 学校校

历为学期制。 在前两个学期中,所有工程学士和双学位学生所修的课程相同(涵

盖了物理、化学、电子和力学的基础性课程)。 有的分校也开设以系科主题为基

础的课程(asingledepartment-theme-basedcourse)。 优等生可在第一学年末申

请转系,但转系的情况并不常见。
第二学年,即第三学期起,学生开始分散到各自的系科中进行专业学习。 学

生也须从其他学系选择一定的高级必修课程以拓宽其知识基础。 第三学年末,
学生在企业或学术机构开展暑期项目。 最后一年,学校相关部门根据学生本人

意愿安排他们到企业或其他单位实习。
印度理工学院的两年制研究生项目中,以工程硕士(masteroftechnology)

最为普遍,其次为理学硕士。 有的分校也提供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但其仅限于工

程师和理学专业研究生申请。 有的分校提供应用型的专业学位项目: 设计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医药科学技术专业硕士学位课程、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信息技术研究生文凭课程、知识产权法研究生文凭课程以及海运与管理研究生

文凭课程等。 理工学院均提供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

度颁发的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中,超过60%的学位出自印度理工学院系统。
印度理工学院采用学分制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根据课程的重要程度赋予

课程不同的学分权重。 此外,还建立了对学生学习进行持续跟进的评价系统,并

强调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予以适时强调和指导。 学习活动主要在图书馆、实验

室和计算机房进行。 学生对课程和老师的评教活动也已规范化。
印度理工学院的教学语言为英语。 即使对通过了联考而入学的学生,仍然

需要继续学习英语以便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 如前所述,对于那些特定阶层和

宗族的学生,他们按特殊标准录取(并学习了预科课程),也需要通过英语考试。
当然,有的政治官员对理工学院的英语标准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殖民残余。 然

而,他们无法像改变印度邦立大学的情况那样迫使理工大学放弃采用英语教学。

财 政 资 源

印度理工学院的这些分校尽管自治性较强,却仍属公立性质。 与其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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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拨款要高得多: 其他工科院校每年接受的拨款在1~2
亿卢比①,理工学院各所分校的拨款却在9~13亿卢比(Wikipedia2008)。 然

而,印度理工学院的总预算与其心向往之的典范(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却相去

甚远。 由于有了校友和业界捐赠,有的分校也得以建立其基金委员会,所获利息

可以支持诸多发展活动。 此外,与其他公立大学不同,印度理工学院能生成额外

资源。 相对政府所拨的每一个卢比,理工学院可以通过其所资助的研究和咨询

产生0.24卢 比, 为 基 金 净 增0.16卢 比, 而 通 过 学 费 收 取 的 仅 为0.06卢 比

(GovernmentofIndia2004,29)。
依托政府的巨额资助,印度理工学院能够补贴学生学费的80%。 并为工程

硕士和博士学生提供奖学金以鼓励其追求高深学问。 每位本科生每年在食宿上

的花费约为5万卢比,而学校对学生的直接开支在7.2万卢比。

人 才 流 失

鉴于政府对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巨额投资、学院每年的庞大开支和学院对

学生的慷慨资助,理工学院校友移民国外的现象,即学界和媒体所谓的“人才外

流(braindrain)”,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与关注。 第二次评审委员会估计,截至

2003年3月,约有30%的印度理工学院校友(约133245人)是在国外工作。 另

据估计,自1953年以来,有近25000名印度理工学院校友在美国定居(Friedman
2006,127 128)。

有人认为,这种人才外流不可避免,因为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定位与国家调

控经济下的工业化状况不相匹配。 正如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所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印度都无法为诸多的优秀工程师提供良好的职位

(Friedman2006,127)。 此外,移居国外的印度理工学院校友的汇款是印度外汇

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严重的贸易赤字期间。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

人才外流的情况有所好转: 现在政府鼓励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创业,有了较

为稳定的外国投资,制造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外包技术

工作机会很多。 所有这些都为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留在印度工作创造了机

会。 不仅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出国的比例大幅下降(从70%下降到30%),而且

还吸引了早期移民的校友回国工作(Wikipedia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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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印度理工学院有如作为其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一样体

现着浓重的印度特色。 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最初建立的5所理工学院都已

独具特色,享有盛誉。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新近成立的几

所学院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有鉴于此,本章将转而介绍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

的成功案例。

案例研究: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

学 校 概 况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在理工学院系统中为历史第二悠久的学院。 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协助和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

于1958年建立。 到1973年,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获得了包括教学设施和技

术人员等大量实质性的援助,在其形成时期得到了来自苏联著名机构的59名专

家和14名技术人员的鼎力相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为其在前苏联提供了27
个研究员职位帮助学院培训印度教员。 根据1965年的双边协定,苏联政府提供

额外援助,印度政府则承担包括项目启动资金和经常性开支等所有其他费用。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于1958年7月25日利用其租用的教学大楼迎来了

第一批学生。 这100名学生是从3400多名申请工程学士学位项目的考生中脱

颖而出的。 随着北郊波维(Powai)校园约550英亩的大楼相继竣工,学院移至独

享田园风光的现址。 2008年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五十周年校庆时,学校所有

基础设施到位,并已成为孟买的地标,学校现有6000多人(含学生、教授和辅助

人员),形成了大学城的氛围。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校徽上刻有梵文“GyanamParamamDhyeyam”,

这是学院的校训,意为“知识是最终目标”。 学校的愿景是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和

科技创新者的摇篮。 其使命为营造良好氛围促进思想繁荣、研究活跃和知识涌

现,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和创新人才(IITBombay2009e,2)。 学校的课程设置反

映了要把学生培养成未来领袖的理念。 除专业课程外,学校强调学生应掌握扎

实的基础学科知识如物理、化学和数学等,以及应该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课

程。 对基础科学的强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学生免于对技术迅速过时

的恐惧。 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强调,则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除了在工程和技术领域开展教育、培训和科研外,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同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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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服务国家的科技创新、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如今,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已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公认的学术卓越中心之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宣布学校为第一个知识遗产 (IITBombay
2007 2008,1)。 其校友在国内外的不同领域、不同职位上取得成功者大有人

在: 如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咨询人员、顾问、教师、科研人员

和企业家等。 尽管不同的排名机构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

都被列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科院校之一。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QS公司发

布的2008年“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工程及信息科技类院校的第36名。 位于

200所世界顶尖高等教育机构的第174名,仅因两个指标的得分过低,即国际教

员和国际学生,而未能跻身百强(Mukul2009,13)。
因此,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历年来最受精英学生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

自2005~2009年,理工学院联考中位居前列的学生(即全国范围内有志于工程

专业的佼佼者)选择孟买分校人数分别为:52人、46人、50人、54人和69人。
总体而言,2009年排在前500名的考生中有178人(占35.6%,为最大的组别)
首选该校(Chhapla2009a)。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位于印度的金融之都和娱

乐之都,以学术严谨和校园生活质量上乘而著称,其校史上的记录也无疑为学校

平添了许多魅力。

学 术 组 织

在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theIITCouncil)的主持下,孟买分校的治理机构为

其管理委员会(BoardofGovernors),主席由“视学”提名,成员包括校长,由委员

会提名的来自教育、科学和工程领域的4位专家,由评议会提名的2位教授以及

由果阿、古吉拉特、卡纳塔克和马哈拉施特拉等诸邦政府分别提名的4位著名技

术专家或实业家。 注册长(registrar)任管理委员会秘书。 2000年以来,由咨询

委员会协助管理委员会开展工作。 咨询委员会由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和杰出校

友组成。 第二次评审委员会发现该机制对学校的管理大有裨益,因而已向印度

理工学院的其他分校推广(GovernmentofIndia2004,42)。
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上,评议会(senate)权力最大,被赋予维护教育、教学和

各种专业项目的考试标准和管理其他一般学术事务的权力和责任。 所有教授都

是评议会委员,主席由校长担任。 校长由一名副校长协助。 学校对于学术事务

和相关职能分工明确,有7位职能院长,各自责权分明。 注册长负责学校的全面

管理工作。 教务长由五名行政人员(辅助人员)协助,他们各自分管某一具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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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各教育项目负责人下设教学管理办公室。 这些办公室协助和协调学术事

务,尤其是学校教学和学生评价;负责管理所有学生成绩和学籍,为评议会提供

行政支持。 该办公室与管理学生非学术事务和课外活动的学生工作处联系

紧密。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开设多种多样的专业项目和课程,涵盖工程(为其所

长)、设计、纯科学、管理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分属14个学系、10个跨学

科中心和3个卓越学院(schoolsofexcellence)。 由于学校享有充分自治,以上

专业项目和课程较为灵活,能够应对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学校强调基础知识教

学,使教学方法和评价与此相适应。 每年有1000多名学生毕业,获得不同层次

的学位。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特色之一是其继续教育项目。 分短期课程和长期

课程,包括公司和企业感兴趣的企业研究问题、为公司和组织量身定制的内部课

程(可在学校或对方单位授课)、有关特定问题的长期学历课程以及针对专业人

员的研究生层次夜校课程。 有的课程通过视频教学辅以课程手册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学生服务。 网络和卫星传送为虚拟教室的使用提供了技术创新,使得先进

科技知识更为广泛。
所幸学校领导得力,能 为 特 立 独 行 的 知 名 教 授 做 出 让 步。 与 邦 立 大 学

不同,邦立大学的校长由政府基于对学术之外问题的考虑进行任命,而印度

理工学院的校长由功成名就的 教 授 担 任。 总 的 来 说,后 者 不 受 政 府 和 政 治

官员 干 预。 当 然, 学 校 必 须 考 虑 控 制 工 会 的 印 度 教 右 翼 本 土 政 党 (Shiv
Sena)的影响。

招 生 情 况

如前所述,近年来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本科专业吸引了理工学院联考

中最优秀的考生。 同样,研究生项目也通过工程能力测试、联合招生考试等程序

的层层筛选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 然而,由于工程硕士(和博士)不是工程专业

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其学生素质相对逊色,相应的其教育标准也相对逊色。 孟买

分校每年招收的学生稳步增加: 从1998~1999年度的1135人到2008~2009
年度的1754人,增长了54.54%。 其中本科专业(包括双学位课程和预科课程)
的增幅最为明显: 从1998~1999年度的319人增至2008~2009年度的652人,
增长了107.07%。 其他项目的在学人数如下: 工程本科、双学位和预备课程,

652人;理学硕士和博士项目,162人;哲学硕士,12人;设计专业硕士,49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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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硕士,86人;工程硕士,596人;博士学位,197人①。

2007~2008年度,共有学生5507名,其中本科生2313人(占42%)和研究

生3194人(占58%)。 据估计,到2014~2015年度,学生规模将达到8250人

(即增加49.81%): 本科生2750名(33.33%)和研究生5500名(66.67%)。 学

士学位水平层次的学生规模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施了对后进群体的预留席

位配额政策(总计27%),第一阶段2008~2009年度的配额为9%;另外两个阶

段,即2009~2010年度和2010~2011年度的配额均为9%。

师 资 力 量

正如前校长AshokMisra教授所观察到的:“招聘和挽留高素质教师一直是

印度理工学院面临的挑战,在印度政府为各级学生的入学实施预留政策之后情

况更加严峻”(IITBombay2007 2008,12)。 在2007~2008年度,印度理工学

院孟买分校共有全职教师433名以及兼职教师31名。 教师结构为上重下轻:

教授约为50%,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各占25%。 有大约10%的教师短缺。 教授、

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1岁、42岁和36岁(GovernmentofIndia
2004,51)。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较其他分校相比,其教师队伍中年轻教师的

比重更大。

教师的学科分布如下: 工科占61%,理科占26%,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

学 占 13%。 约 有 44% 教 师 至 少 从 印 度 理 工 学 院 系 统 获 得 一 个 学 位

(GovernmentofIndia2004,5)。 几乎所有的教师有博士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

有158人(占36.49%)从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74人(占17.09%)从本校

获得博士学位。 学术近亲繁殖(inbreeding)本身可能并无大碍,但如果考虑孟

买分校的教师中许多人都至少从本校获得一个学位,那么其学术近亲繁殖的

比例是很高的。

不像其他大学,孟买印度理工大学(以及其他分校)将教师招聘广告在学校

网页上循环滚动。 应聘者常年均可申请;当收到大量应聘老师的材料或者某一

系科、中心或学院迫切需要聘任老师时,就会启动教师遴选程序。 即便如此,孟

买分校遴选教师的程序也比印度科技大学(IndianInstituteofScience)和其他

大学更为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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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项 目

如果说其他大多数工学院或工程大学(engineeringcolleges)的主要活动是

教学和评估的话,孟买分校的主要活动则集中在由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所资助

的研究和咨询项目上①。 他们承担过的政府项目包括科技部 (Departmentof

ScienceandTechnology)、电子部(DepartmentofElectronics)、航空部和航天发

展 (DepartmentofSpace, AeronauticalDevelopmentAgency)、 原 子 能 部

(DepartmentofAtomicEnergy)、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协 会 (OilandNaturalGas

Commission)等资助的项目。 有的项目由国际机构资助。 也有来自企业的合作

和咨询项目,其中包括海外企业。 平均每年教师参与的项目达400~500个。

一方面,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需要创新的思维、团结合作以及先进的研究设

施,这也促进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互动。 众所周知,这种互动在印度的高等教育

中非常薄弱。 校企合作也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原因之

一。 另一方面,受资助的研究和咨询活动也是额外的收入来源,学校对于如何划

分其知识产权商业化的份额制定了明确的规范。

工业研究和咨询中心(theIndustrialResearchandConsultancyCenter)协

调受资助的研究和咨询项目,中心提供学校与企业和其他研究资助单位之间的

必要联系。 在中心的支持下,各学系、研究中心和学科组在相关学科领域建立了

相关研究的实验设施,其中包括涉及空气动力学、生物技术、低温物理、微电子、

微处理器应用、遥感、机器人和远程信息处理等领域。 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懈努

力,孟买分校如今可以为其一流的实验室和先进的实验设施而感到自豪 (IT

Bombay2009a,11 12)。 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 (theComputerAidedDesign

Center)专为化学工程和冶金工程领域提供设计服务。 此外,其他的研究中心也

有计算设备可供教师专门研究使用。 图书馆主馆②、中央车间和印刷社都为高

质量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为了吸引具有研究潜能的人才,学校设有科研奖学金(申请对象为研究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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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评审委员会(GovernmentofIndia2004,7)指出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在以下几项技术开发上所

起的重要作用: ① 印度轻型作战机技术“泰亚斯”(Tejas);② 气动伺服弹性(aeroservoelasticity)分析

软件(世界上任何地方均无销售);③ 流体动力学计算软件包。
孟买印度理工大学中心图书馆拥有藏书408805册,为7753位图书馆会员服务,购有1100多种期

刊,12000多种全文电子期刊和12个数据库。 该馆为印度第一座大学图书馆,支持在线提交论文,
1999~2000年度以来学校在互联网全文数据库提交的研究成果有4467项。



位获得者,不论其是否具备工作经验)和暑期实习活动计划(非毕业生均可申

请)。 获得奖励或资助者可参与相关研究项目,符合博士生入学条件者可以考虑

推荐其继续深造。 学校为教师和学生参加国际会议提供宽松的财政援助,学校

也为奖励教师在研究和开发项目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设立了几个校级奖项。

从教育到创业

鼓励和促进创业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使命。 1999年,学校决定采用

商业孵化的理念。 现已建立创新和创业社团(theSocietyfor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将知识和创新理念转变为培养成功企业家的良好环境(IIT
Bombay2009b,1)。 为了展示该学校的研究和创新成果,工业研究和咨询中心

在2009年4月组织了一场名为 “技术 支 持 (TechConnect)” 的 庆 祝 活 动 (IIT
Bombay2009c)。 利用这个机会,许多产品得以走出研究实验室和创新创业学

会展现在公众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现在在不同的工程

领域拥有80多个专利(IITBombay2009c),并且另有53项记录在案的专利申

请(IITBombay2009e,10 11)。

校  友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校友是其宝贵的资源。 其专门网站 (http: //

www.iitbombay.org)为印度高校最早的校友网站之一。 有两个相关的官方组

织: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基金会(IITBombayHeritageFund)和印度理工学

院孟买分校校友会(IITBombayAlumniAssociation)。 基金会根据美国国内税

收法第502(c)(3)条注册为公共慈善组织,其使命是资助和促进印度理工学院

孟买分校学生、教师和校友的教育和科研。 这个基金会已筹集资金2000多万

美元,帮 助 建 立 了 两 个 学 院,即 坎 瓦 尔 · 雷 克 信 息 技 术 学 院 (KanwalRekhi
SchoolofInformationTechnology) 和 谢 雷 希 · 梅 塔 管 理 学 院 (ShaileshJ.
MehtaSchoolofManagement)①。 校友会则是根据1956年颁发的印度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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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7~2008年度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校友捐款(来自印度和国外)为5500万卢比。 学校收到

企业捐款7070万卢比。 在纽约举行的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50周年校庆活动上,美国校友会的捐

赠达700万美元(IITBombay2009d)。 有的捐赠用于设立讲习教授等专门用途。 1982届毕业生捐

赠103万卢比设立新教师入职奖励基金(NewFacultyJoiningBonusfund)。 随着由1972届毕业生

拉兹·马舒瓦拉(RajMashruwala)提供的资金注入,苏曼·马舒瓦拉高级微型工程实验室(Suman
MashurwalaAdvancedMicroengineeringLab)于2007年4月落成(IITBombay2007 2008,11 12)。
2007年11月成立的印度首家纳米制造实验室则由学校基金会捐建。



第25条建立,其使命为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协助他们,以及加强

校友与母校的联系。 校友会在构建校友网络和支持校友会遍及全球等方面担当

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学校基金会和校友会一起共同维护校友名册和校友网站,
为校友和母校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便利。

国 际 交 往

长期以来,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与国外组织和机构保持着合作关系。 为

了开 展 国 际 合 作 项 目 并 加 强 管 理, 学 校 成 立 了 国 际 关 系 办 公 室 (the
InternationalRelationsOffice)并专门聘请了负责国际关系的主任。 该办公室

还就学校与海外有关机构和组织签订备忘录事宜等与政府人力资源部和对外事

务部紧密联系。
印度理工 学 院 孟 买 分 校 是 LAOTSE组 织 (LinkstoAsiabyOrganizing

TraineeshipandStudentExchange)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欧洲和亚洲顶尖大学

之间交换学生和高级学者的国际网络。 学校近期的国际合作计划中,包括与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以及与英国剑

桥大学(CambridgeUniversity)在纳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研究。 由于其复

杂和严格的录取程序,理工学院尚未吸引到国际学生。

资 金 筹 措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是印度国内拥有最多预算的教育机构:2007~2008
年度其收支平衡表显示57.43亿卢比的总收益。 其收入为15.44亿卢比,其中

10.74亿(69.56%)为政府拨款。 从绝对数字看,过去20年其数额急剧增长,但

在此期间卢比有所贬值。 48%的收入或69%以上的政府拨款用来支出教职工

的工资、津贴和退休福利。 学校的发展经费主要来自受资助的研究或咨询项目。

2007~2008年度共有7.31亿卢比源自科研项目(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80
个新增项目吸引资金4.40亿卢比。 同样,咨询项目带来了1.67亿卢比的收入

(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 关于校友和公司捐赠的材料也已编制完成。
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大学依赖于85%~90%的政府资助,印度理工学院

孟买分校对于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还是较低的。 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

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然后一定要看到,政府(政治)的干涉日益严重,这种干涉在

理工学院系统发展的前几个年代里闻所未闻。 如此看来,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

校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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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印度理工学院何去何从

50多年来,印度理工学院已经形成品牌,校友是其骄傲的品牌大使。 以自

治模式建立精英理工学院,这标志着对已然过时的邦立大学教育模式的重要突

破。 理工学院很好地运用其享有的自治应对变革的挑战,直抵世界工程教育的

峰巅。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极具竞争力,拥有非常优秀的生源。 即使在政府持续

对其施加压力、令其实施保护平等的政策、并以社会公正的名义令其扩大保护范

围时,该系统仍然秉持严格的录取标准和精英主义的传统。
印度理工学院素以教学质量见长: 十分强调基础性的理科课程,同时其课

程也覆盖了工程技术的前沿领域。 理工学院在招聘教师时条件可谓苛刻。 5所

建校最早的理工学院的师生比对于印度大学平均标准而言相当奢侈。 孟买分校

的继续教育项目为提升全国工程教育质量作出了贡献。 尽管是作为教学工作的

附属功能,理工学院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水平很高,尤其是在应用技术方面。 建校

最早的5所理工学院拥有国内一流的实验室、图书馆和计算中心。 孟买分校的

商业孵化理念已经产生良好的效益。
对不同高校的评价比较,无论采用定量指标还是定性指标,都较为困难并且

容易招致不满。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对象和评价的目的

(即谁来比较、比较哪些机构及出于什么目的)。 与印度范围内的工科学院和大

学相比(见表6.1),印度理工学院无疑处于其他大学难以企及的“卓越之岛”。
在整个印度高等教育大众化、平民化和学术标准普遍下降的背景下,理工学院超

乎寻常的卓越之路难能可贵。 有人称卓越即为精英主义代名词,必与社会公正原

则有所违背。 然而,若将印度理工学院与处于排行榜上领先地位的世界一流大学

包括对其办学理念影响最深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相比,印度理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需要继续保持稳定的巨额投入,甘于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令人担忧的是,
理工学院的这一特质有减损之势,加倍努力或可使其现有地位得以维持。

表6.1 印度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对比研究

印度理工学院 州立大学

根据议会法案成立;印度总统为所有印度

理工学院的视学

根据州立 法 案 成 立;各 州 州 长 为 州 立 大 学 的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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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印度理工学院 州立大学

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 负责所有印度理工

学院,即印度理工学院系统政策的制定

部分州的大学有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没有总

体的政策制定机构

学术范围包括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 学术范围包括大学资助委员会

学术和行政领导为校长(学术任命),不是

该管理机构(理事会)的主席

学术和行政领导,即校长(主要为政治任命)是

管理机构的主席,被称为辛迪加或执行委员会

财政上依赖于中央政府,但可通过项目、咨

询、校友支持等获得资金
谦卑地依赖政府拨款,很难自己筹集任何资金

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享有很少的自主权;受州政府的领导

学院决策的制定过程不受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大学的决策过程

不受政治家的干扰 政治家干预大学的政策事宜和日常事务

数量有限,扩张按计划和规范进行(至少在

第一个50年) 数量众多;漫无目的地扩张

在印度 所 有 范 围 内 招 聘 教 师 和 招 生: 都

市性

教师聘用和招生主要局限于该州或甚至该州

的某地区: 地区性

注重技术及其应用,以基础科学为坚实的

基础
分散焦点,在工程学院进行工程实践

虽然教学是该校的主要强项,研究仍然受

到鼓励;教师从事大量的研究活动
教学为主,科研经常受到排斥

结构和过程灵活: 及时应对形式的变化,
从不滞后

结构和进程僵化: 无法在需要时对变化做出

反应

教师在教学和评价中享有自主权
教师以标准的模式来进行教学和评估认可的

课程

与印度的入学考试相同: 印度理工学院联

合招生考试

基于以 往 的 学 习 成 绩 申 请 入 学: 没 有 入 学

考试

择优录取的精英主义盛行,政府甚至制定

保护性的歧视政策
平庸主义政策(Mediocrityrules)

师生比适中 大班授课,师生比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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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印度理工学院 州立大学

英语是教学和评价的专门语言

本地语言是教学的主要媒介,甚至以英语为教

学语言的课程中学生可以选择用本地语言进

行考试

学生的积极性受到控制,学生团体没有政

治性赞助,学习活动按校历进行

学生积极性不受控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学

术进程经常受到煽动而偏离方向

教师进行持续性和过程性的评价;以学分

为基础进行分级
进行年度或期终成绩考核;外部评价

学生按已有的标准评价教师及其课程 学生几乎不评价教师和课程

世界范围承认的毕业证书 即使在国内,毕业证书都不被尊重

杰出的校友是良好的财富: 调集资源和担

当品牌宣传大使
没有校友组织的观念

  注: 表中的比较基于一般性的观察。

印度理 工 学 院 系 统 同 时 面 临 着 内 外 两 重 挑 战。 印 度 理 工 的 前 校 长 们

(Indiresan&Nigam1992,359)在20世纪90年代初哀叹道:“大学需要有三个

基本自由: 即决定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教学实施者(教什么、教给谁和谁来教)

的自由。 我们看到这些自由正遭到侵蚀。”他们所说的“侵蚀”是指理工学院在招

生时为特定阶层和特定部落预留席位事宜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理工大学系统运作

的政治干预。 其实,预留政策已经对理工学院和通过预留席位入学的学生造成

了负面影响。 因此,当2008年该政策扩展到为其他后进群体预留席位时,问

题就愈演愈烈。 政府欲增加预留席位数量的要求为理工学院增加了额外的

压力。

由此可见,印度理工大学的自治遭到严重削弱。 它们对政府资金的持续依

赖带来了更多的政府干预。 最近的政府决策包括在理工学院设立讲师职位、博

士资格的放宽、未做充分准备就仓促开办新的分校、教师薪酬以及其他问题———

给人的印象是,政府不是把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其下属部门来管理,而更多的是把

理工学院当成区域性大学看待。 政治官员对印度理工学院日益明显的干预行为

似与政府对理工学院系统所有的自豪感下降有关。

印度理工学院也面临着重大的内部挑战。 主要表现在教师招聘所面临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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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无法确定合适的薪酬及相关待遇,没有形成基于业绩的薪酬体系,以及由此

引发的其他问题等。 更重要的是,印度理工学院系统需要重新审视其发展目标,

这一问题还未给予充分重视。 理工学院看似在培养优秀的毕业生和工程人才方

面功不可没,但是他们需要不断超越这个使命,因为研究和对外服务不能单纯作

为高等教育的附属。 在国际比较与排名中,印度理工学院表现出研究成果、出版

物及其被引频次等指标的较为逊色。 另一灰色地带则是教学和科研项目的目的

向适应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调整,特别是在印度理工学院获得巨大公共资金的

情况下,这一调整非常必要。

此外,尽管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建立已经50多年,然而系统内部仍未形成

各分校之间的校际互动。 印度理工学院系统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提升其教育和科

研质量。 截至目前,这种互动非常有限。 分校之间的教师流动极为罕见。 鉴于

当前系统的急剧扩张,校际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教师流动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有人批评印度理工大学严格的入学标准使得人们把应试教育的希望从高中

转向辅导班。 而上辅导班价格昂贵,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负担对其在金钱、精力

和时间上的投入。 此外,辅导班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学生。 显然,理工学院联合招

生考试中的落榜者及其家人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抑郁情绪和其他心理问题。 然

而,高中教育的不足不能归罪于印度理工学院系统。

虽然唯才是举的精英主义是印度理工学院声誉的关键所在,但是过度强调

只会使其变得更为平庸。

印度理工学院能否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印度理工学院新成立的分校能

否复制最初五所的成功? 理工学院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抑制了人们的乐观和自

信。 人们担心,羽翼未丰的印度理工学院将难以起飞。 即便它们得以振翅而起,

要想达到最初所建5所分校在过去25年所取得成绩的高度尚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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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学的兴衰与重振: 尼日利亚
伊巴丹大学的案例

彼得·马特鲁 派·奥班亚 佩特拉·莱赫提

(PeterMateru,PaiObanya&PetraRighetti)

  同建于1948年的一组非洲大学,如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theUniversityof
Ibadan)、苏丹喀土穆大学(theUniversityofKhartoum)、位于莱贡的加纳大学

(theUniversityofLegon)、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theUniversityofUganda)和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theUniversityofDakar),都是附属于其殖民国家的合作

伙伴大学,如英国、法国、葡萄牙等。 因为从属关系,这些大学通过他们的伙伴大

学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法国或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质量认证体系的一部分。
这种封闭式课程管理同盟使得非洲国家所提供的学历文凭可与其合作的发达国

家的学术水平、学校文化和特质相比较。
独立之后,非洲国家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使大学的自主权得以改变。

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包括增加入学机会、免除学费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持

不同政见者,这些问题和措施一般在大学比较常见。
从1985~2002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6倍(从80万增

长到300万),平均每年增长15%左右。 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一部分缘于整

体人口呈增长态势,另一部分缘于基础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 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青年人口已超过1950年的4倍。 随着基础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加,高等教育入

学方面的压力将会加剧。 然而,带有殖民传统的教育体制未能适应国家社会和

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仍然植根于为传统的精英阶层服务。
私立高等教育大幅扩张,以回应入学需求的增长。 私立教育机构中增长最

快的是专科院校,这些项目主要强调社会科学、经济 /商业和法律等启动成本较

低的专业。 这类学校几乎没有科研,往往是为迎合学生的兴趣而非就业市场的



需求。
招生规模的扩大也使得公共资源面临严峻挑战。 生均经费从1980年的

6800美元下降至2002年的1200美元,最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3个低收入

国家其生均经费仅为981美元。 生均经费的下降,影响了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

机构发现教师的招聘和挽留变得日益困难,教室人满为患,设备陈旧过时,研究

生专业寥寥无几。 这种状况是该地区过去四五十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致。 其

后果是非洲大多数地区(或许南非除外)的大学在教育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和研

究等方面都无法跟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
非洲领导人认识到,非洲的发展取决于其对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适应能力。

全球化时代非洲要想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成为知识的贡献者。 大学通

过生产知识(科研)、传递知识(教学)和应用知识(社会服务)而处于社会的中心。
因此,对于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重塑具有世界水准的目标与愿景,非洲的大学责

无旁贷。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人口最多(1.4亿)的国家,其教育模式和面临的挑

战基本上反映了该地区的概况。 尼日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种族和宗

教呈多元化。 教育的投入需要考虑以上因素,教育经费由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

共同承担。 各级政府各尽其能,造福所属辖区。 因此,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主要

集中在关涉国家利益的四个方面: ① 为全国劳动力市场输送具有专业技能的高

水平人才;② 建立培训标准和认证标准,为所学专业形成劳动力市场;③ 增进民

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④ 促进国家认同感(WorldBank2006)。
教育系统受到复杂的宪法和法律体制的阻碍,尤其是在三级政府职责划分

不很明确时(它们一起掌控了50%的资源)。 在联邦制度下教育部及其半官方

机构之间的职责往往不够明晰,导致效率低下。 在联邦政府这一层面,各机构的

角色和任务时有重叠,或跟不上新近的发展。 潜藏在问题背后的是规划和政策

分析的不足和可靠统计数据的缺乏,如有关招生、财务和人口预测等方面的数据

(WorldBank2006)。
本章主要介绍非洲1948年建立的一组大学之中的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

对三个部分分别探讨: ① 过去60年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与大学的

命运如何密切相关;② 大学重新觉醒的努力和尝试;③ 若要重振大学并追求世

界一流大学地位需要推进何种必要的体制、学校干预。
过去5年(2005~2010年)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点燃尼日利亚教育机构渴

望参与国际竞争和评估自身实力的热情。 尽管排名的价值标准和指标参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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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但尼日利亚大学榜上无名的事实却为大学敲响了警钟,引起大学和更广泛

的社会的关注。 由于南非大学居于非洲大学排行榜的顶端,尼日利亚公众开始

以南非的大学为基准进行评估。
在尼日利亚国内,资深大学也试图跻身非洲大学百强,他们的努力显而易

见。 每年在尼日利亚大学排名中位居前列的大学获得“全国最佳大学”称号。 伊

巴丹大学,尽管在国内被称作“首屈一指”、“出类拔萃”的 “超级大学 (premier
university)”,迄今未能赢得非洲百强之美称。 国内首屈一指却难以在全非洲出

类拔萃,人们对此颇具争议。

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对

大学发展的影响

  引用伊巴丹大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巴丹大学的历史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尼日利亚的历史密不可分”(Adewoye2000,16)。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巴丹大学的发展可清晰地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 伦敦

大学时代(1945~1962年)、国立大学的初始时期(1962~1966年)和动荡岁月

(1966~1999年)。 这些阶段在尼日利亚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上都有明显标志,
并对伊巴丹大学的发展路径有重要影响。

伦敦大学时代:1945~1962年

这一时期尼日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到政治独立(1960年),再到伊巴丹大学地位的确立(1962年)。 这段

历史时期的特点是尼日利亚政党的组建(1951年)以及东部、西部和北部三个地

区政治结构的制度化(1952年)。 接着是各地区在1957年和1958年获得自治

权,最终在1960年得以独立。
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都扩大了公共服务的范围,推行“尼日利亚

化”(Nigerianisation)政策以增进民族凝聚力和鼓励国民投身公共服务。 这一

时期的特点是非洲政府自治力量的壮大和去殖民化。 英国之前把高等教育的发

展作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期使殖民地拥有适当的人力资源来管理

政治和经济事务,从而使其自食其力。
为培养一个领导精英和公务员,1943年英国殖民政府成立了两个委员会,

即阿斯奎斯委员会 (theAsquithCommission) 和埃利奥特委员会 (theEl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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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阿斯奎斯委员会负责审查建立高等教育指导原则,以期提升殖

民地的教学科研和推进大学发展(Adewoye2000,16)。 埃利奥特委员会负责报

告英国在西非现有高等教育中心的机构及其设施,并对该地区的大学发展提出

建议(ColonialOffice1945)。 委员会的报告致使大英帝国各殖民地高等教育机

构升级。 在尼日利亚,为了培养中等本土人才而于1934年建立的牙巴高等学院

(YabaHigherCollege),于1948年迁至伊巴丹市并且升格成为尼日利亚的首个

大学,同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
与同一时期建立的其他大学(如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和位于莱贡的加纳

大学)一样,伊巴丹大学隶属于英国伦敦大学,其实质为伦敦大学在尼日利亚的

分校或者它的一个翻版。 这与两个委员会的建议一致:“它们从一开始就应与英

国的大学和大学学院追求同样的学术标准。”(Hussey1945,166)
教职员工(包括学术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招聘和晋升严格遵照英

国标准。 招录学生竞争也相当激烈。 课程设置仅限于英国古典领域: 文科(设

文学、英语、历史和地理)、理科 (设数学、植物学、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农科

(1949年引入)、医学(最初几年只开设基础课程)。
不过,伊巴丹大学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典型的伦敦标准有较大偏离: 首先是

校园里有全套市政服务和为高级职员以及学生提供住宿设施,这些都在大学之

后的发展中形成严峻挑战;其次是学生入学标准上的优惠政策,即不要求学生必

须 拥 有 英 国 大 学 入 学 时 须 有 的 普 通 教 育 证 书 (GeneralCertificateof
Education),该证书一般在学生学习7年后获得。 获得此优惠政策入学的学生

必须经过一年预科学习方可获准进入学位课程的学习。
英国伦敦大学的标准、伦敦型教师和教授的优势、伦敦支配控制的课程和高

度竞争性的选拔精英学生程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提升当时这些英联邦国家

大学的声望。
促成伊巴丹早期学术声望的其他因素值得一提。 首先,当局有意识地吸引

高素质的学术、技术和行政人员,这其中包括特别鼓励尼日利亚有前途的年轻专

业人士和学者。 其次,教职员工国际化程度很高,有助于丰富大学的学术和社会

文化。 最初几年,尼日利亚员工中的学者只是极少数,主要是来自伊巴丹大学的

前身牙巴高级学院,其比例不足全体学术人员的10%。 第三,具有高标准的教

学基础设施。 第四,学生人数相对较小,因此易于管理,师生比例也较为合理。
最后,伊巴丹大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重视研究的学术文化。 正如梅尔兰比所言

(Mellamby1958,104):“对学生进行教学和开展原创性的研究是我们教师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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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职责。”
从1951年(第一批伦敦大学时代的伊巴丹学生毕业)到1960年国家独立,

伊巴丹大学培养了大量尼日利亚的能人志士,他们在十分广阔的领域承担公共

服务: 服务于教育、行政管理、外交事务、医药、农业、传媒、警察部队以及其他行

业。 也有一部分的伊巴丹毕业生在海外选修研究生课程后回到伊巴丹大学担任

教职。 因此,尼日利亚社会各界在伊巴丹大学创立的前10年就已经感受到其重

要影响。 另外,毕业生中涌现了许多用英语写作的非洲文学家,使得这所大学获

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这些文学界的开拓者成为民族骄傲: 戈德温·奥基博(GodwinOkigbo)、钦

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沃莱·索因卡(WoleSoyinka,1986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J P克拉克(J PClark)、丘库梅卡·艾克(ChukwemekaIke)等。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伊巴丹大学的毕业生成为各领域颇有建树的世界知名学者:
阿德·阿贾伊(J FAdeAjayi,历史)、阿金·马卜贡杰(AkinMabogunje,地

理)、阿耶·班博塞(AyoBamgbose,语言学)和昂乌枚西里(C.Onwumechili,物

理)等。
这一时期,在后来成为伊巴丹首任校长的肯尼斯·戴克(KennethDike)的

领导下,伊巴丹大学也兴起了关于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科研发展。 这些教学和科

研努力的结果,即《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TheIbadanHistorySeries),被公认

为是解读非洲历史最精确的材料。 通过这样的努力,也使得伊巴丹大学能够和

非洲其他大学和世界各地的非洲研究与文献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也使伊巴丹成

为一种力量,吸引着不同背景的非洲历史研究者。
伊巴丹大学有关非洲历史的研究成果对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产生了重要影

响。 中学课程中关于非洲的内容逐步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历

史)。 同样,英文版的非洲文学也出现在中学课堂,这也得益于伊巴丹大学毕业

生的贡献,当然也包括其他作者的作品。
然而,伊巴丹大学在其历史初期也遭到了批评。 尼日利亚精英阶层和一些

政党对其所开设的课程过窄表示不满。 参照欧洲标准体系也被视为有损于尼日

利亚的国家建设所需的特定人力资源的需要,有损民族多样性、民族认同感和社

会经济的优先发展等。 面临招生的激烈竞争,许多合格的中学毕业生被排除在

外,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有的学生转而投向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和位于加纳

的莱贡大学。 伊巴丹大学对这些批评有积极的反应,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本文将

在后续部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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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的初始阶段:1962~1966年

这一阶段,尼日利亚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处于充满希望的时期。 英国当时

的首相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在非洲各国相继独立时提到非洲已经在国

际舞台上展现雄姿,这在尼日利亚引起强烈共鸣。
尼日利亚对政治独立的热情反映在由3个地区联盟(东部、西部和北部)所

组成的新治理结构。 生产销售管理委员会产生了足够的收益来维持政府的经

费。 地区之间的良性竞争使得基础设施、教育、保健服务和农业推广服务等方面

都有明显改善。
然而,到1959年,意识形态冲突开始显现。 联邦政治斗争导致选举危机,宗

族主义成为人们热切关注的全国性话题,地区之间的竞争充满敌意。 对于谁应

该在新兴的官僚机构占何职位以及由谁做决策等问题,宗族主义也有重要影响。
到1964~1965年,颇具争议的联邦选举和全国人口普查使局势已变得更加复

杂。 此后政治局势急剧恶化,1966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仅仅6个月

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政变。 两次政变都很血腥,带有很强的宗族主义色彩。 东部

地区宣布独立并自称比夫拉共和国,如此决定显然让联邦政府无法接受。 随后

内战爆发,历时3年(1967~1970年)。 该问题将在下一小节详细讨论。
社会改革方面,在此期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巨大需求

做出了努力。 1955年1月西部地区成功地实施了免费小学教育。 东部地区因

财力所限未能实施免费,必须依靠社区支持来改善教育。 北部地区虽然没有正

式宣布免费教育政策,但仍然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开办更多的政府学校和对非

政府开办的学校提供补助而增加教育入学机会,并且加强对学校教育进行监督。
这一时期在联邦和区域两级也都制订了有力的奖学金计划,其目的是培养

尼日利亚公共服务人员。 这些计划导致了区域和地方政府初级行政人员进修的

专门机构(如扎里亚的公共管理学院)的建立,同时在农业、教育、公共工程和卫

生等领域也制订并实施了类似的计划。 然而,该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最为重视的

领域乃尼日利亚及国外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习和研究。

1959年 4 月, 尼 日 利 亚 联 邦 政 府 成 立 了 阿 什 比 委 员 会 (theAshby
Commission),以调查并报告尼日利亚未来20年,即1960~1980年的人力资源

需求(Ashby1959)。 委员会建议扩大并改善中小学教育,将伊巴丹大学学院正

式升格为大学,以及分别在恩苏卡(1960年)、伊费岛(1962年)和扎里亚(1962
年)建立3所大学。 委员会还建议成立尼日利亚大学委员会,使各大学保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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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标准。 高等教育系统旨在满足尼日利亚独立后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Fabunmi2005)。
恩苏卡大学(NsukkaUniversity)在尼日利亚大学教育发展的几个方面都具

有开创性。 它引入了法律、教育、管理、大众传播、家政、工程和建筑等学科的专

业学位项目,而这些项目在以继承传统英国教育体系的伊巴丹大学中大部分属

于非大学课程。 恩苏卡大学还开设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课程,
而农学类课程更为广泛,包括有植物土壤科学、动物生产、农业经济等多种课程。
恩苏卡大学建校次年(1961年)所招新生逾千人,约为伊巴丹大学的5倍。

伊巴丹对此做出反应并采取多种改革措施,制订了有计划的过渡方案,使其

从大学学院(即是伦敦大学的独立学院)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大学。 真正意义上的

伊巴丹课程项目始于1962~1963学年: 成立了两个新的学院,即教育学院和社

会科学学院。 同时,将法语引进艺术学院;在农学院增设新的系科(包括林学、农

学、动物科学、土壤学、农业生物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增加了招生的数量和建成

新的学生宿舍楼(以每个房间两名学生的方案设计)。
为使伊巴丹大学本土化或“尼日利亚化”,学校也采取了重大举措。 1958年

任命了尼日利亚籍的肯尼斯·戴克(KennethDike)为负责人,并于1962年在伊

巴丹由学院升格为大学时担任校长。 尼日利亚籍教师担任系主任的人数也有所

增加,如历史、政治学、农业、医药以及自然科学等系科。 尼日利亚教授担任中心

主任和院长者也大有人在。
伊巴丹大学这一阶段学术发展非常活跃。 伊巴丹举办了多个大型国际会

议,开展了合作研究。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下,研究生项目得以确立。 社会各

界能在多方面感受到大学的影响。 其校外进修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各级教育的

学术和专业课程。 在此期间教育学院通过准学位教育(associateship)和研究生

学位课程项目提升基础教育师资专业化水平。
伊巴丹也是拉各斯、伊费岛和扎里亚等新建大学之“母”。 后来得到了国际

认可的这些大学的首任校长们,其研究的开展和专业知识的形成都始于伊巴丹

大学。 同时,这些大学有相当数量的教授来自伊巴丹大学。 其年轻教员也是如

此,大多在伊巴丹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
伊巴丹在此阶段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国际声誉,其影响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

先,该时期为建校的最初几年,具有坚实的基础,如教职员工的水平和结构上的

国际化程度、较好的硬件设施、通过竞争性选拔入学的学生等;第二,在国外机构

和基金会(主要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纳菲尔德基金会)对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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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教师发展的资助计划下,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第三,对教师的发展十

分重视,学校采取了有力措施确保学术人员通过参加会议、申请研究和旅费补助

以及学术休假等形式与国际知名的卓越中心建立联系,跟踪学科发展前沿。
伊巴丹大学最终深受国内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影响。 变革由选举和全国人

口普查纠纷引起,导致连续两次军事政变,最后引发内战。 学校经历了理事会逐

步被政治化,由此甚至威胁到学校的自主权。 这种宗族之争的政治化表现也体

现在教员(甚至学生)种族分化的局面。

动荡岁月:1967~1999年

伊巴丹的动荡岁月恰逢尼日利亚国家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 这一时期

包括1967~1970年的国内战争及随后1979~1983年的军事统治与民选时期,
即通称的尼日利亚 “第二共和国时期”。 国家的政治动荡对大学造成了深刻

影响。
国内战争年代:1967~1970年 内战年代是尼日利亚政治动荡不安和所有

发展活动停滞不前的时期。 伊巴丹大学经历了伊博族教职员工的大量外流。 同

样全国各地数10万伊博人纷纷逃回家园。 由于受到安全威胁,大量外籍非尼工

作人员也陆续离职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校长辞职,大学交由图书管理员管理

并为代理校长。 政府资助因为战争的投入而所剩无几,图书和仪器等设备的进

口几乎变得不太可能。 尽管如此,课程的开设和学位的授予却照常进行。 与外

部的学术资源的联系并未中断,而工作人员的发展也得以延续。
究其原因,学术活动得以延续和大学内部的相对稳定,源于大学外部伙伴在

学术和财政上的继续支持,他们为伊巴丹大学继续注入资金以支持科研、本土工

作人员发展、学术人员的引进(来自欧洲、美洲、中东)以及基础设施(如大学研究

生图书馆、教育学院大楼和新的护理和林业学系等)的建设。 此外,代理校长(如

同该机构的大多数资深学者一样)属于原伊巴丹伦敦大学学院,这有助于在国内

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仍然保持既定的学术传统及与外国机构之间的联系。
战后初期:1970~1979年 尼日利亚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和解重建”的阶

段。 1970~1975年,由大将军雅库布·戈翁(GeneralYakubuGowon)统治。 在

此期间,主要致力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方向,尤其强调教育的发展。 这也是

大学与军事当局直接对抗的第一阶段。 最后,它还标志着伊巴丹大学在教学质

量和学校声誉方面开始走向衰退。

1975年推出免费小学教育,而国家教育政策在1977年颁布,同时颁布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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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实施计划,成立秘书处(FederalMinistryofEducation1977)。 1972年成立

了一所新 大 学 (为 全 国 第 六 所, 即 原 中 西 部 技 术 学 院, 现 为 贝 宁 大 学 [the
UniversityofBenin])。 同年,伊巴丹在尼日利亚中部地区建立分校,该分校于

1975年独立成校,同一年尼日利亚大学的数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军事法令,联

邦政府接管了先前的州立(地区性)大学,如恩苏卡、扎里亚、贝宁大学。 该法令

还将位于卡拉巴尔、哈科特港、乔斯和迈杜古里的大学学院(现有大学校园)转型

为独立的大学,并在伊洛林和索科托创建了两所新大学。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使大学的分布在地域上达到均衡。 然而,这样

做往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分配战略来运行和管理这些大学。 对于伊巴丹,
这一举措带来了3个主要威胁: 首先,经验丰富的教员从伊巴丹大学流往那些

工作合同更具吸引力的新大学;第二,政府资助急剧减少,因为其分配的范围延

伸到更多的大学,军权政府制定的可用资源的分配方式显然对拥有大量教员和

设施老化的伊巴丹大学十分不利;第三,其他大学的出现导致更大的竞争,迫使

伊巴丹大学拓展新的专业项目、吸引更广泛的学生、分散其资源。
过去几十年伊巴丹的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影响在这一时期明显显现。 这

所建于1948年的寄宿制大学需要承担市政服务(通往学校的道路、为员工提供

住宅及水和电),这在当时的伊巴丹市并不具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生与教职

员工人数的增长,这些服务变得过于昂贵和难以维持。 这些年来,为了满足市场

需求和随着(学生)兴趣的转变,陆续增加了新的专业项目。 最初,这些项目由政

府和外部资助。 因此,伊巴丹建立了研究图书馆,引进了护理和林学专业,为科

学实验室添置了现代化设备,并新建了社会科学学院、农学院和教育学院三座大

楼。 与外部机构的联系也大大促成了教师的发展。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由于国

内战争和军政统治所造成的政治动荡而被迫中断。

20世纪70年代,伊巴丹大学转入军事独裁统治,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便遭

遇诸多阻力。 此前,校长的任命完全由大学理事会负责。 然而,根据1975年的

第23号法令,当联邦政府接管了区域(州立)大学,校长的任免权被授予州长或

联邦军权政府的首长。 由大学评议会和理事会联合委员会推荐的符合当选资格

的3名候选人交由州长(或称“视学”,即visitor),州长将指定其中的一位候选

人。 该任命通常并非基于其学术地位和管理能力。 1978年,联邦教育部对伊巴

丹大学施加 压 力 责 令 减 少 不 合 格 学 生 人 数,其 评 议 会 的 法 定 权 力 遭 到 削 弱

(Ekundayo&Adedokun2009,63)。
在1972至1973年,因为反对学校权利被剥夺而罢课的教师被当场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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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政府解雇了尼日利亚高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 这些教师致力于提

升学校知识分子话语权和营造社会对军事政权的批评氛围。 但是政府认为他们

是1977~1978年震撼全国的教师罢工的煽动者,并下令将其解雇。 此后,国家

层面和伊巴丹大学根本的学术发展开始呈衰弱趋势,大学开始失去其作为知识

共享和辩论中心的地位。
配额制度,或称“联邦特色(federalcharacter)”,是又一种对大学自主权的

侵蚀。 1979年配额制度被列入宪法,其目的是对过去的招生失衡进行调整,这

种失衡往往表现为某一民族或某个州的人员在联邦半官方团体(包括大学在内

的间接服务于政府的团体)中占大多数。 该制度旨在保障招生过程的公平与公

正。 有了配额制度,大学招生时必须考虑政府在各个州规定的配额,而不能完全

按考生成绩录取。 (Ekundayo&Adedokun2009)。
因此,这些拙劣的战略导致了对政府有限资金的竞争加剧、政府对大学自主

管理的侵犯加强、资本维护的需求增加,伊巴丹应对财政缩减的能力严重衰减。
当政府下令宣布大学免费入学后,所有这些不幸悄然降临。 尼日利亚那时已成

为石油生产大国并成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克成员(OrganisationofPetroleum
ExportingCountries),因此不再拥有依靠外部财政援助的资格。 事实上,在此

期间该国财政增长很大(尽管经济上未必如此),但这一阶段的伊巴丹大学在国

内和国际上的声誉却每况愈下。
第二共和国时期:1979~1983年 这是尼日利亚平民统治(文官统治、民选

时期)的短暂恢复时期,即1979~1983年。 其特点是国家充满希望,而希望又迅

疾破灭。 人们目睹军权统治告终而倍感慰藉,但也对(政府的)铺张浪费和贪污

腐败司空见惯。 石油收入已在军权统治末期(1978~1979年)呈下降趋势,政府

采取了诸多紧缩措施,但很快被文官弃置。 大量进口大米,同时进口许可证遭到

滥用,1983年的民选被指存在大肆舞弊。 全国人口普查的行为导致另一惨败的

发生,经济面临衰退与恶化。 所有这些都为1983年12月31日发生的另一次军

事政变埋下了伏笔。
尽管平民政权仅为昙花一现,然而,却对教育系统做了拙劣的修整。 1981

年,对1977年颁行的全国教育政策进行了修订,主要变化为鼓励私营部门参与

办教育。 这很快就导致民办高校在没有任何严格监管条例的情况下如雨后春笋

般纷纷成立起来。
文官政府也奉行“大学在地域间的均衡分布”的政策,并在此过程中在明娜、

奥韦里、阿库雷以及约拉建立了联邦技术大学,这种缺乏周密计划和战略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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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仍在继续。 像往常一样,新大学的发展导致了伊巴丹大学师资力量的进一

步削弱,因为不少经验丰富的学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转而投奔新的大学。 伊巴丹

的扩充项目包括三个新建学院: 科技学院、法学院和药学院。 20世纪80年代,3
个新学院教授的课程已在尼日利亚的其他一些大学设立。 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

的项目,要获得具有国际水准的教员并非易事。 尽管资源受到制约,在现有学院

创建新的学系仍在继续扩张,尤其是艺术、教育、社会科学、农学和林学以及自然

科学等学科。 目前尚不清楚各学科发展在此过程中的进展程度。 显而易见的

是,这一进程使大学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进一步分散,对大学的质量标准构成了

严重的威胁。
直到1983年第二共和国结束,伊巴丹大学依然保持着尼日利亚的“最好的大

学”形象,集中了最多的研究人员、学术期刊和研究成果。 然而,伊巴丹在前一阶段

就已经开始的衰落趋势还在加剧,尤其是其人力、财力和技术设施都难以为继。
第二军政统治时期:1983~1999年 这一时期从1983年12月31日持续

到1999年9月30日,是尼日利亚非常艰难的时期,历经四朝军统政权。 这一时

期见证了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领下的货币结构调整,伴随着国家货币奈

拉大幅贬值。 尼日利亚的进口依赖型经济导致物价飞涨,而人们的实际收入却

急剧下降。
经济上的管理不善是尼日利亚独立以来现状的真实写照,只是在透明度和

问责制已经荡然无存的军政独裁统治下愈演愈烈。 至20年代80年代中期,政

府更是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华而不实的政府计划泛滥,各政府部门的下属机

构,即半官方机构林立,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繁杂,政府的职能分支臃肿,凡此种种

导致的腐败让人触目惊心。
教育方面,其主要发展是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增多。 1962年,当时

现有的5所大学中仅有两所属于联邦政府,而其他3所为区域性的州立大学。
到1976年,联邦政府已接管所有5所大学并且还新建了几所,使总数达到13
所。 此后大学数量持续上升。

1979年平民政府允许各州拥有自己的大学。 大多数州认为这是一个统治

权的象征,便纷纷建立自己的大学。 在1979~1983年平民政权统治期间如雨后

春笋般建立起来的私立大学在军政统治再次到来时被迫倒闭。 联邦政府又接管

了一些旧的州立大学(如阿夸依邦州的乌约大学[UniversityofUyoinAkwa
IbomState]、包 奇 州 的 阿 布 巴 卡 · 塔 法 瓦 · 巴 勒 瓦 大 学 [AbubakarTafawa
BalewaUniversityinBauchiState]、 阿 南 布 拉 州 的 纳 姆 迪 · 阿 齐 基 韦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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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amdiAzikiweUniversityinAnambraState])。 它还建立了贝努埃州马库

尔迪 大 学 (Makurdi,BenueState)、 奥 贡 州 阿 布 库 塔 大 学 (Abeokuta,Ogun
State)和阿比亚州乌穆戴克大学(Umudike,AbiaState)等专门的农业大学,甚至

将军事院校也转变为大学。
大学繁殖的政策只会扼杀该国的高等教育。 政府对高校办学的干预达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资金投入的随意成为普遍现象。 大学开始竭尽所能展开竞

争以迎合政府的口味。 学术追求受到严重限制,仅限于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

(frontalteaching)。 思想交锋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现象,因为军事独裁统治之下

言论自由已无从谈起。
同样,伊巴丹大学在此极其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中再次遭受沉重的

冲击。 结构调整期间,当其他大学建立起来时,伊巴丹大学却无法从它处于垄断

地位的局面转向发展所需的竞争性策略。 伊巴丹大学的行政管理被政府利益、
政府指派的无能领导和停滞不前的官僚主义所制约,导致教师流失和设备设施

的年久失修。 不同学科的学者大批流向欧洲、美国和南非。 其他非尼日利亚教

员也都纷纷离开尼日利亚。
因此,这一时期以伊巴丹大学的元气大伤而告终: 资深学者外流,设施耗

尽,政策千疮百孔,学生队伍庞大和行政机构臃肿,政府资助勉强维持教师工资,
大学与外部的联系中断,研究成果一落千丈。

大学觉醒的努力

上述部分已经陈述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下尼日利亚如何推动社

会变革或社会管理机制改革。 大学作为知识自由和知识创造的领地,成为权力

斗争的场所,反映了该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目前,尼日利亚经历了连续十年的平民统治,也就是说,该国已经回到了政

治稳定的正轨上。 2000年以来,新的形势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即为重新赋予伊

巴丹大学学术生活的自由。
本节将尝试总结近10年来伊巴丹大学发展的制度选择和趋势,考察它是如

何调整其政策,以建成卓越的学术中心。

自 治 与 责 任

作为尼日利亚公共机构正在进行的复兴和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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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出台了大学自治的政策,随后在2002年又制定了新的法律以永久保障

这项改革的法律基础。 大学教师工会(AcademicStaffUnionofUniversities)发

起制定了2003年大学法案,赋予尼日利亚大学新的自治、管理和重组的权利。

法案的主要特点包括下列权利的回归: 理事会对行政事务的权利,评议会对学

术事务的权利,以及学生参与大学管理方面的权利等(Onyeonoru2008)。 新的

政策框架赋予大学理事会的责任有: 制定学校政策、雇用管理人员、向政府提交

大学预算、对本校招生的管制、对雇员罢工制约、制约全国大学委员会的质量保

证和组织协调的权利以及大学与公共服务政策的合法脱离,从而使大学结束他

们对薪酬和福利政策等公共服务的依赖(Okojie2007)。 这是对大学就课程、质

量保证、教师发展和信息获取等学术事务进行授权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目

前还不清楚这个法律框架的确定是否与理事会及评议会组成上的必要变化有

关。 现在典型的尼日利亚大学理事会的结构通常为:55%成员来自大学内部、

25%来自政府部门、30%来自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机构。 理事会主席由州

长任命,其他成员是由高等教育大臣(部长)负责任命(Saint&Lao2009)。

结果,仅在一年之后又通过了一个有关大学自治的法案,一定程度上破坏了

大学自治。 法案把确定教学内容和大学校历等学术权力转至全国大学委员会

(NationalUniversityCommission);视学享有决定理事会的组成和任期等重大

专制权力;校长权力也被扩大,有权雇用和解聘教师;理事会和评议会则被分别

赋予管理教师和管理学生的权力(Pereira2007,173)。

对大学自治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仍然表现在财政决策权。 2002年,联邦政

府主张联邦大学免收学费的政策,颁布命令禁止所有24所联邦大学收取学费,

以制止这些大学考虑通过收取学费作为回收成本的战略。 这种政策妨碍了大学

为了维持教学项目经费和教师正常开支等资金分配的灵活性,也使得伊巴丹大

学与其他允许收取费用的州立和私立教育机构(2009年州立大学为26所,私人

大学34所)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

政府制约大学权力的其他措施包括控制大学内部收入的分配以及对外部收

入来源的比例设置等方面施加的压力。 对此将在稍后的“大学财政”部分展开

讨论。

伊巴丹大学还需要考虑如何确保教师和学生多元化的环境,至少要体现尼

日利亚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 这与在选拔学生、教学和考试时所遵循的学术自

由的理念可能有所不符,但学校必须采取一定的平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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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略 规 划

过去50年的社会动荡和权力纷争破坏了大学愿景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使得

大学愿景支离破碎,时断时续。 目标较为长远的战略始于1975年,内容有追求

社会意义(1975~1980年)、优先扩张政策(1980~1985年)以及最近对预算的修

正与限制(1985~1990年)等。 此后,学校制定了一定数量的战略规划,但是没有

规划焦点。 面临越来越多的私立大学的激烈竞争和大学必须遵循国际愿景和标

准,伊巴丹大学于2008年3月制定了大学2009~2014年发展国际化的战略规划。

2009~2014年的战略规划提出了面向社会需求、追求学术卓越,实现世界一

流大学愿景的路线图(UniversityofIbadan2009b,7)。 时任伊巴丹大学校长巴米洛

(O.A.Bamiro)强调了大学的愿望与行动国家经济建设重点相关联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和创业发展能力是当代经济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对

此,大学起着中心作用。伊巴丹大学必须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大

学’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尼日利亚以科技为主导的发展发挥引领作

用。”(UniversityofIbadan2009b,ix)

在此框架内,大学已确定了12个战略问题,这将推动战略规划的整体实施。
相关的重点问题见表7.1,其中包括建立高效率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程序,发展有

利于教学和科研与创新的环境,设立具有全球竞争力和服务本地区、致力于知识

创新、面向企业和个人发展的专业项目和课程。

表7.1 伊巴丹大学2009~2014年战略规划要点节选

战略要点 目   标

管理和治理

(1) 改革结构,以减少拖延和职能重复

(2) 提升大学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3) 制定信息传播和及时反馈的有效沟通策略

教学

(1) 创建以学科为主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团队合作氛围

(2) 培养课程设计、内容开发和教学方法的卓越创新文化

(3) 建立奖 励 机 制,承 认 教 学 是 传 播 知 识 关 键 要 素;发 展 和 实 施 电 化

教学

(4) 探讨校企合作对学习过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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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战略要点 目   标

研发与创新

(1) 建立和发展有效的管理文化,以确保纯理论研究和应用创新研究的

可持续资金

(2) 促进将影响社会需求的学科内研究

(3) 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4) 加强本土知识系统的研究和记录

人力资源开发

(1) 制定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

(2) 在教师的招聘与服务中强调资质与绩效,促进卓越

(3) 激励学校成员以积极的态度承担其责任,包括工作、学习和科研

(4)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国内和国际交流的机会

(5) 在教师的招聘和发展过程中加强平等性、多样性和公平性

社区服务和合作

(1) 与大学校友终身保持联系

(2) 加强和扩大大学与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及与当地和国际社

区的相互联系

财政

(1) 建立适当的机制以确保大学有足够的资源实现其愿景、使命和目标

(2) 提高大学财务管理效率

(3) 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为维护资产和减轻风险制定财务控制体系

(4) 建立预算机制,改善大学相关活动

专业项目发展

(1) 建立以需求为驱动的核心学术项目和其他一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相关项目

(2) 对专业项目和课程进行审查,以促进学科和技能的发展

(3) 把技能训练和战略领导纳入专业项目和课程中

(4) 把学习与信息通信技术和开放的远程学习平台相结合

国际化

(1) 建成教学和科研受现代和全球趋势驱动的大学

(2) 主流服务和观点融入全球学术发展进程

(3) 与尼日利亚的国际社会建立紧密合作的关系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本科生、研究生和国际学生

过去几年伊巴丹大学一直在减少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新生数量,而着重增加

研究生人数(2009年的研究生占学生总数的37%)。 该计划逐步将伊巴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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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型大学,其研究生与本科学生的比例为60∶40。 近年来毕业生中研究生

的增长似乎证实这一发展方向(图7.1)。

图7.1 伊巴丹大学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1948~2009年)(单位: 人)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注: 该数据不包括所有专业项目的毕业生。

大学的科研产出没有详细记录,可以借用的最为接近的数据是潜在的研究

人员(即博士毕业生)规模。 如表7.2所示,博士毕业生的比例相对于研究生总

数并没有明显变化。

表7.2 伊巴丹大学10年间培养的后备研究人员(博士)

年份 文凭 硕士 哲学硕士 博士 总计 博士百分比(%)

1999  126  670 12  70  878 8
2000 180 2539 29 227 2975 7.6
2001 13 943 18 156 1130 13.8
2002 4061 0 18 0 4079 0
2003 349 3355 36 311 4051 7.6
2004 204 2203 41 226 2674 8.5
2005 362 2271 34 209 2876 7.3
2006 216 2132 47 182 2577 7.1
2007 185 2220 36 162 2603 6.2
2008 462 2852 41 204 3559 5.7
总计 6158 19185 312 1747 27402 6.4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统计文摘》(UniversityofIbadanDigestofStatistics)第4卷,第1期 (2008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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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学已经做出努力,即通过建立创业与创新中心并与私立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推广学生领导发展项目和跨学科的中心研究实验室,以期提高教师和学

生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的应用性和相关性,并且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战略规划中

还包括完善科研成果、出版物以及教师的研究发现等信息的记录,以鼓励和实施

基于绩效的科研评价政策。
对于学生来源的地区分布,有12863名学生(占68%)为伊巴丹大学所在的

尼日利亚西南部本地学生。 15年前情况虽然也不是十分理想,但该比例相对合

理。 根据可获数据(报告),1983~1984年度总数为12132人的学生中有307名

外国学生(占2.5%)。 1984~1985年度的13862人中有316名外国学生(占

2.3%),其中以喀麦隆、加纳和印度的学生为主。 1983~1984年尼日利亚西南

部(伊巴丹 大 学 所 在) 的 本 地 学 生 占37%,1984~1985年 度 该 比 例 为38%。

1988~1989年度以前有关教师的数据难以获知。

国 际 化

纵观这些年来,伊巴丹大学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大学、捐助机构和发展组织建

立并保持合作伙伴关系。 截至2009年10月,伊巴丹已经与世界各地的111个

机构之间建立联系(见图7.2),并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人员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发展国际化的课程、加强联合实习和其他形式等与这些机构开展合作。

图7.2 伊巴丹大学与各地区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在麦克阿瑟基金会(theMacArthurFoundation)的资助下,伊巴丹大学建立

了数字化学习中心。 根据大学的愿景,该中心已发展到参与解决尼日利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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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的入学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5000学生通过远程学习中心就

读。 连接全球知识和网络的其他措施包括: 已经在肯尼斯戴克图书馆(Kenneth
DykeLibrary)建立和开通电子期刊和数据库。 以电子学习设施对医学图书馆

进行升级,将其建成为世界一流的医学图书馆。

伊巴丹大学国际化的努力还包括建立国际交流中心,中心的使命为丰富教

师和学生的国际意识、展现伊巴丹大学的国际姿态、提升大学的国际声誉、展示

伊巴丹大学作为在非洲顶尖高等教育机构的作用。 为了实现使命,该中心积极

协调和支持国际学术(课程)项目、提供有关国际交流机会的信息、促进和维持国

际伙伴关 系、并 主 张 和 促 成 教 学 设 施 和 项 目 的 国 际 化 (UniversityofIbadan
2010)。

师 资 发 展

最新数字表明,2008年伊巴丹大学共有教学人员1197名。 2007~2008年

度的学生规模为18843人,因此该年度的生师比为16∶1。 但对于不同专业其

比例也各不相同,如表7.3所示。

表7.3 伊巴丹大学的生师比

教 师 教学人员 学 生 生师比

艺术 129 2405 18∶1

社会科学 101 2991 27∶1

法学 25 510 20∶1

理学 175 2687 15∶1

工学 78 1427 18∶1

农学 115 1909 17∶1

教育学 116 3011 26∶1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统计文摘》(UniversityofIbadanDigestofStatistics)第4卷,第1期 (2008
年7月)。

该大学教学人员的职称结构(图7.3)表明,能够带领研究团队的高级学者

(高级职称人员)比例相对较高,即教授(professors)19%,副教授(readers)5%,

高级讲 师 (seniorlecturers)24%, 三 者 的 总 比 例 为48%。 图 中 第 一 类 讲 师

961 第七章 大学的兴衰与重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的案例 



图7.3 伊巴丹大学教师分布情况

资料来 源: 《伊 巴 丹 大 学 统 计 文 摘》 (Universityof
IbadanDigestofStatistics)第4卷,第1期 (2008年7月)。

(LecturerI) 也 具 有 指 导 研 究

生的资格。 因此,教师 中 处 于

教学、咨询和指导研究生职位

(即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比例

为72%。
师资方面伊巴丹大学所面

临的一个艰巨挑战为其非学术

性人员的规模。 近年来学校已

对此做出努力使其逐步趋于合

理化。 因此,非学术性 人 员 已

从1988~1989年的4988人减

少到2007~2008年的3263人。
同一期间,教学人员从1135人

上升至1197人。 尽管非学术

人员与学术人员的比例仍然高

达3∶1,但以上努力不失为学校改善资源分配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的 有 益

尝试。
师资方面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国际化学术人员的比例。 例如,1197名学

术人员中有1193名为尼日利亚人,这意味着只有4人来自尼日利亚以外的

其他国家。 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在尼日利亚人中,
伊巴丹大学要吸引最为优秀的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也要与私营部门(私立高

等教育机构)竞争。 另外,由于其薪酬和待遇缺乏竞争力,学术职业的魅力已

然失色。

财 务 状 况

现有数据表 明,尼 日 利 亚 的 公 共 教 育 经 费 由1999年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2.8%增加至2002年的9.5%,在此之后的3年下降至6%左右,
然后在2006年再次上升至9.4%(Olufemi& Olugbenga2010)。 这一比例

显著高于 撒 哈 拉 以 南 的 非 洲 地 区 和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后 者 分 别 为4.5%和

4.3%。 另一方面,资金流的波 动 对 大 学 稳 定 教 学、科 研 和 服 务 质 量 的 能 力

造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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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来 源

伊巴丹和其他联邦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有政府拨款、教育信托基金、学

费、捐赠资金、科研经费和学校创收(内部产生的收入)等。 联邦政府将预算以人

事成本、物资和公用经费及基本建设项目的形式分配给高等教育机构。 所有联

邦大学 通 过 全 国 大 学 委 员 会 获 得 联 邦 政 府 的 财 政 资 助 (平 均 约 占90%)
(Hartnett2000)。 伊巴丹大学最新财政统计数据表明,政府资金占85%,学费

(对学生的收费)为1%,社会捐赠1%,学校创收(internallygeneratedrevenues)

12%,有可能提高到18%以上(UniversityofIbadan2009b)。

2005~2006年度以前,大学的开支一直超过现有预算。 但该年度出现一个

可喜的变化,即支出低于预算(图7.4)。 这也反映了目前为实现建立高效、可靠

和可持 续 的 财 务 管 理 机 制 的 战 略 目 标 所 作 的 努 力 (UniversityofIbadan
2009b)。

图7.4 伊巴丹大学预算及总支出(2000~2009年)

资料来源: 奥鲁菲米与奥鲁本加(2010)。
汇率:1美元=150奈拉。

对大学资金分配的分析表明,一般而言,人事成本占总数的84.7%,物资和

公用经费占4.6%,基本建设项目占10.7%。 联邦大学的预算编制程序和支出

必须遵守全国大学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学术事务总支出占60%,行政管理支出

39%,养老金和福利1%(Hartnett2000)。 见图7.5。

伊巴丹大学作为联邦大学,不允许对本科生收取学费。 联邦高等教育机构

只能对以下服务项目收取少量费用,如使用宿舍与运动场馆、理科学生使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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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伊巴丹大学近十年来的支出模式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室、一定的市政服务成本(如水电费)和其他项目。 学校曾试图增加收费,但都遭

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政府通过全国大学委员会,强制所有联邦大学通过多元化筹资手段筹集

10%的经费。 导致大学制订各种与其教学与科研核心职能相冲突的计划。 对

于大学的内部创收,2006年伊巴丹大学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约2.13亿奈拉(如

图7.6所示),约为联邦政府当年拨款总额44亿奈拉的4.8%。 其中研究生

项目收取的费用在内部创收中的比例最大。 联邦大学可以对研究生项目收取

学费。

图7.6 伊巴丹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2005年6月~2006年7月)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 内部总支出(百万奈拉,N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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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赠 收 入

捐赠收入是大学传统的收入来源之一。 捐赠收入可有不同形式: 如设立

(冠名)专业讲席、学生奖学金、对捐助者感兴趣项目的捐赠及其他形式。 尼日利

亚大学捐赠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伊巴丹大学学院寻求捐赠的

努力。 1988~1994年间,该大学产生的捐赠收入约为2200多万奈拉(Center
forComparative&GlobalStudiesinEducation2001)。 伊巴丹大学捐赠基金

(UniversityEndowmentFund)执行相关项目的款项达3000万奈拉。 该基金

由校友管理,校友及企业团体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基金会组织的赠款也是伊巴丹大学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麦克阿

瑟基金会自2000年以来一直资助伊巴丹大学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关键领域的人

员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 石油技术开发基金(PetroleumTechnologyDevelopment

Fund),在包括伊巴丹大学在内的6所大学设立专业讲席,以支持石油和天然气工

业的能力建设。 伊巴丹大学每年从基金会组织接受1400~2000万奈拉的捐赠,

到目前为止该项基金达6000万奈拉。 (Olufemi&Olugbenga2010,62)。

经费支出模式

如图7.7所示,学校每年的开支都要超过所谓的维持其最佳运作所需的预

算。 2005~2006年度伊巴丹大学总的管理费用约为4.2亿奈拉,而联邦政府对

管理经费的拨款总额仅为1.977亿奈拉。 大学仍然保持提供市政服务(供电、供

水等)的政策,该项开支占用了大部分资源(Olufemi&Olugbenga2010,xiv)。

图7.7 所需预算和主要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ofIbadan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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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管 理

在国家层面,近年来正努力建立起统一的会计体系,为尼日利亚的大学制作

了会计实务手册须知。 该会计体系配以电脑化管理信息服务,存有教师、学生与

资金的数 据。 拥 有 这 些 数 据 是 改 进 现 有 的 资 金 分 配, 也 是 信 息 管 理 的 关 键

(Pereira2007,177)。
伊巴丹大学2009~2014年的战略规划着重提出了有关维护财政资源的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举措。 大学计划加强与基金会的联系,鼓励大学的捐赠

者对奖项冠名和资助研究项目,支持校友会,制定和实施增加大学内部创收的机

制,加强发展中心委员会和捐赠管理委员会在募集资金方面所承担的不同角色。
其他措施包括: 研究生课程的发展、收取适当的住宿费用、取消对住校学生

的市政服务的补贴以及发展咨询项目。 提高学校创收的举措有: 开发与政府和

私营企业签约课程、开设短期的暑期课程和海外学生项目、在拉各斯和阿布贾两

地设立大学接待处以及(在理科和农科)形成企业孵化和合资企业等(University
ofIbadan2009b,75)。

大学的优先发展事项还包括加强财务流程管制,以避免浪费和克服官僚主

义的瓶颈;对财务和审计工作进行分权管理;在系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学等各个

层面形成财政计划和财政纪律的文化,并实施完全成本回收政策,即每一个活动

的经费自筹。
伊巴丹大学正全力管理并拓展财政来源。 只要学校依赖政府支付设施、课

程和服务等经常性费用,学校的挑战就将一直存在。 筹资问题同样关乎学校追

求卓越以获世界认可的战略愿景的实现。

结  论

伊巴丹大学的案例表明,大学运作的条件(生态环境)是其追求卓越能否取

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国家的环境条件在大学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错综复杂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以及尼日利亚三级制政府的影响使他们的责

任、分工以及规划和执行能力也相应变得复杂。 这些因素不仅仅导致在教育领

域,也导致在总的经济和社会中出现重复、效率低下及管理不善等问题。 由于财

政和人口有关数据缺乏,使得系统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进一步复杂化(World
Bank2006)。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大学规划,不利于其营造创新和宽松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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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吸引最为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如果缺乏多元化的私营部门而劳动力市场又缺乏活力,就会造成对前沿研

究、技术转移和大学高层次毕业生的需求不足,也使任何大学都很难发展并维持

学术卓越。 尼日利亚的私营部门虽然还处于新生阶段,但其增长速度惊人(特别

是在电信部门),尼日利亚是非洲拥有最具活力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之一。 这种

潜在的力量,有助于大学加速发展。

从战略上讲,尼日利亚需要继续注重经济的多样化并促进私营部门发展,以

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就业。 可喜的是,政府已开始采取重要措施建立和完善必要

的基础设施,例如,互联网骨干网、电力、水利、道路和住房等,以参与全球竞争。

国家的国际形象也取决于政府维护发展稳定和创造发展机会的能力。 相应

的措施包括支持从国外引进人才(包括散居国外的尼日利亚人),以及吸引国际

学者和学生到本国大学来学习和交流。 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引人注目,但还需要

继续加强。

关于政策问题,政府必须通过鼓励主要相关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办法,对高等

教育发展采取一贯的国家政策。 政府需要扮演关键角色以确保大学在享有高度

自治和对学生与社区的高度负责之间保持平衡。 为此,需要考虑其评估机制的

制度化,允许单所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在不同时间节点取得不同的进

步并以其他高校和系统的基准进行自我评价。

在可靠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绩效的融资环境非常必要,这

将需要审核资金的分配方式并增加大学自我管理和创造收入来源的自主权。 给

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才能使大学享有选拔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的灵活性,并激

励大学与企业联姻、保持联系、吸纳资金。

最后,追求卓越的动力必须由伊巴丹大学自身引领。 世界各地大学的经验

表明,大学的国际认可源于其共同的目标、一贯的战略和长期的愿景。 从根本上

讲,强有力的领导可以使大学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教学科研中心。

正如萨尔米在其新作中所言,世界一流大学包括以下特质:

“在顶尖大学中作用的三组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因素群:人才汇

集(教师和学生);教学资源丰富,科研经费充裕;管理规范,不仅能够激

发出战略愿景、创新和活力,而且能够在进行决策和管理资源时不受官

僚作风的影响。”(Salmi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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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丹大学要在这三个方面实现卓越还有待时日,但是追求卓越的进程已

经开始。 伊巴丹正开辟新的途径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加强与私营部门的联系、削

减住房和水电等项目的辅助经费。 大学正在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和质量认证机

制,将有助于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并增加透明度。

管理方面,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加强大学的自治。 一部关于大学自治的

法律正在制定之中,这将为改善大学管理和实现大学愿景提供政策平台。 有了

先进的系统和有利的法律框架,大学将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并与全球顶尖

的卓越中心(大学、研究中心、智库等)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以分享知识,并且实现

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互相交流。

伊巴丹大学旨在发展为区域知识中心和提升其国际地位,这个愿景也是大

学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实力、信誉和责任不仅在尼日利亚得到印

证,还将着眼于整个非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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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流大学的私立和公立模式: 智利
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案例

安德烈斯·贝纳斯科尼(Andr췍sBernasconi)

  除美国以外,大学国际排名中界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

学。 这充分表明: 实现世界一流的地位需要时间和金钱,全球大多数私立大学

比公立大学历史短,而且没有政府补助。
智利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在它的两个顶尖大学中一所为公立大学,另

一所为私立大学。 两所大学都成立于19世纪,也都获得政府补贴。 智利大学

(UniversidaddeChile)和智利天主教大学(PontificiaUniversidadCat췍licade
Chile),不仅地处同一座城市,并且对优秀生源和研究资助展开争夺。 与本书中

大多数其他案例不同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两所大学以优秀的科研为使

命,并在过去20年中蓬勃发展。
本章将比较这两所大学的共性与差异,旨在阐述通过不同途径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可能性。 此前已有许多关于不同国别之间世界顶尖大学建设的比较研

究,然而本研究重在比较智利的两所邻校,考察它们在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

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智利大学建于1842年,是智利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并且也是最负盛名的公

共部门。 共有69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25000多名。 100多个研究生项目,
其中博士学位项目31个,研究生近5000名,2007年授予博士学位95个。 教职

人数3300多人,但只有34%为专职教师,有42%拥有博士学位 (Consejode
Rectores2007)。 2004~2008年,该校教师的ISI(科学信息研究所)索引成果为

5400多项,占智利全国总量的30%,在所有智利国内的大学中居首位①。 2008

① 资料来源: 汤森路透ISI知识网检索。



年,智利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排在462名;在泰晤士高等

教育排名第320名。 其校区和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位于首都圣地亚哥,学科领

域宽广,共有14所学院①,4个跨学科研究机构。

智利天主教大学于1888年建校,与智利大学仅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在国内

堪与智利大学相抗衡,同样在国际排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位居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排名第241位)。 近5年的重要研究成果共有3700项,在国内仅次于智利大

学②。 其学生规模和教师规模较智利大学要小: 共有教师2700名,约19000名

学生分布在41个本科专业。 在校研究生规模为2800人,共有研究生项目63
个,其中博士研究生项目23个,2007年授予博士学位72个。 3/4的教授拥有研

究生学历。 半数教师为全职,教师中45%拥有博士学位。 (ConsejodeRectores

2007)智利天主教大学共有18个学院,覆盖4大学科领域。 也有一所附属医院

(教学医院)。

本文第一部分将介绍上述两所大学所处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历史背景,最后

佐以部分统计数字并作简要分析。 第二部分,从治理结构、管理过程、财政预算、

教学科研和发展规划等方面分别介绍智利大学和智力天主教大学的案例,着重

分析大学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和在追求世界一流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采取的

应对措施等。 最后一部分阐述两所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并且通过案例分析总结

中等收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智利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环境

发展初期: 国家建设和专业培训

柏林大学建校那年(1810年),智利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政权,成立独立政

府。 然而,建于1842年的智利大学并非受普鲁士的影响,而是混合了法国帝国

大学(theFrenchImperialUniversity)(1806年建立)、法兰西学院(theInstitute
ofFrance)、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创建的大学的特色。 作为智利的第一所

大学,智利大学担负着监管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责任,后来,又负责培养服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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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源于欧洲大陆的拉美传统,学院(facultad)是大学中最大的学术单位。 它大致相当于在美国大学

以某个专业或某一学科甚至是密切相关的一组学科为中心的学院。
资料来源: 汤森路透ISI知识网检索。



家的专业人才。 新大学的学术中心(没有学生),仿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 从苏

格兰大学的经验中借鉴,智利大学的创办者安德烈斯贝洛(Andr췍sBello)非常重

视实用知识的传授,而这些实用知识又是“牛桥模型(Oxbridgemodel)”所缺乏

的(Serrano1994,69 78)。1927年,政府取消了智利大学监管教育的职能,代之

以科研任务。 然而,智利大学的科研中心仅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实现

规范制度化(Mellafe,Rebolledo&C췍rdenas1992,163 166,221 224)。
智利天主教大学是智利建立的第二所大学,与智利大学一样,起初只进行教

学,尔后注重科研。 智利天主教大学于1888年的建立作为对自由主义和智利政

治与社会世俗化的保守反应,与其他公立大学一起分享了拿破仑时代的传统,即

将专业训练看作大学的基本使命。

研究使命的肇始

20世纪60年代末,智利有8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完全由国家资助,专门从事教

学,颁发专业学位。 这也与拉丁美洲的传统一致(本书中墨西哥的案例对此也有说

明),1967年在校大学生仅占全国20~24岁适龄青年的7%(Brunner1986,17)。
虽然大学里吸引了国家80%以上的初级研发人员,至1965年智利仅有智利大学

一个博士生项目。 至1967年,该大学仅有5%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2/3的教授为

兼职(Brunner1986,25、27、30)。 而智利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更为稚弱。
研究作为大学发展使命方向的一部分,从智利大学改革运动期间起就处于

中心地位。 大学改革运动是一场对大学性质及其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的激烈讨

论,也是对治理社会组织治理新形式的改革,推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精神与1968
年当时美国校园和巴黎街头示威的背后原因有相似之处。 (Hunneus1988)。
大学改革带来的转变始料未及。 学生规模从1967年的5.5万人猛增到1973年

的14.6万人(Brunner1986,32)。 学校治理结构进行了重组: 校长(rectors)和

院长开始由教师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和行政人员开始参与管理。 欧洲传统的讲

座制由美国模式的典型系科所取代。
从1969~1973年,大学的公共资金增加一倍(Arriagada1989,130 131),

大多数用于支付人数不断增加的专职教师的薪酬,目的是指望他们进行科研,逐

渐取代教学为主的大学模式。 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事实上科研产出

并没有因此而明显改善。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总统(社

会主义党派)当选后,政治多极化的影响很快就笼罩了大学,使学校成为全国政

治、社会矛盾集中的社会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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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统治及其影响

上述所有的一切都在1973年随着军事政变的到来而结束。 由皮诺切特将

军(Pinochet)领导的政权(1973~1990年)通过军事校长干预8所大学,校长包

揽了先前分散在各管理部门和不同管理人员的职能。 学术组织左翼政治,特别

是针对社会科学的学术组织进行清除和削减。 治理改革被取消。 高等教育的公

共支出由197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1%下降至1988年的0.47%,而学生规

模从1973年到1989年下降了26%。 智利大学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其国家资

助从1974年到1980年下降了30%;而与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利天主教大

学,在此期间则免于预算削减。 1981年,智利大学的许多区域性学院转型为14
个规模较小的、独立的公立大学(Arriagada1989,27 33)。

为了弥补预算缺口,1981~1988年大学削减了24%的工资支出(Lehmann
1990,72),并采取了增加学费和寻求其他外部资金来源等措施。 大学自筹资金

的比例也从1973年的平均8%增长至1980年的27%(Brunner1986,47),乃至

增长到1987年的41%(Lehmann1990,54)。 1981年建立了学生公共贷款基

金,以资助学生满足其付高等教育学费的需要。 该基金与科研项目预算是军政

统治期间仅有的两个高等教育支出增加的项目。 事实上,智利的国家研究基金

(theNationalFundfor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从1982~
1989年增长了18倍(Arriagada1989,117)。 在1979年与智利恢复民主统治的

1990年间,政府对研究和开发项目的资助增长了30%,被学术信息资源整合平

台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出版物数量翻番,拥有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位的教

师数增长至此前的3倍(Bernasconi2007)。
为了在无需增加政府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扩大入学机会,新的私立大学和高

等职业技术院校于1981年获准建立。 这些院校无法获得政府补贴的传统自其

创建之初一直延续至今。 1991年民主统治得以重新建立,但军政统治时期形成

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架构却大体保持不变。

当代高等教育的结构

目前智利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为:61所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1万人,另有大学

层次以外的135个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其在校学生约26万人。 这意味着智利传

统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40%。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占机构总数的93%,
其学生总数占75%。 在大学层次,私立大学的学生占66%。 资金来源也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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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非 公 有 制 来 源 的 经 费 占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总 支 出 的15% (OECD2009,

225)。 这些数字使智利私立机构和私人资金参与高等教育的程度位居世界前

列。 根据学费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计算,智利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也

是全世界最高的,仅次于美国的私立大学(OECD2009,228)。
与国际标准相比,智利高等教育中的公共支出很低:2004年该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0.3%,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家的平均比例为1.3%。 政府

公共拨款的不足由私人来源补充,主要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收取的学费等。 因

此,智利高等教育的总支出,即公共支出和私有支出,占GDP的2%,高于经合组织

(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1.4%,私有资金所占的份额为85%(OECD2009,225)。
大学的资金结构由以下数字可见: 平均而言,由政府资助的25所大学靠政

府预算直接补贴的比例只占其总收入的17%(OECD2009,229)。 其余的为科

研经费和资本投入基金(这些资金也来自政府,但需要通过竞争性手段获取)、学

费收入、捐赠以及通过咨询服务和继续教育等项目所获得的收入等。
如前所述,在大学预算遭到严重削减的军政统治时期,科研经费得以幸免。

而且在1990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趋势。 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传统的产出指标

与科学有关。 研究和开发的支出由1990年占GDP的0.51%上升到2007年的

0.67%。 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员自1990年以来翻了3倍,达到2004年的

30500多人。 被ISI索引收录的出版物到2007年超过3500多项(RICYT)。 博

士学位授予数从1990年的10个增加到2007年的287个。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虽然智利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但

自1990年以来整体上已经翻了两番。 然而,经费增长的部分大多也用于特定项

目,服务于特定的目标。
实际上,近20年来政府的无条件拨款增长至此前的两倍,对学生的资助翻了

近两番,而同一时期研究经费则增长了七倍(MinistryofEducation2010)。 政府的

支持模式对大学的优先发展项目的确有重要影响,如本科生招生规模扩大、增加学

费收入、提供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加强科研发展以获取公共收入的来源等。

研究型大学的范式

就学校声誉、学生质量、教师研究成果、毕业生的前景等看,智利大学和智利

天主教大学在智利乃至拉美地区都是最好的。 他们在智利的大学排行榜上历来

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全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中绝大部分成绩最好的学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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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所大学情有独钟。 这两所顶尖大学的学者被ISI索引收录的文章占到智

利总数的一半以上。 他们争取到的研究经费通常在全国总量的60%左右。 超

过60%的智利总统曾就读于智利大学。 智利的商界和政界精英中半数以上都

为智利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毕业生(Tercera2008)。

然而,如 果 将 研 究 型 大 学 定 义 为 以 研 究 作 为 其 核 心 使 命 和 功 能 的 大 学

(Altbach2007),那么这两所大学都不是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被公认为应具有

以下特点: 研究生项目学生规模大,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国际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层

次;与全球新近研究前沿保持同步,以其生产力和竞争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为

重要技术转移的基础等。 这并不是说研究与这两所大学无关,或者说他们不注重

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 相反,过去的3年两所大学的科研实力有明显提升,并取得

了重大科研成果,目前正树立其科研方面的形象,并加强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然而,正如表8.1的数据所示,这些大学的主要职能仍然停留在本科层次的

教学: 智利大学的研究生规模仅占总体学生规模的15%,智利天主教大学该比

例甚至更低;2007年两所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都不到100个(见表8.1,本章附

录)。 此外,两所大学的大多数专任教师都未获取博士学位。 而且,就教师的组

成而言,教师的敬业精神与研究型大学的预期相违背: 智利大学有一半的教师

为兼 职 教 师,智 利 天 主 教 大 学 该 比 例 达2 /3。 本 书 中 另 外 一 个 由 马 莫 雷 侯

(FranciscoMarmolejo)提供的拉美案例,即蒙特雷科技大学情况与此类似,其主

校区的兼职教师比例为42%。

表8.1 智利大学(UCH)和智利天主教大学(PUC)
1992~2007年度基本数据

1992 1998 2007

UCH PUC UCH PUC UCH PUC

学生规模

总体规模 18617 12660 24259 17170 30702 22035

研究生 1247 482 2184 1163 4569 2806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7%) (4%) (9%) (7%) (15%) (13%)

国际学生(1990) 373 108 n.a. n.a. 1400 1257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2%) (1%) n.a. n.a.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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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992 1998 2007

UCH PUC UCH PUC UCH PUC

博士学位授予人数 9 7 51 16 95 72

教师 2008
总人数 5230 1818 3106 2088 3354 2732

全职教师 2164 753 1336 813 1154 1371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41%) (41%) (43%) (39%) (34%) (50%)

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81 424 398 553 758 n.a.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7%) (23%) (13%) (26%) (23%) n.a.

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 266 294 273 346 489 623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12%) (39%) (20%) (43%) (42%) (45%)

研究成果

ISI论文发表 536 60 728 310 1123 739

基金项目 201 121 213 182 295 234

资金(单位: 百万美元)a 1991
总收入 172 164 280 281 520 453

国家资助资金 70 33 56 42 56 51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40%) (20%) (20%) (15%) (11%) (11%)

商品和服务销售 49 98 142 197 320 346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29%) (60%) (51%) (70%) (62%) (76%)

  资料来源: 除 以 下 说 明 外, 其 余 数 据 均 来 自 《智 利 全 国 大 学 校 长 理 事 会 统 计 年 鉴》 (Consejode
RectoresdelasUniversidadesChilenas)1992年、1998年与2007年版:2007年国际学生的数据来自智利

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网站;ISI索引的论文数量来自汤姆森ISI知识网络(WebofKnowledge);基金项

目(FONDECYTprojects)数据(其中包括仪器资助)来自FONDECYT数据库http: //ri.conicyt.cl/575/
channel.html;智利天主教大学2007年的教师学历数据不能使用,因为统计年鉴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

包括医学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了与智利大学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该项采用2008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网

站发布的数据,因为该数据将(哲学)博士学位和医学专业博士分别进行统计。
注:n.a.=无此信息。
a为便于比较,1991年和1998年的资金数量首先用2007年的智利比索表示,然后按照2010年3月

530智利比索可兑换1美元的汇率将2007年的数据换算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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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研究型大学概念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表8.1仍表明了过去20年两所

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巨大进步: 两所大学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的绝对数量

翻了一番,占总体教师数量的比例也有所增长。 主流科学出版物、研究经费以及

研究生规模的增长也呈类似发展趋势。 从1992~2007年,智利大学的在校学生

中研究生比例增加了一倍,而智利天主教大学增加了两倍。

资金方面,两所大学都增加到1991年的3倍(经通胀修正)。 增加的部分主

要体现在大学自己创造的收入而非来自政府的拨款。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政府拨

款略有提升,智利大学实际上已经下降。 事实上,两所大学依靠国家划拨的部分

仅占预算的10%,而学费、技术服务和咨询的收入、校办企业等收入在智利大学

占60%,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占75%。 其余部分既不是由政府直接划拨,也不是

大学自己创收的部分,主要来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经费和其他基金,需要各大

学利用各自的发展项目和投资计划公开竞争获得。 智利大学政府资助下降的部

分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增加的部分即由政府的竞争方案所致。 这笔资助对拥有博

士学位的全职教师和科研成果比例最高的大学有利,这也是过去20年智利天主

教大学在该项经费上领先于智利大学所采用的措施。 智利大学则在申请研究项

目资助、发展博士生项目和基本投资项目(资本投资项目)方面略胜一筹。 由于

这些竞争性资金有所增长,因而弥补了基础经费上的不足。

总之,虽然以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顶尖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上述两所大学

还不能算是研究型大学,但是他们在过去20年间一直精心筹谋、稳步向前以实

现学校的愿景,也认识到参与公共资金以及私有资助的竞争是学校获得发展的

必要举措。

智 利 大 学

智利大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智利声望最好的大学之一:

“智利大学组织并支持各级教育,是国家文化生活中心,传授科学

知识,设置专业,并培养了该地区开明、成功的领导人物……即使在今

天智利大学仍然处于智利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被认为是拉美模式

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立大学的典范。事实上,智利大学在任何该地区的

最佳大学榜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Levy&Bernasconi199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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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智利大学的角色除传统的专业训练外,还增加了科学

研究的任务,并向美国请求援助,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加州大学等

建立重点合作伙伴关系,还在60年代建立了一支具有高学历的全职教师队伍和

研究生项目(Levy&Bernasconi1998,464 467)。

1968年学校改革的成果有: 建立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的共同治理;以系科组

织取代讲座制;强调以教育、科研和继续教育改善社会不公;扩大招生,在校学生人

数已从1967年的2.7万人增加到1973年的近6.6万人(Brunner1986,3140)。
在军权统治期间(1973~1990年),共同治理被取消。 社会科学及人文艺术

学科 的 学 术 组 织 被 关 闭,其 人 员 被 解 雇。 至1980年,在 校 学 生 人 数 减 少 到

48800人(Brunner1986,49)。 1981年高等教育改革中,智利大学的所有分校转

变成独立的、小型的区域性大学。 到1980年民主统治恢复时,智利大学共有学

生18000人,预算中公共资助的份额下降到37%。 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学费

制度,学费收入被用来弥补以上不足。
民主统治的恢复使教师可以民主选举校长和院长,学校的治理也得以规范,

沉寂已久的学术活力开始恢复,但前些年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仍挥之不去,加上

结构性障碍,这些都不利于大学去适应日益变化的环境条件。

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

与智利的其他公立大学不同,智利大学没有设立董事会。 其最高治理机构

为大学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和校内选出的36名成员组成: 这36名成员是由

27名教师、7名学生和2名行政人员组成,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同仁选出。 评议会

的作用是讨论并制定学校政策、确立大学的战略发展计划。 其具体职能包括审

核学校预算、批准政策规章、创立或撤销学术项目和学术组织,以及审核学校债

务和地产出售等。
行政权(执行权)掌握在校长、大学理事会和各学院院长手中。 大学理事会

的成员包括校长、教务长、学院院长以及由智利总统任命的两名外部委员。 对于

一所公立大学而言,政府在智利大学治理中显示出的薄弱程度可能是惊人的,但

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或多或少反映出政府对学校的财政状况同样影响甚微。
除了对学校的日常运作进行审议外,理事会还负责向学校评议会提交相关的决

策事宜。 大学理事会在确定预算时无疑会导致制度化的利益冲突,这需要通过

院长之间的默许或协商予以解决。 根据以往惯例,院长之间协商进行资金分配

的方式更加易于协调。 但该协定方式剥夺了大学管理层最为有力的调节工具的

681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作用,往往使其陷入僵局。
校长和院长由教授选举产生。 学院由系科、中心和研究所等不同的部门组

成。 系主任也由选举产生,而其他学术单位的负责人则由院长任命。 院长的管

理由教师委员会协助。
就管理而言,智利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公共机构。 其章程得到国会法案的认

可。 在符合章程和适合于所有公共管理机构的一般准则的情况下,大学享有自

行建立规章制度和组织的自由。 与其他国家的公立大学不同,智利的国立大学

享有以下自主权利: 设定学费标准、规定招生人数和入学条件、设立或取消专业

项目、开放或关闭分校、购买和出售地产等。 教师为公务员,但不归普通公务员

人事制度管理,大学为其设立特定的劳动制度。 与此相反,行政人员则属公务员

制度管理。
智利大学的分权程度相当高,大学往往被其成员概念化为学院的联盟。 此

特征始于该大学成立之初,并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延续和加强。 因为院长需要对

其进行投票推选的教师而非校长负责。 而公共资金的下降,迫使学术单位赚取

自己的收入基础。 因此,中央政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引导大学发展战略目标的政

治影响力和财政影响力。
大学官员不断谴责公共管理的规则及程序对智利大学与私利大学竞争的能

力建设所造成的负担。 与私立大学不同,除非获得国会法案准许,智利大学即使

资金上有能力也不能以金钱奖励自愿退休的人员。 解雇非学术性工作人员则需

要对涉嫌违反职责或行为不端者进行调查,如此悬而不决的过程可能经年累月,
以至于几乎没有上司愿意自寻烦恼开除效率低下的职员。 其结果造成行政管理

机构臃肿,人员屡居闲职,徒增财政负担。 此外,众多合同和学校决策的合法性

需要事先经过国家审计官员办公室的管制。 如此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非但毫

无价值,反而使大学在机会来临时无法迅速做出反应。 除非获得国会议案批准,
否则大学所承担的债务偿还期不能超过智利现任总统的剩余期限。 这一规则适

合于所有的公共部门,其目的是为了遏制行政当局将合同债务转至下一任官员

买单。 这一公共财政规则本来无可厚非,但对大学而言极为不利,大学的贷款期

限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一个四年的总统任期那么长。

大 学 财 政

军政统治时期遗留下来最引人担忧的影响是智利大学工资未能跟上通胀,
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投资。 学术界被压抑的期望和要求得到重视,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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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债务来解决,然而1990年后大学的经济状况并无多大改观。 持续的预算

赤字使1997年的债务达到1990年的3倍,偿还债务的压力达到了压制学校任

何战略性发展的地步。

1998~1999年度学校决定让表现不良的业务部门如大学出版社和书店等

破产。 表演艺术的文化推广预算也被削减,其单位需要在财政上维持收支平衡。
但是,这些管理上层出台的措施未能触及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学术

单位的工资支出。 因此,大学寻求控制赤字的新预算模式必须在校长层的管理

团队和院长之间达成一致,其条件是加大权力下放。 实际上,2004年每个学院享

有本科学生学费收入的80%,之前为33%~55%;加之研究生学费和科研与技

术补助等收入。 这旨在要求学院保持收支平衡。 院长可自行决定学生规模和学

费水平,即学生的数量和教育服务的价格。
学院还有来自对大学公共基金的拨款份额,通过以往的标准进行分配。 近

10年来试图以绩效指标修改分配方案的努力因遭到大学理事会中院长们的抵

制而以失败告终。
因此,目前学校大部分资金或出自院系或由中央政府直接转移到学院,均有

相应的内部分配机制。 学校校长欲以资金为杠杆、领导大学朝其愿景发展的能

力大为削弱。 校长不能凌驾于院长之上,只有通过校长大量的劝说和磋商,才可

赢得些许改变。
财政分权在一些能够自行募集资金的学院运作良好,如工程学院、商学院和

医学院等。 理学院等基础科学院系因为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不断增长的公共

研究资助,其资金也相对宽裕。 一些自我筹资计划的输家当属人文学科、社会科

学和艺术等,因为他们缺少市场机会,并且其学术生产模式与深受自然科学和精

准学科学术惯例和标准影响的国家科学建构模式有所不符。 这不仅仅是智利大

学的问题,且整个智利的高等教育在这些人文、社科和艺术学科领域的发展都相

对滞后。 在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政治经济的环境下,要解决该问题除了注入公

共资金外别无选择。 其次理想的情况为如智利大学等规模较大的大学,能够通

过对自由支配的资源进行调整来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 然而,这些资源在智利

大学也属稀缺,很难以此方式改变现状。

战略定位与目标

智利大学知道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清楚其所处的全球化环境、知识

经济社会以及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日益激烈的竞争,因而迫切需要学校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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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管理方 面 的 问 题,因 为 这 些 问 题 将 直 接 影 响 到 大 学 运 作 的 效 率 与 效 益

(UniversidaddeChile2007,12)。 此外,在智利大学的最新认证报告(2004年)

中,国家认证委员会强调其学术组织之间的差异程度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挑战之

一。 其中有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研究型中心;有的则仍以兼职教师执行基本

的教学功能为主,研究方面进展甚微。 未作认证的分权模式(权力下放)可视为

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之一。 认证报告还呼吁要确立更为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指

标,以及执行更多的监测和控制措施。 例如,认证委员会指出缺乏监管主要体现

在学校教学过程的效率和效益方面。

1999年,智利大学出台了一份自评报告作为其认证基础,这份报告确立了

学校的优势和战略发展方向,即确立了核心课程的质量、本科生的质量及其日益

增长的数量、获得认可的研究生项目(尤其是博士层次的项目)的增加以及教师

评定和晋升的严格流程。 报告也指出以下不足: 陈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不能满

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师资队伍老化①;公共管理制度妨碍了学校对外界的种种机

会做出敏捷的反应;管理信息系统和指标较弱;资金分配未能与战略重点相匹

配,却完全按以往标准进行内部分配;学术团体缺少对学校运作的竞争环境的反

应能力。 总之,从认证结果来看,大学发展面临着更大挑战,这些挑战并非体现

在学术方面,而是体现在治理机制、管理效率和资金筹措与分配等综合方面。

此后不久,智利大学制定了2006~2010年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旨在巩固该

校作为国家顶尖大学的地位,学校的教学项目需体现意识形态多元化并紧密结

合智利国家的需要。 同时,战略规划要求改善学生的选拔、评价和后续跟踪机

制,以及与校友的关系。 学校渴望减少消耗并改进学生按时毕业等指标。 加大

研究生教育比重也是目标之一,同时将有更多的英语教学项目和通识教育的机

会,更多地利用信息技术。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该校的发展目标是增加其课程数

量,尤其是博士学位课程;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创造途径发展

继续教育;建立培育与企业的联系;加强学术领导;增加学生国际交流的机会。

科学研究方面,智利大学宣称应加强目前发展相对较弱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应更加重视到目前为止成果相对欠佳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 增加青年学

术人才以及推动发展跨学科中心、项目和专业等也是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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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以上目标实现的根本性计划是政府与大学共同订立的“大学提升计划”
(PlanofInstitutionalImprovement),该计划将资助大学采取措施,以期实现以

下两个重要管理目标:
● 大学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使校长办公室、副校长和其他校领导摆脱管

理职责,集中精力进行决策和监控,同时将管理职能移至是各分校;
● 引进世界一流的信息管理系统,运用该一体化的综合平台对大学各个层

次的活动和资源运作进行全面的实时监控。

学 术 事 务

智利大学招收到全智利最优秀的学生,其生源质量仅次于智利天主教大学,
即在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最好的2000名考生中有33%选择在智利大学就

读。 对企业主管和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表明,智利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最为抢手

最受雇主青睐。 智利大学还集聚了部分国家最优秀的专业教师,尤其是在专业

学院和理科学系。 获智利国家博士奖学金的学生中有40%被智利大学的博士

研究生项目录取。 学校的图书馆系统拥有49个图书馆,馆藏约300万册,电子

期刊超过18000种。
智利大学对学校教育课程项目仍持批判态度。 智利大学自评认证报告指出

其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学习计划缺乏弹性,过分强调专业化教育乃至危及

通识教育,课程设计分权过度以致许多学院之间在教学内容和课程标准上鲜有

共同之处,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 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体验新的参与性方法以

及利用信息技术学习的机会很少。 在(学生的)保持率、升级率、教师学生的绩效

表现以及毕业生就业能力等方面的数据难以获取或不完整。
基于此报告,智利大学已经启动了其本科教育课程改革,旨在加强通识教

育,使教授对教学担当更多的责任,提高现代化教学方法的技术支持,为获得第

一学位后的继续教育提供机会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对有关教育过程的数据

范围、及时性和可靠性加以改善。
学校在自然科学、精密科学和工程与医学等部分专业学院的科研实力很强。

学校估计,2004年仅有340名 全 职 教 师 积 极 参 与 科 研 (UniversidaddeChile
2004,127)。 研究重点往往取决于研究人员的兴趣和吸引外部资金的能力,而非

学校的预算和优先发展项目。 因此,学校很难在引导科研活动以促进教学、技术

转移或服务于学校的战略发展方向上起到杠杆调节作用。 专利的申请情况或许

可以解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开发的匮乏,2004年之前智利大学被授予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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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与国际专利仅有14个。 然而,自2005年以来,技术应用急剧上升:2004年

以前只提交22项专利申请,2005~2008年却有90项 (UniversidaddeChile
2008,24)。 另一方面,以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形式为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应用

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这些收益代表了大学相当分量的经费收入。
与全国的基本情况一样,智利大学的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的占有率仍然很

低。 大学每年接受约1400名国际学生,但其中大部分是短期海外访学的本科

生。 而该校每年前往国外学习的智利学生为200名左右。

智利天主教大学

智利天主教大学由大主教圣地亚哥于1888年建立。 其主导精神是培养具

有天主教教会道德传统的专业人士。 在捐赠者提供的资助下,其最早的专业项

目为法学和数学,很快又有建筑学和工程学加盟。
在20世纪20年代,智利天主教大学获得国家法律认可,被认为是“实现国

家教育使命的合作者”,并且获得了少量的公共资金。 随后的几个年代中,国家

财政支持很不稳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好转,到1970年大学收入中超

过80%来自政府资助(Levy1986,79 80)。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教学医院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运作,10年后,大学又

成为智利电视技术发展的先锋(Krebs,Muñoz& Valdivieso1994)。 如今,无论

是医疗保健网络和 TVUC13频道都成为大学主要的附属企业,担负着大学很

大一部分运营外的收入创收。

1968年的大学改革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管理民主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

新的动力。 许多跨学科的中心和学科组织得以建立,设立了对研究项目进行资

助的基金。 从1967年到1970年教师人数翻了一番。 但在1973年,与其他大学

一样,政府任命了一位新校长,学校的民主化运动和无拘无束的学术发展结束。
虽然此后这所大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预,对比其他大学,军权政府对智利

天主教大学的干预程度还是较为温和的。 退休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校长,他的任

期相对较长,并且与政府之间相对独立。 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 教会对该校的

保护,在军政府任职的该校老师和毕业生对学校的影响和支持,以及大学教师和

学生对由总统阿连德(PresidentAllende,1970~1973年)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

的普遍反对。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和教皇同意从智利天主教大学内部任命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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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校长。 该校长在任15年,领导学校走上了自主发展的路径,并一直持续至

今。 当全国各地的大学领导都期待皮诺切特政权(thePinochetregime)的结束

以让位给私有化政策,智利天主教大学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持续发展

的筹资方案,并于1981年改革时开始实施。 此外,智利天主教大学的管理层视

学校的财政独立是免受国家干预和忠于天主教传统与精神的重要表现。 大学的

方案是计划实现零政府补贴,这就需要提高学费———1987~1992年实际提高学

费40%(Koljatic1999,350)。 不过,仅有学费为基础资源仍然不足,还需要多元

化筹资的政策,包括激励教师提高自己的收入,提高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效

率,扩大本科生招生规模以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Bernasconi2005,

253)。 教学医院进行了扩张,并转型为营利性的业务部门。 电视台的管理实行

专业化,也成为大学的营利机构。 行政管理人员的规模削减了20%,同时提升

了教学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这些改革均在强有力的分权政策背景下进

行,也就是将决策和经营责任从学校的中心行政机构转移到学院院长。 对于医

院、电视台以及DUOC设计专业学院(theDUOCProfessionalInstitute)等附属

机构,决策和经营权则转移至其负责人 (Koljatic1999,354;Bernasconi2005,

257)。
目前,智利天主教大学在由媒体公布的全国性大学排名中稳居榜首。 对于

全球性的大学排名,如在2008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中,智利天主教大学也处

于智利第一,拉美第四和全球第241位。 该校招收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最

好的100名学生的前2/3,前1000名的1/2以上。 智利科研成果的1/4在此产

生。 其学术期刊有7份被ISI知识网检索收录(智利大学仅有3份)。 该校每年

发表的文章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微乎其微增长到2007年的700多篇。
其出版物、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和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则仅次于智利大学,位居全国

第二,但却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三的大学。
与智利大学一样,智利天主教大学所有这些积极的发展是因为学校日益依

赖私有来源的资金。 1973年直接来源于政府的资金占学校预算95%;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期,已下降到70%;1992年占学校收入的20%;目前仅占11%。
另一方面,由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对私人资金的有效管理,1992~2007年间,学校

总收入增加了3倍。
可见学校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国际研究型大学。 实现该目标的时间

节点为2038年,即该校150周年校庆之际。 以下讨论学校迄今取得的成绩及其

追求世界一流地位仍将面临的挑战。

291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治 理 和 管 理

作为教会大学,大学制定使命和法律结构的最高权力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
包括梵蒂冈和地方(教区)两级。 最高官员为名誉校长,由圣地亚哥大主教担任。
自1968年以来,校长为教皇任命的一般信徒,其任命基于大学遴选委员会的推

荐,由圣地亚哥大主教确定不具约束力的候选人保留名单。 遴选委员会的大多

数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投票选举产生,其余的则由名誉校长指定。
和智利其他的天主教大学一样,智利天主教大学没有董事会。 最高的校级

机构为高级理事会,由校长及其领导团队组成,包括院长、从每个学院派出的两

名代表中再选出的4名学术人员,以及两名学生代表等人选组成。
教师的管理权力更主要表现在老师参与院系层面的管理队伍,胜过其对学

校权力机构选举的方面。 教师委员会主要由教授选举产生。 委员会的成员则由

院系老师选举产生,选举往往在系科中进行。 院长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遴

选委员会任命,该委员会由院系的知名人士以及来自校长办公室的一位代表

组成。
院长不由选举产生的合理性与学校分权化的运作模式这一背景有关。 院长

的任命不仅因为他们学术地位突出,得到同事认可,同时还缘于其管理能力。 只

要他们遵循学校批准的学院预算,其便享有对学院管理的充分自主权(Koljatic
1999,354)。 校级行政机构制定学校的常规性政策,管理学校用于支持科研和促

进教学创新的资金,建立并维护跨学院和跨学科中心与项目,执行学校相关事务

的共同标准: 如开设新的学位课程、基础设施质量、信息技术创新,实施大学的

整体规划和预算等,以下将予以详述(Koljatic1999,354 355)。

大 学 财 政

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智利大学,由于公共财政补贴的削减和学术与行

政人员的过于繁杂和效率低下,智利天主教大学也面临着不良财政状况。 但天

主教大学的危机高峰比智利大学早了10年,处理的方式也更为激进。 作为私立

大学,天主教大学比智利大学在人员裁减方面有更多的合法空间,在提高学费方

面也面临较少的政治干扰,也能够通过长期贷款筹措资金。
智利天主教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其附属企业创造可靠的收入来源,

获得相当成功,这些企业主要包括电视频道和医疗中心。 到20世纪90年代末

这些附属企业创造了大学总收入的60%(Bernasconi2005,255)。 目前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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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的企业除卫生服务网络和电视台外,还包括开发和利用大学宝贵的土

地资产的房地产公司,以及提供工程咨询、培训和测试服务的DICTUC公司。

DICTUC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只在最近4年开展了如企业孵化等重

要活动。 2005年,为了管理和指导该大学所有营利性下属实体,该校还成立了

控股公司,旨在将大学商业公司的管理与学术管理分开,前者由控股公司等校办

企业董事会代表管理,对大学的上层领导负责。
各学院的预算拨款主要基于大学的五年计划,其形式为学校和院系签订年

度合同。 学院致力于推进该学校战略目标执行项目,学校则提供必要的资金。
此外,连续性预算基本上考虑已经雇用人员的薪金和学院创收的收入,包括学院

通过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所获取的收入、研究项目的管理费用,以及咨询服务

和技术服务的收入等。
学院仅保留其自主创收的资金,学校管理部门从中扣除10%的管理费用。

除自主创收的经费外,学校将其所有经费收益按照经由谈判达成的预算分配给

院系。 也就是说,本科生学费、公共拨款和校办企业的创收等都分配给院系,没

有先验性的院系配额。 相比智利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的管理高层在使用资金

分配的手段服务于学校发展规划和战略方面的权力要大得多。 如果某个学院需

要为新的发展项目增加资金投入,它必须说服学校认可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推进

学校发展计划,从而得到学校支持以此获取自主创收的额外资金。

战略定位与目标

大学的天主教身份以及其为国家与教会服务的使命在学校战略规划和其他

指导性文件中都得到强调。 其最近的发展规划(2005~2010年)认为,这种忠诚

是大学传统和未来发展的基石。 学校的优势有: 校长的任期较长(过去120多

年仅有10任校长);尤其在发生危机时,对资源的管理能力以及责任心;专业项

目和组织特征的创新能力;以及较少被拉美大学典型的政治化所影响的组织

文化。
智利天主教大学力求通过20多年的努力转型成为国际公认的研究型大学,

超越其在智利高等教育系统的声望,将影响扩大到整个拉美乃至全球。 正如其

战略规划所述,实现该愿景需要努力更新课程和专业项目,加强研究和博士生项

目,加强国际化,扩大对外影响、社区服务和公共政策参与,以及推动学术和行政

工作人员的自身发展等。
在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智利天主教大学认识到各院系之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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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平衡,需要培育和加强在社会科学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团队,有如在

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方面一样。 例如,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等专业中,
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超过全部教师的3/4,而在社会科学、工商管理、文学、
教育学、法学、传播学、建筑学和艺术等专业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教师只占全

部教师的一半到1/3左右,甚至还要更少。 研究经费资助、博士研究生和研究成

果出版物的数量也与此类似,同样集中在自然科学、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与工程

等领域。
在国际化方面,正如战略规划所述,要引领大学成为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研

究生教育中心。 规划强调,这不仅需要加强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流,聘请更多的

国际教师,还需要通过国际认证等形式为各学科和专业引入国际学术标准。
最后,为了使战略的各个方面取得进展,学校充分认识到教授、管理者和其

他教师员工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收入结构)维持资金的可持

续性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之必要。 规划指出要改善有关人才招聘、晋升、
保留、补偿、开发、评价和退休等方面的人事政策,以确保能够吸引并留住最优秀

的人才。 大学注重信息技术对于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并坚持分权化的管理模式,
同时协调并融入各学院的战略发展计划中,使其与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保持

一致。

学 术 事 务

过去几年,智利天主教大学在其战略规划所强调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例如,在教师发展方面,学校最近推出了大胆的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对教师的选

任、晋升和评价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行政机构对这些过程可施加更大的影

响。 新规定中最大的变化是要求所有教授既要进行科研也要进行教学,而兼任

教师可以只从事教学、科研或其他学术事务中的一种。 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都成为教师晋升时的砝码,而之前只需满足其中一个方面的条件即可。 任何级

别的职称的聘任或晋升都要求持有博士学位,或相应的最高学位,或国际基准同

等能力(如艺术学科),而此前晋升教授也只需硕士学位即可。
智利天主教大学在对其专业领域进行国际认证方面已经迈入了稳步的国际

化进程。 如商学院获得了国际高等商学 院 协 会 (theAssociationtoAdvance
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认证;工程专业通过了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

会(theAccreditationBoardforEngineeringandTechnology)认证;建筑学通过

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theRoyalInstituteofBritishArchitects)认证;医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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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美国医学院校协会(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MedicalColleges)认证;

新闻学获 得 了 美 国 新 闻 传 播 教 育 评 审 委 员 会 (theAccreditationCouncilon
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的认证。

智利天主教大学对研究的支持有两个原则: 对于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通

过与企业的互动取得基础科学研究的成功,从而发展与经济相关的基础科学研

究创新;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是其自身能否超越单一的知识积累和

知识传播功能,建立扎实的研究。 为支持研究和发展议程,学校邀请代表行业

(而非单个企业)技术兴趣的企业官员和主管,如来自酿酒厂、造纸厂、果农、采矿

和能源等行业的代表,组织成立了商业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旨在为企业主管建

立一个与大学进行商讨的平台,为其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寻求具有研究基础的解

决方案。 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策略是加强教师的研究能力,如前所

述,学校已出台新的教师管理条例作为支撑。

结  论

就其经费结构和私有化程度而言,智利的高等教育制度在拉丁美洲是个例

外。 相比拉丁美洲的其他顶尖大学,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大学(参见本

书中蒙特雷理工学院的科学产出数据),智利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在效率和效

益指标方面十分突出,如研究者的人均论文数量、生均支出、入学率与毕业率等

指标。 然而,两所大学下一阶段的发展将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和战略参与。 对

于智利大学,其内部改革也可能是其腾飞的条件,以下将对此进行阐述。

智利大学: 发展前景

智利大学所面临的挑战体现在公共政策方面,要想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政府

采取行动。 经合组织(OECD)在其最近有关智利高等教育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政府给予这所大学的资金微不足道,无论如何都不足以维持一所现代大学的运

作①。 此外,还有政府对大学管理上的限制,使智利大学无法对市场主导下的环

境需求与机会迅速做出反应。

但智利大学也存在内部障碍,主要源自18个学院和研究机构在以下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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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大学的本质要素上的异质性: 教师的研究资历、筹资能力、管理能力、管理

支持、创新意向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 这种能力和表现的多样性是分权化

的消极面,不然的话分权将不失为一种管理庞大而复杂的组织的合理的甚至可

能是唯一合理的策略。 但是,没有权力制衡的分权就会造成组织散漫、混乱。 就

智利大学而言,学校的中央行政,不论校长及其团队的权力和能力如何,都缺乏

有效的手段来引导大学朝着战略目标前进。 只要有正确有效的手段,分权举措

是可以成功的。 但现有的措施似乎太过生硬且政治成本过高而不便经常使用。
例如,校长可以命令某个学术单位重组并对重组进行干预。 在这种特殊的体制

下,大学可以终止这些单位所属教师的任命。 若他们想要返回任职,可要求他们

重新申请,并对其学术工作进行评价。 这个程序在过去10年已实施过两次,首

次是在社会科学学院,目前在公共事务研究所施行。 然而,尽管这种方案很容易

执行,但这种强烈的干预措施不适于心理脆弱者,也不适于大学的日常管理。
政府通过监管和资金投入,可成为智利大学转型过程中的盟友。 复兴人文

学科和社会科学项目的举措就是令人鼓舞的例证: 政府将在5年内为学校注入

约2000美元的资金,要求学校能够达到预先设定的里程碑,并且完成合同商定

的生产率。 另一种模式是通过绩效合同资助智利大学约700万美元进行行政改

革,如前所述。 在监管方面,专业(项目)认证方案已经帮助这所大学明确、公开、
合理地确定了存在的问题,并施压于学术单位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使那些趋于

将自己看做相关领域领导的学术人员摆脱了自满情绪。
这些措施是值得尝试的,但遗憾的是光有这些仍然不够。 智利大学的领导

已经认识到,特别是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相比,在资金方面,成为公立大学好处甚

微,官僚成本很高。 一般而言,政府不希望过多地卷入公立大学的事务,即使校

长相当开放地进行邀请,因为校长们明白牺牲一点自治而换来政府为学校带来

有利的变化是一桩不错的交易。 其实,政府比大学的责任更加重大(更应受到责

备)。 让我们回到本章开篇有关智利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问题上: 智利高等教

育的公共投入非常有限,然而高等教育发展成绩却如此斐然,实属难能可贵。 然

而,智利的大学若要在国际大学排行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无疑将需要国家更多

的参与。

智利天主教大学: 发展前景

在拉丁美洲的私立大学中,智利天主教大学是成功跻身于研究型大学行列

的为数不多的大学之一。 其他的成功案例包括在巴西较为发达州的几所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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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 位 于 哥 伦 比 亚 首 都 波 哥 大 的 洛 斯 安 第 斯 大 学 (Universidaddelos
Andes)。

然而,正如智利天主教大学2004年的认证报告中所指出的,智利天主教大

学跟智利大学一样具有较大异质性。 虽然有的院系已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向着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发展,但是有的院系仍然保持较传统的以教学为

主的状况。

这种院系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存在于智利天主教大学,也存在于智利的

所有其他大学。 与众不同的是,对于许多困扰着智利其他大学包括智利大学发

展的根本性问题,如大学的治理机制、管理体制和资金的可持续性等,智利天主

教大学已成功地与智利的高等教育环境进行协调,使以上问题得以解决,并且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当公立大学不时地与其所有者即政府为缺乏指导和

支持等问题发生争执时,智利天主教大学与天主教会之间不存在这些悬而未

决的问题。 该校也没有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事实上,其年度债务仅为智利大

学的1/6),因而更为关注开发新的资金来源,而非疲于维持收支平衡。 智利

天主教大学的治理机制及管理架构合理地平衡着教师的自主权和学校的(中

央)决策和监察之间的关系。 当需要惯性离心力(centrifugalinertia)来使平衡

得以恢复时,大学能够及时应对,如2008年《教师行为准则》(FacultyCode)的

调整即为例证。

过去10~15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努力可以伯顿·克拉克(BurtonClark)关

于创新型大学共同特征的5个发展要素来表述,这些大学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

(Clark1998),随后扩展到其他地区①(Clark2004)。 实际上,智利天主教大学已

具备多元化的筹资基础,以弥补政府资助的削减,多元化的筹资基础主要针对私

有资助收益,而非学费。

这些措施加强了该校核心监管的作用,也同时确保实施必要的分权机制。

分权机制的实施体现在学校确保各中心能够独立分配资金于学校优先发展项目

(可能来自院长的提议或者来自大学的战略发展目标);也体现在确定各中心在

发展领域专业时遵循统一不变的标准的职责。

智利天主教大学控股公司和学院(如工程学院的DICTUC)与学校两级的研

发中心和技术转移办公室都出现了“发展外围”(developmentalperiphery)。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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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智利天主教大学是克拉克在他的第二本关于创业型大学的著作中所分析过的案件之一

(Clark2004,11 21)。



案例中,克拉克所说的“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并非由新的创业型跨学科中心和

研究所建立组成,而是由传统的学术组织在20年前朝创业型发展而成,当时这

些学术组织能够保留其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以及研究

的管理费等收入。
最后,智利天主教大学通过私有资源谋求发展的文化显然已经制度化,这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执行的、大学不依靠政府拨款而进行持续发展的政策

的最终结果。 的确,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以公共资金为主对私立的、具有宗教

传统的大学进行资金投入实属不寻常。 尽管智利天主教大学对公共利益发展的

贡献巨大,但政府今后可能更愿意集中资助公立大学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按照继续严格实施已经开始的政策,智利天主教大学拟在未来20年建

成一所国际公认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如果政府投入额外资金,
无疑会加快其前进步伐。 但为了保持其竞争实力,智利天主教大学似乎要将其

发展的筹码压在当地企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创新与转移上。

智利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发展的共同模式

如果以发达国家科研最为密集(researchintensive)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

来衡量,目前这两所大学都还未成为研究型大学(researchuniversities)。 然而,
就拉丁美洲大学在过去几十年一味发展专业教学工作的典型特征来看,这两所

学校肯定有资格称之为研究导向型大学(research-orienteduniversities)。 两所

大学都一致渴望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但智利天主教大学实现该目标的

时间框架和建设路径则更为清晰。 相比智利的其他大学,如果智利最多只能支

持两所大学实施此类重点建设的话,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两所大学无疑最为

适合。
在这两所大学,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卓越研究中心与以传统的专业教学为

中心的学院并存。 拥有高收入、博士学位、活跃在主流的科学生产和技术转移的

全职教师集群与其他一些院系的、积极参与专业教学的、不以挣取大学薪水为谋

生手段的兼职教师并存。 自然和精密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随后发展

人文学科研究;而社会科学、艺术以及专业学科整整晚了一两个年代。 然而,科

学家可以利用学科历史、研究动机、政治影响和专业知识等因素获取公共研究资

金,学校的政策和条例也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便造成研究人员与专业教学人员

之间的内部紧张局势,其中前者(即研究人员)以其固有地位和参与学校决策的

活跃程度而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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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大学的科研领域都更多地由研究人员的研究计划推动,而非学校顶层

的战略方向所决定。 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融合科

研与教学、融合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 但是这样的协同发展,如智利天主教大学

最新实施的、同时基于教学和研究表现而定的教师晋升条例,尚属例外。

两所大学都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从大学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建立持

久关系的角度看,这是两所大学的薄弱之处。 然而,在院系、研究中心和专业项

目层面,它们与社区的关系较为紧密———或许智利天主教大学在这方面有更好

的计划和组织。 此外,天主教会也是该大学的利益相关者。 虽然教师和学生都

不必是天主教徒,但高层管理人员的招募却倾向于有相同信仰的人士,并且一般

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这就限制了顶层管理者的多元化发展。

两所大学权力分配的特点都是底部沉重,也就是说大多数决策都是在学院

层次做出的,而不是在学校的最高管理层,更不是在国家政府层面①。 然而,智

利天主教大学学校高层的权力相对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校80多年的教会文

化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掌权者(当局)不是由选举产生。 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最终是教会的一员,而不是学术群体的代表,尽管他可以得到教师的支持。 任命

产生的院长帮助管理学校的运行,同时领导学院。 而智利大学的院长通过选举

产生,只负责管理学院内部事务。 智利天主教大学权力更为集中的一个负面影

响是,如果校长朝着错误的方向领导,则整个大学都要遭受损失;而在智利大学

则更有可能部分学院兴盛,部分学院消退。

在智利,政府在大学的战略指导上基本缺位。 公立大学不满如此被弃置的

状态,等待政府来表达其对大学的期望。 但除了强调智利基于知识创新的经济

和高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以研发资助和研究生奖学金支持以上观点外,政府

不太表态。 另一方面,这种放任态度的好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强行实施的可能

不受大学欢迎的政策之苦,但这并不表示可以免受官僚管制。 这对智利大学尤

其不公平,因为这种管制适于公立体质的智利大学而不适于作为私立机构的智

利天主教大学,不管他们各自接受公共资金的水平如何。 智利大学接受公共部

门财政资助的消极后果之一是政府对其非学术人员终身任期的强制。 20年前

智利天主教大学因为经费所限可以解聘不必要的工作人员,而智利大学则必须

对他们永久留任。 以下数字可见一斑: 智利大学,其学生与教师规模略大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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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论智利的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管理上的充分自治在其他地方较为少见。 与此相反的情形,
可参阅本书中有关马凯雷雷大学的章节。



利天主教大学,行政人员为对方的2.4倍,两者均不计其医院和医学中心的非学

术人员。

两校之间的差异可以描绘出两者寻求发展研究型大学的竞争条件。 智利天

主教大学的条件看来更为有利。 它已在组织、管理和筹资等的重要指标方面达

到了稳定状态,而智利大学则不然。 他还在寻找中心与边缘的平衡,发展相关信

息技术系统以展示学校的改革变化,以满足政府的需要为条件要求政府增加资

助,这种交换条件的方式被称作一项“新交易”。
尽管两所大学致力于成为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并在其战略上有许多相似

之处,但就其差异而言,除上述几点外,一个关键的区别出自两者的性质: 智利

大学选择国家和政府作为战略伙伴,而智利天主教选择了私营部门。 这并不是

说智利大学不靠企业支持和学生学费,或是智利天主教大学可以远离政府的公

共研究经费。 他们已经拥有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今后也不太可能被剥离。 问题

在于需要打破国别界限获取额外的支持。 智利大学期望并要求来自公共部门的

支持,并动用其政治影响力以使这种情况发生。 相反,智利天主教大学也许希望

政府能够同样为其指明发展方向,并尽力说服政府提供支持,但是该校同时也在

加强建立与企业的联系。

在本书中,由马莫雷侯撰写的一章分析了“墨西哥式”研究型大学。 在当地

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下,本章两个智利大学的案例也能够形成他们各自的认

同感。 从拉丁美洲的传统来看,“智利式”研究型大学仍然将继续关注其专业培

训的特殊需要,拥有相当规模的兼职教师,创造知识并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服

务。 研究不太可能取代教学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但是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

大学都在试图推动一个教师参与研究的教育发展过程。 研究生招生规模将继续

增长,但若干年内,研究生部不可能成为学校主要的入学招生部门。 即使增加公

共资金的支持,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仍将保持对私有资源收入部分的强

烈依赖并且确保他们今天所享有的广泛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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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无尽求索 追求卓越: 墨西哥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

弗朗西斯科·马莫雷侯(FranciscoMarmolejo)

  如同其他国家的共同趋势,近来墨西哥也渴望发展其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使

之可与其他国家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处于同一水平。 公立大学中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①(NationalAutonomousUniversityofMexico)一直致力于此追求;而私立

高等教育机构中蒙特雷科技大学(Technological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
StudiesofMonterrey,简称ITESM)②,已经走上了类似的但又有所不同的路

径。 考虑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情况已有许多学者研究③,而对蒙特雷科技

大学缺乏研究,本章试图分析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以便更好地了解其情况,特

别将对位于蒙特雷市分校的情况进行深入剖析。
近年来,蒙特雷科技大学以其优秀的品质成功地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 蒙特雷科技大学始建于1943年,位于墨西哥蒙北部新莱昂州的首府特雷。
近年来,虽然最具研究实力的旗舰分校仍在蒙特雷市,但该校已通过设立分校的

形式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几个城市。 蒙特雷科技大

①

②

③

毫无疑问,最好的墨西哥研究型大学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它自称为墨西哥最好的研究宝地。 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历史悠久、学科广泛,是该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就其所有相关的指标看,都是最重

要的大学。 该校在世界大学中的突出地位可以从广为人知的大学排名中得以反映,如上海的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
其正式名 称 为 蒙 特 雷 高 等 教 育 和 技 术 学 院 (InstitutoTecnol췍gicoydeEstudiosSuperioresde
Monterrey,简称ITESM)。 但在西班牙语中常被称作蒙特雷理工大学(Tecnol췍gicodeMonterrey),
英语中也常被称作蒙特雷科技大学(MonterreyInstituteofTechnology)。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案例已有不同作者对其进行了分析,如它对当代墨西哥生活、政治和社会各

方面的影响(Camp1984),其学术模型的局限性(Malo2007),其独特的管理和结构(Ordorika2003),
以及这所拥有28万学生的巨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 相比之下,关于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历史和特征

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学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好案例,因为该校具有独特的历史、鲜明的特色,并正式

宣称要成为墨西哥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本章将借用萨尔米(Salmi2009)在其模

型中界定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普遍存在的几个基本特征,分析蒙特雷科技大

学的相关特征。 本章将指出,尽管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关键指标与这些特征较为

一致,但是其整体研究成果仍然很少,研究范围也相对有限。 萨尔米所界定的研

究型大学的特征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人才汇聚的能力、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治

理模式。
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学校独特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蒙特雷科技大学在墨西哥

教育系统中为非典型的(Gacel-Avila2005;Ortega1997;Rhoadesetal.2004)。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工作表现、发展重点和学术模式常常遭人诟病;有时又因为其

诸多的前沿领域而受到钦佩;学校的发展有时会与墨西哥商界精英紧密相关;有

时在墨西哥的教育政策发展和执行中又会被忽略。 然而,蒙特雷科技大学也被

认为是拉丁美洲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有时被称作墨西哥最好的大学(Elizondo
2000;G췍mez1997)。

在研究方面,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直到1996年才正式声称要建设研究

型大学的目标。 因此,该大学追求卓越研究的历史相对较短,而且集中在蒙特雷

分校。 当然,本章主要对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旗舰分校(即蒙特雷分校)进行分析,
该分校已经开始朝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努力,但仍未达到此目标。

墨西哥高等教育系统的历史和背景分析

在墨西哥,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有显著差异,了解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发

展历程和作用应对此差异进行分析。 尽管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前身墨西哥天

主教大学(PontificiaUniversidaddeM췍xico)建于1553年,但墨西哥的高等教育

系统相对年轻。 墨西哥大学(theUniversityofMexico)在1929年开始确立其

国立和自治的性质。 几年后,特别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公立大学开始在墨

西哥各州建立起来。 这些公立大学总体上遵循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术模

式和组织模式,其中包括: 开设传统的学科专业课程,通常由兼职教师在本科生

层次开设;从教师成员中选举产生校长和院长;从最近的毕业生和当地的专业人

员中招聘专、兼职教师。 一般情况下,墨西哥公立大学的治理模式通常由大学理

事会构成,并由教师、学生和院长等成员组成。 其他部门,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天

主教会和商业组织,认为公立大学的迅速扩张并没能满足或平衡他们成员的需

502 第九章 无尽求索 追求卓越: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 



求。 因此这些机构开始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逐步授权建立一些私立大学,
其中包括1943年建立的蒙特雷科技大学。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公立大学的资助模式是,以政府补贴为主,覆盖大多数

运行成本。 一般情况下,公立大学收费很少,有时只是象征性地收取部分学费和

杂费,不论学生的经济状况如何。 相比之下,私立大学的运作,如本案例中的蒙

特雷科技大学,基本由学生的学杂费来维持,另有对外服务的报酬、私人免税捐

款等收入来源,有时甚至还包括彩票组织的收益。 私立大学一般不能享用公共

资金的支持,但也有少数例外,如通过竞争而获得的某些特定研究项目、咨询服

务,或与公立大学合作、间接参与的资助项目等经费支持。

20世纪下半叶,墨西哥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增长。 全国高等教育在校人

数从1950年的3万上升至2008年的近300万。 高等教育的需求增长主要是由

墨西哥人口的快速增长(从1950年的2500万到2005年的1.03亿)以及20世

纪后期快速城市化引起的。 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需求问题,墨西哥增加了大量

专业课程项目、扩招了公立大学的入学人数、建立了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尤其

是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私立大学逐渐发展起来,这是由于政府更加重视人口

增长给公共高等教育施加的压力而非教育质量,因此对私立大学的建立采取了

宽松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关注教学方面,而在研究方面所作

的努力十分有限。 此外,私立大学通常大多致力于教学项目,尤其是对实验室和

科研基础设施投资很少的低成本专业项目。 适用于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质量保证

机制直到最近才到位。 公立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分化也是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

纪最初10年才开始显现。
目前,大型公立旗舰大学和顶尖的私立大学更加重视科研。 与此同时,对于

公立和私立大学基于外部同行评审的学术课程认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逐步巩

固,且被普遍接受(Malo&Fortes2004),学校之间开始通过专业评审的方式将

各自区分开来。
对大学近期发展进程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的改善、中央政府权力的

下放和体制的多元化等(Brunneretal.2006),因此应该将墨西哥高等教育发展

的进程置于整个墨西哥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Rubio2006)。 高等教育作

为一个系统,本身也受到墨西哥经济和社会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对参与国际竞

争的意识不断加强(Maldonado-Maldonado2003),并且对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也

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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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其规模、复杂性和多样化方面而言,近年来墨西哥高等教育领域变

化很大。 2008年,全国共有高校2442所,其中公立大学843所,私立大学1599
所;学 生2814871人,其 中 公 立 高 校 中 学 生 的 比 例 为65.7%,私 立 高 校 为

34.3%(Tuir췍n2008)。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60年前全国

高等教育机构为数不多,在校学生也仅有约3万人,其中也包括蒙特雷科技大学

仅有的一两百名学生。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建立与历史

通过分析蒙特雷科技大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就会清楚了解为何该大学选

择建在新莱昂州。 新莱昂州位于墨西哥东北部,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接壤,是墨

西哥与美国贸易往来的主要枢纽。 其州府蒙特雷被称为墨西哥的金融之都。 一

般来说,历 年 来 新 莱 昂 州 最 重 要 的 区 域 竞 争 力 指 数 仅 次 于 联 邦 区 位 居 第 二

(OECD2009),是墨西哥经济实力第三强的州。

近年来该州的工业活动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过渡到更为尖端的高附加值的

生产活动①。 此外,新莱昂州的生活条件也超出全国平均水平②。
新莱昂州因为其代代相传的创业文化而闻名。 其地理位置和大都市的人口

特征等是影响新莱昂州地区经济发展、商界创业态度以及区域经济和大学的国

际化的重要因素(Mora,Marmolejo&Pavlakovich2006)。 这些因素对蒙特雷

科技大学的创立和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该州有43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公立的新莱昂州自治大学

(全国第三,学生规模超过12万人),蒙特雷科技大学仅居其次。

蒙特雷科技大学发展简史

新莱昂州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发展,这就需要大量训练

有素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从而就需要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及其专业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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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所测的蒙特雷州的科技成果指数为0.476,低于美国的0.733,但高于墨西哥全国的平均水平

(0.389)。 该综合指数关注某个国家或地区在科技创新和应用上的整体水平。 (http: //unpan1.un.
org/intradoc/group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14340.pdf)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该州的人均收入(2008年为15437美元)超过了国家人均收入的87%,而预期寿

命(男性75岁,女性79岁)也超过了国家的平均水平。 事实上,该州是墨西哥贫困水平倒数第二低的

州,是国内最不容易边缘化的人群之一,由基尼系数测定表明该州的收入分配情况比墨西哥其他地

方做得好(OECD2009)。



扩展。 由于该州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仍处于发展初期,因此蒙特雷市的著名企

业家沙达(EugenioGarza-Sada)决定率领一群实业家建立一所大学以直接满足

他们的需要。
蒙特雷科技大学建于1943年,是墨西哥历史上第四所私立大学。 其创校者

认识到该地区公司里的工程师和中层管理人员短缺(Elizondo2003),而当时所

设立的公立大学模式无法满足该需求。 沙达(Sada)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
为了培养墨西哥现代社会和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型人才,想要在国内建立一所

优秀的私立大学(Elizondo2000)。 因此,作为一所私立的、非盈利性的教育机

构,蒙特雷科技大学便于1943年7月14日正式建立起来,该校独立于任何政党

或宗教团体。
蒙特雷科技大学成立之初,共有227名学生和14名教师分布在两个本科学

院: 工业工程学院和会计学院(另有一所中学)。 当时出于不同原因已在墨西哥

建立起来的私立大学有: 哈利斯科州由于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对抗而建立的瓜

达拉哈拉自治大学(theAutonomousUniversityofGuadalajara);应天主教团体

的请求而建立的拉萨尔大学(theLaSalleUniversity);在墨西哥城以美国模式

而建立的美洲大学(theUniversityoftheAmericas)。 作为直接回应企业界需

求而建立的唯一一所大学便是在蒙特雷建立的这所科技大学。 在该校的历史上

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见附录9.1),尤其是某些与该校科研目标相关的事件更

为重要。 具体如下:

1947年:设立蒙特雷科技大学彩票 蒙特雷科技大学开始运作时难免要遇

到困难,尽管大学新成立时是由企业出资支持的,但其所获公共资金不足。 因

此,若要维持可持续性的长期发展,显然需要其他资金来源。 当时,在联邦政府

的监督下,非营利组织可依法设立彩票机制,以期用其收入来支持社会事业的发

展。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创校者利用这一机制设立了彩票。 近年来,蒙特雷科技

大学的彩票(现为“科技彩票”,SorteoTec)成为其发展资金中的最为重要的来

源之一。 目前,蒙特雷科技大学每年发行三期彩票,年度设奖总额折合美元

2300万。 每期彩票发行45万张,售出后为学校带来每期2900万美元,全年

9700万美元的总收入。 “科技彩票”的收益被用于提供奖学金、设立讲习教授

等,并已成为支持大学研究活动的关键。

1950年:获得美国认证 在墨西哥对私立大学的法律法规尚未明确的情况

下,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在学校成立短短几年后便决定实行美国高等教育系

统评审,为其学术贡献提供合法化依据。 寻求美国认可不仅是为了获得国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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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是为了减轻因国家法规的潜在变化而带来的冲击和避免类似的风险。 由

于地理位置相近,负责对德克萨斯等11个州的教育机构实施评审制度的、美国

南部高校协会(theSouthernAssociationofColleges&Schools) ,接受了这个

不同寻常的请求。 学校于1950年通过评审,这使得蒙特雷科技大学成为美国以

外第一个获得美国区域评审机构认证的学校。 获得美国协会的认证不仅意味着

国外教育实体的认可,而且使学校沉浸于同行评审和组织效率的文化中,这在当

时的墨西哥高等教育界尚属罕见。 也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1952年:从墨西哥政府获得特别的自治地位 自成立后,学校一直担心政

府政策潜在的、意外的变化,但在第九年的时候这种担忧不复存在。 这是因为当

时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与联邦政府交涉成功,通过了总统特别法令,为学校赢

得了“自由大学学院(EscuelaLibreUniversitaria)”的特殊地位。 该法令赋予该

校国家教育部的特惠条件,即使其享有自主开设专业课程和授予学位的权力。
与极少数几所学校一同获得“自由大学学院”地位,使得蒙特雷科技大学在调整

专科项目和采用新的教育与组织模式上享有足够的灵活性,无须受限于政府对

其他私立学校的标准法规。

1967年:向其他城市扩张 在蒙特雷科技大学成立的几年后,墨西哥其他

地区的商界(企业)人士开始向学校当局提出在蒙特雷以外的城市开设分校的要

求,其中很多为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直到1967年,学校才在太平洋沿岸

城市、索诺拉州的瓜伊马斯建立首个分校。 这是蒙特雷科技大学大规模扩张到

国内其他城市的开端。 各个分校的建立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在当地设立致

力于筹集基础设施和运营成本的董事会。 蒙特雷科技大学承担了建立教学模式

和管理学校的责任。 尽管维持教学课程的质量是一项重大挑战,但蒙特雷科技

大学开设分校时这种由当地企业提供资金而蒙特雷科技大学提供学术(教学)服

务和管理的责任分摊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 截至2010年,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

已在墨西哥发展为一个覆盖25个地区33个分校的庞大网络,为整个国家提供

服务。

1968年:颁发博士学位 建校25年后,蒙特雷科技大学颁发了首个博士学

位,即化学专业有机化学方向。 这是蒙特雷科技大学迈向研究型大学的首次努

力。 这一举措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这是在1961
年就开始授予硕士学位的有机化学专业教师逐渐巩固的结果。 这种在学系之下

建立核心教师队伍的方法成为此后学校建立类似研究生专业项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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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蒙特雷科技大学的系统正规化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分校在全国逐

渐发展,但到1967年开始有些失控,要求学校当局改善其组织与功能。 因此致

使学校董事会决定将系统正规化,设立系统的总校长和若干主管区域分校的副

校长。

1996年:决定将科学研究作为其核心使命 虽然蒙特雷科技大学从创建初

期就开展了科研工作,但学校未将研究视为其核心职能,尤其是在学校没有公共

研究资金的情况下。 然而,学校之前在分校设立的博士项目在学校教学和科研

之间引发了矛盾。 学校要想留住优秀的教师和富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就必须对

该问题加以解决。 直到1996年在对战略计划进行审查时,学校才决定将科研作

为学校的中心活动。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校在墨西哥国内外的表现和声望,自然

不能忽视研究的作用。 然而,研究的重点显然将放在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应

用研究上,这样有助于学校从企业,或者有时也从政府,获取研究经费。 该决策

使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走向内部的非正式分化,因为并非所有的分校都有能力

或有兴趣从事科研。 10年后,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的33所分校中仅有8所正

式宣布朝研究型大学方向发展,而其余分校不以研究活动为主(Enriquez2007)。

1997年:创立蒙特雷科技大学虚拟大学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南部高

校协会正式质疑了蒙特雷科技大学的认证,因为并非其所有的分校都能达到同

样的质量标准。 该协会特别指出,相当数量的教师不具有合格的学位,该问题在

旗舰分校以外的分校尤为突出。 学校未能解决替换老师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失

去美国认证的可能性,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决定通过为教师提供研究生远

程教学项目,以期大规模提升教师学历来解决问题。 这就需要学校大量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以求能为蒙特雷分校的老师们提供远程教育项目。 与此同时,蒙特

雷科技大学与许多学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the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和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请对方的教授通过卫星视频(会议)的形式为蒙特雷科技大学各分

校参加硕士和博士课程学习的教师授课。 所有的基础设施费用和教师薪酬都由

蒙特雷科技大学承担,参与学习的教师必须承诺他们至少在接受培训期间继续

为学校服务。 此外,蒙特雷科技大学还挑选并资助大批教师到以美国为主的大

学攻读各种博士生学位课程。 因此,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蒙特雷科技大学重新

达到了美国南部高校协会的认证要求,同时也发展了其传授远程教育项目的专

业知识。 新获取的知识被运用于建设虚拟大学(Cruz2001)。 虚拟大学现每年

为来自墨西哥1270个地方(授课点)和拉美其他10个国家160个地方(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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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8万多名学生(ITESM2009c)提供专业发展和正式学位课程。

蒙特雷科技大学旗舰分校与

系统之间的分化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旗舰分校位于蒙特雷市,是该系统的33个分校之一,学

习和研究设施最为齐备。 也是其中唯一拥有医学院的分校。 虽然没有公开承

认,但蒙特雷分校是蒙特雷科技大学致力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焦点,主要体现

在与其他分校相比,系统在资源和体制等方面都对蒙特雷分校有所倾斜。

2009~2010学年,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共有在校生96649人,其中蒙特雷

分校25705人,占总体的27%。 蒙特雷分校是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中在校学生

人数最多的,其次依次为墨西哥城分校、墨西哥州分校和瓜达拉哈拉分校。 蒙特

雷分校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布为高中生17%,本科生68%,研究生14%。 蒙特雷

科技大学系统,尤其是蒙特雷分校加强研究能力的部分战略由以下数据可见一

斑: 在校生总人数在2003~2009年增长了5.3%(而整个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

仅为3.2%);高中生比例则降低了13.8%,本科生增长了4.5%,研究生人数突

飞猛进,增长了50.4%(ITESM2004a,2010)。
教师的职称情况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2009年蒙特雷分校2102名教师中

有927名为全职教师,占44%,而在整个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该比例为33%。
相比较,在2003~2009年间,蒙特雷分校的全职教授数增加了24% ,而整个蒙

特雷科技大学系统却下降了2%。 蒙特雷分校的全职教师占整个系统全职教师

的32%,兼职教授的比例为系统全部兼职教师的20%(ITESM2004a,2010)。
如其所料,蒙特雷分校的学生在专业项目方面的选择最多,整个系统提供的

54个专业项目中,蒙特雷分校涵盖了其中的43个,分别为: 机电一体化和信息

技术(8个),工艺和制造工程(5个),生物技术、化学和食品科学(6个),土木工

程(2个),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6个),通讯、文学和传媒(3个),国际关系和政

治学(2个),数字动画和设计(2个),经济学和法律(3个),商学(4个)以及会计

和财务(2个)。 这些专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43个本科生项目中有36个

既可选择墨西哥较为普遍的以专业为主的教学方式,也可以选择国际通行的、与

美国大学的本科生项目特点更为相似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方式。
在整个系统层面,蒙特雷科技大学拥有26个专业领域课程、46个硕士课程

以及10个博士课程。 其中,蒙特雷校园提供了15个专业领域的课程(2个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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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域的课程、12个医药领域的课程以及1个工程和建筑领域的课程),41个

硕士学位授予点(2个建筑领域、6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2个传播学和新

闻学领域、2个法律领域、4个教育学领域、14个工商管理领域、1个卫生学领域

以及10个信息技术和电子学领域),以及7个在人文、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教育

创新、工程科学、管理科学,信息技术和传播学等学科领域的博士生项目。
此外,蒙特雷分校有9个硕士学位项目和1个博士学位项目与国外其他大

学签有双学位项目协议,其中以美国大学为主,也有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等国家的高校。
蒙特雷科技大学提升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为教师的学历提升提供资

金和时间支持。 2008年, 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中有11.1%的教师在同一时间

参加硕士或博士项目学习。 蒙特雷分校该比例则较低,主要因为该分校作为旗

舰大学在吸引高学历的师资方面更有优势,而其他学校主要依靠自己培养,即通

过支持教师追求研究生教育来达成提升教师学历的目标。 这些教师通常报读蒙

特雷科技大学系统内部提供的学习项目,学习方式为传统的教室授课或通过其

虚拟大学。 对于美国南部高校协会的评审标准和最近由墨西哥评审机构制定的

评审标准,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教师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取得了更高的学位。 2008
年蒙特雷分校95.7%的本科生课程由持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教师教授,83.5%
的研究生课程由持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教授(ITESM2010)。

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的

评审及其对研究的支持

  墨西哥大学的评审制度建立较晚。 多年来,私立大学只需要获得教育部的

官方授权和取得其具体专业项目的授权即可。 如前所述,1952年蒙特雷科技大

学获得联邦政府授予的特殊地位,这使得其在学校发展以及之后教学课程的开

设改革上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此外,蒙特雷科技大学自1950年起就获得了美

国南部高校协会的学校认证。 学校于2008年再次获得新的10年认证。 蒙特雷

科技大学是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在美国以外认证的、仅有的7所大学之一,其中4
所在墨西哥。 而蒙特雷科技大学是获得该协会认证的、提供4个及以上博士学

位项目的唯一一所非美国大学(SACS2009)。
多年来,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办学标准以及之后由美国南部高校协会所作的

评审都对大学自我评估、质量保证与注重效益的组织文化和办学实践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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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迫使学校以创新的方法来面对其为达到美国南部高校协会的标准所遇到的挑

战,比如说,学校为了保持评审标准而大规模地提升教师学历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接受美国认证的经验不仅有利于改善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的内部管理,也

对墨西哥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了影响。 该校的经验帮助墨西哥西里大学联合

会(theMexicanFederationofPrivateUniversities)从1996年起发展执行了墨

西哥式的高校评审制度。 蒙特雷科技大学于1997年首先获得了联合会的认证,
并于2009年再次获得了有效期为10年的认证。

成立于2000年的墨西哥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theMexicanCouncilforthe
AccreditationofHigherEducation)对26个基于不同学科的独立认证机构进行

管理,负责其标准的制定和资格的授予。 作为对委员会关于教育质量重要性的

回应,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所有教学项目都获得了相应的认证,或者正在进行认证

的过程之中。 此外,蒙特雷分校的部分教学项目以与申请美国南部高校协会认

证相类似的方式接受了其他国外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如商学项目获得了国际

高等商学院协会(theAssociationtoAdvance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的

认证;工学 项 目 获 得 了 工 程 与 技 术 认 证 委 员 会 (theAccreditationBoardfor
EngineeringandTechnology)的认证;新闻学获得了拉美新闻教育认证委员会

(theLatinAmericanCouncilfortheAccreditationofJournalismEducation)的

认证。
最后,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墨西哥教学项目的重要质量指标是接受全国科学

与技术委员会(the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Council)全国研究生教育

质量项目(theNationalProgramofQualityGraduatePrograms)的评审。 该评

审项目基于广泛和严格的同行评审。 这种认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经过该评审

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学生入学时可以获得全国科学与技术委员会资助的全额奖

学金,覆盖其学费与生活费。 整体来看,截至2009年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中的

56个研究生项目已有40个被授予认证资格;就蒙特雷分校来看,其7个博士生

项目中有4个通过该评审(CONACYT2009a)。

促进还是阻碍了研究工作

传统上,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是通过一个向校长或学术副校长报告的中心

办公室组织的。 而在蒙特雷分校并非如此,有趣的是,在其组织结构中甚至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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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此类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蒙特雷科技大学深受其创校者的商业取向的影响(Enriquez

2007)。 其组织结构表现为一个相对较为简单的、扁平式的、灵活的分层式结构,
这在典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常见。

整个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的最高行政权力掌握在由董事会任命的总校长手

中。 系统内部,其管理权力又分属4个区域校长。 4个地区中,就其学生规模而

言,最大的为位于蒙特雷市的旗舰分校。 每个校园的最高行政权力属于分校校

长或总管,他们向相应的区域校长报告分校情况。 通常每个分校校长下设4个

部门,分别负责学术事务、商业服务和推广、社会发展与学生发展,以及高中部课

程项目等。 在蒙特雷分校,这4个部门的院长向校长报告,每个学院又分设学术

部门和研究生学院,还设有各种研究中心。
研究政策和程序一般由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通过负责学术发展与研究的副

校长办公室管理,该副校长下设研究生项目与研究办公室。 蒙特雷科技大学系

统总部都设在蒙特雷分校,这有利于蒙特雷分校与其学校系统的中央办公室的

沟通和协调,但同时也给那些同样致力于发展研究的分校带来不便,这些学校包

括位于瓜达拉哈拉和墨西哥城的分校。
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的领导层认为保持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很重要(ITESM

2010)。 然而,在有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时,这种结构上的灵活性经常发生变化。
尽管可以认为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结构的灵活性是其重要优势,但不可否认这

同时也可能成为劣势。 由于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个人均由相应的高层行政机关

任命,因此整个系统或分校的各部门突然发生转变、合并、扩张或关闭也就不足

为奇了。 由此导致各学院的学术或行政主管的角色和位置也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

学 校 管 理

萨尔米指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3个主要特征之一为管理规范,即“鼓励

发展战略愿景、勇于创新和灵活机动”。 在这方面,蒙特雷科技大学的管理模式

似乎遵循了萨尔米所说的特征。
蒙特雷科技大学领导的长期稳定性是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建校60多

年以来,蒙特雷科技大学仅有过三任董事会主席和三任校长。 目前即将卸任的

校长拉斐尔·兰格尔索斯曼(RafaelRangel-Sostmann),是蒙特雷科技大学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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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发展成为顶尖大学的功臣,他自1985年起即任现职。
蒙特雷科技大学遵循外部利益相关者组成董事会的治理模式。 董事会享有

重要权力,并任命主要管理人员。 而墨西哥的大多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很少有

外部人员参与学校治理,大部分学校的重要决策由师生抉择。
董事会有权通过其执行委员会指定总校校长,批准总预算、批准教学课程开

设及学位授予。 成为董事会成员须有现有成员投票通过。 目前,董事会成员中

大多数是知名的商界人士和学校的捐助者。
在机构内部,基于大学总校长的提议,每位区域校长和3位蒙特雷科技大学

系统的副校长也由执行委员会任命。 大学总校长通过咨询相关的区域校长来指

定各分校校长。 学院院长则由分校校长在其内部予以任命。
对于教师管理,蒙特雷科技大学在每个地区都有学术 委 员 会 (Academic

Senate)。 学术委员会由区域校长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各分校校长和选举产生

的教授,选举是由同行基于每30位全职和兼职教师选取一名评议员的比例选

取。 学术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的学术政策和规则,其中包括专业课程、学生入

学、学术相关性问题、学生评价、学生处罚、学位授予、专业学术要求、教师休假,
并对优秀学生和教师进行认可和肯定等(TESM2004b)。 此外,各分校拥有教

师大会,作为对地区学术委员会提供咨询和为其提交学术计划的论坛。
在学生层面,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生联合会虽然没有正式参与学校的管理,

但不失为代表学生的论坛。

大 学 财 政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财政模式是振奋人心的案例。 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原则

上政府不给予直接资助。 其资金基础主要来自学生的学杂费、庞大的彩票收入、
合同服务所产生的收益,以及来自个人与企业的捐款。 从当地捐助者募集的资

金和彩票发行的收入使不同分校的基础建设成为可能。 分校校长负责确保各分

校财务状况良好。
蒙特雷科技大学费用浩大,学生主要来自墨西哥社会的中层和上层。 先进

的、管理良好的财务系统使学校能为诸多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奖学金和助

学贷款。
现实中,虽然蒙特雷科技大学大力宣扬和努力强调其对政府财政的独立性,

但在实践中学校设法以各种方式成功获得原本专为公立机构设立的政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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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分的基金数量不如学校其他资金来源多。 遗憾的是,关于该机构有限

的财政公共信息反映了其财政状况的稳定性以及其获得政府支持的稳定性。
认识到公共资金问题高度敏感,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成功地游说政府机

构扩展其部分项目,使原本为公立大学设计的项目向蒙特雷科技大学开放。 例

如,所有参加全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评估过的研究生教学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

政府公共奖学金,免交生活费和学杂费,这笔收入直接转到了学校。 奖学金项目

最初为公立大学的优秀研究生项目设计,但当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项目通过委员

会评估时,该机构别无选择,只有将同样的特惠政策赋予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

生。 如果没有政府的间接支持,蒙特雷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要通过全国科学

和技术委员会的评估将十分困难,因为这将导致其学生规模急剧下降。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另一项间接的财政利益在税收政策。 如同其他非营利机

构和所有公立大学一样,蒙特雷科技大学无需缴纳收入税,甚至包括其彩票收益

在内。 这也使学校可以获得私人捐助者和公司的免税捐赠。
此外,学校还从对各级政府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中获得额外的公共资金。

如经常为州政府和市政府提供的周期性竞争力和战略规划研究便是例证。
最后,蒙特雷科技大学可以通过参与竞争,获得联邦和州政府近年来提供的

科技创新基金;另外还可以间接获得政府对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的小额资助。

建成研究型大学: 目的、对象与途径

蒙特雷科技大学领导层所制定的,并在各分校层面实施的研究政策和相关

项目对提升其研究型大学地位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而作为旗舰分校的蒙特雷分

校也在其专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地位。
显然,蒙特雷科技大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 将精力集

中于部分研究范围和基本上以私有资金对研究进行资助。 达成的预期结果包

括: 扩大了外部影响,促进了内部资源的分配和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建立,也取得

了研究成果的重要增长。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非学校优先研

究项目的边缘化、分校之间进一步的分化和教师自主开展研究的自由受阻等。
学校追求研究型大学地位的长效影响还有待观察。

对于其建校以后的前30年,蒙特雷科技大学未将研究列为其教育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如此。 直到1970年墨西

哥政府认识到需要支持科研而建立了全国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然而,只有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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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有资格使用该委员会的资金进行研究,一般来说,大多数私立大学,包括蒙

特雷科技大学在内,参与研究的情况仍属少数。
直到1985年,当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对学校的使命进行定期审查

时,其确立了学校要取得国际地位和更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需要的愿望,认为

应该在更深程度上参与科研。 因此,学校在1985~1995年的学校发展使命

中明确地谈到研究的重要性(Enriquez2007)。 不 过 那 时 将 研 究 纳 入 学 校 使

命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其后 在1996~2005年 的 学 校 战 略 规 划 中 明

确重申 了 其 研 究 使 命。 直 到2005年 学 校 再 次 审 查 其 使 命, 确 立 了 学 校

2015年的长远规划,将其发展方向定为强调科研并制定具体的学校战略以

支持研究。
这个愿望难免会引起内部挑战和不平等感的产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分校

都适合朝研究型的模式发展。 学院当局坚持为弥补内部体制和能力的差异而努

力(ITESM2009a),事实上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中其他分校和蒙特雷分校之

间的差距似乎在逐渐缩小。 然而,实际上分歧实质依然存在。 对于诸如蒙特

雷科技大学这样拥有几个大分校和很多小分校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一个多

样化的教育体制追求研究卓越时,其内部无疑会出现分层现象。 蒙特雷科技

大学分散式的发展和财务模式,以及由中央管理机构建立的决策过程,使那些

小规模分校难以从事研究活动,而那些较大的分校会发现研究的愿望更加切

实可行。 例如,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分校或索尔蒂洛城分校,他们分别只有一名

教师入选“国家研究人员名册”①(占所有全职教师比例的1.5%),而蒙特雷分

校有122位研究人员入选该名册(占所有全职教师比例的13%)。 以下两个

事实加剧了学院内部的分化: 一是学校规定了研究资助应该直接和官方确立

的优先发展研究领域挂钩;二是研究机构应该具有成为自给自足或获取外部

资源的潜力。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研究战略包括以下内容: 使蒙特雷科技大学在吸引研究

人员方面具有竞争性;只在学院确定的优先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支持中心和研究

机构的建设;在财政上支持“讲席教授”;把研究人员的工作与成功指标结合起

来,包括长期可持续性、专利、科学出版物等;把研究和新公司、工业的发展及应

用紧密联系。 以下是对总体战略各项内容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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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和保留优秀的研究人员

与萨尔米(Salmi2009)所描述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一致,蒙特雷科技大

学在吸引和保留拥有合格学历的教师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 蒙特雷分校已决定

增加对研究感兴趣的教师数,而学校在“国家研究人员名册”①中教师数的增加

则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目标②。
正如所料,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分校在吸引属于“国家研究人员名册”

的教师方面非常成功。 2009学年初,122名教师属于“国家研究人员名册”,占

所有全职教师的13%;其次为墨西哥城分校的36名;然后是墨西哥州分校的

33人和瓜达拉哈拉分校的9人(ITESM2009b)。 到目前为止,蒙特雷科技大

学系统在墨西哥私立大学中仍是拥有“国家研究人员名册”教师最多的学校。
然而,与公立大学相比,蒙特雷科技大学仍远远落后。 例如,新莱昂州自治大

学同样位 于 蒙 特 雷 市,同 一 时 期 有 此 类 教 师373名,是 蒙 特 雷 分 校 的3倍

(UANL2009)。

开展学校优先领域的研究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已决定在以下领域着重开展学校的各项研究工

作: 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健康学、制造与设计、机电一体化、纳米技术、信息和

通信技术、可持续发展、创业、管理、社会科学、人文、区域发展、社会发展和教育

等。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这些研究,一系列基于蒙特雷科技大学研究能力以及为

了满足当地发展需要的研究中心已经建立起来。
蒙特雷分校共有21个研究中心在运作(见表9.1)。 发展几个重点领域的

研究战略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学校集中资源;另一方面

它又限制了其他领域的创造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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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分校列入“国家研究人员名册”的成员情况如下:27名候选人,72名国家一级

研究人员,18个二级研究人员和5个三级研究人员,这是对活跃的研究人员的最高荣誉。
该方案于1984年由墨西哥政府建立,最初的目的是补贴公立大学低工资的研究人员,以保留优秀的

研究人员。 多年来,成为“国家研究人员名册”的一分子象征着研究者科学贡献的品质和荣誉。 国家

研究人员不仅意味着得到同行的认可及荣誉,也意味着政府直接发放额外的免税收入(CONACYT
2009b)。 然而,这一项目只针对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这一事实让蒙特雷科技大学在试图吸引和留

住研究人才时处于劣势。 这导致蒙特雷科技大学当局出台了以下政策,该政策规定研究人员可向

“国家研究人员名册”申请会员资格,一旦得到认可,则其作为研究者的经济补贴由蒙特雷科技大学

自身的资金支付。



表9.1 蒙特雷科技大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及所获专利数量(2009年度)

ITESM蒙特雷分校 ITESM其他校区

优先发展领域 研究中心 讲席教授 专利* 研究中心 讲席教授 专利*

生物技术与食品 1 11 4 0 1 0

保健学 1 7 1 0 0 0

制造和设计 2 20 31 15 38 0

信息和通信技术 4 23 3 0 7 1

可持续发展 3 6 0 0 0 0

商学 3 25 1 9 21 0

管理学 7 35 0 0 44 0

教育学 0 4 0 1 0 0

总计 21 131 40 25 111 1

  资料来源: 蒙特雷科技大学(ITESM2009a)。
*包括1998~2009年颁发的所有专利。

研究型讲席教授

为在学校设定的优先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提供财力资助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策略,这已得到证实。 蒙特雷科技大学从自己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种

子基金创立了讲席教授(C췍tedras)项目来促进研究团队的创新。 每个讲习教

授都是由特别委员会在一组研究候选人员中进行挑选,通过审核并提交一项

提案后批准的。 一旦获得批准,讲习教授将在以后5年内获得总额相当于15
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在此期间这些教授还可以申请其他同等或更高价值的外

部资金。 讲习教授每年都要就其一年的表现接受评估,这是重新审核该荣誉

的必要条件。 虽然有少数的讲习资格因为没有完成预期目标而被取消,大多

数教授还是能够获得由公司、国家或国际基金组织提供的额外资金的。 值得

注意的是讲习教授获得的资金明显低于同类国际讲席教授的水平。 在美国给

讲席教授提供的资金标准是100万美元,这些通常就分配给一个研究人员从

事研究,在投入时间上也长于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项目。 与此相反,蒙特雷科技

大学的模式是资助金额少,资金分配给一个研究团队而不是个人,且资助的时

间很短。 如今,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将讲习教授制度视为刺激研究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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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因为之前所作的其他尝试效果不佳。 正如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

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分校在该系统内享有最大的讲习教授份额。 在2009
学年开始,整个系统共建立了242个讲习研究团队,而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

分校就占了131个名额。

建立衡量研究成果的标准

学校建立了一系列衡量研究成果的具体指标并不断对其进行监控,这些指

标与学校文化和学校注重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旨相一致。 各分校、研究的

优先领域或研究者等信息通过可进行公开检索的在线数据库进行公布。 蒙特雷

科技大学的数据显示,研究人员的研究生产力,不论是在蒙特雷分校还是蒙特雷

科技大学系统,在2004~2008年都有了显著提高,虽然和其他国际标准比较其

数字仍然较低(见表9.2)。 例如,蒙特雷分校的教师在2008年总共发表了193
篇索引论文,相当于每位教师发表了0.22篇索引论文。 然而,某些领域的增长

是惊人的,如专利出版。 到2009年,蒙特雷分校的研究人员已经公布40个专利

并获奖。 虽然在前景良好和利润丰厚的生物技术和健康领域也有专利获了奖,

但是大部分专利集中在制造和设计领域。 用一个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蒙特雷分

校之间的研究基础设施和研究成果之间的差距,那就是除蒙特雷分校的获奖以

外,其他分校只有一项专利发表和获奖。 专利增长的一个关键刺激因素是创立

了讲席教授项目,此项目制定了以专利和相关的自我可持续性为依据的具体评

估标准。

表9.2 蒙特雷科技大学(ITESM):2004、2008年若干科学成果指标

类 别
ITESM系统 蒙特雷分校

蒙特雷分校比

ITESM系统

2004 2008 2004 2008 2004(%)2008(%)

被检索期刊的论文 239 328 162 193 68 59

会议论文 626 516 524 291 84 56

著作(独著或合著) 47 109 30 39 64 36

著作章节 86 205 62 104 72 51

报纸社论 173 412 139 129 8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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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别
ITESM系统 蒙特雷分校

蒙特雷分校比

ITESM系统

2004 2008 2004 2008 2004(%)2008(%)

同行评审文章 49 92 27 49 55 53

信息传播的文章 137 117 113 65 82 56

受邀报告 530 502 450 215 85 43

论文报告 341 679 246 377 72 56

技术报告 212 138 178 89 84 64

主办会议 98 151 82 71 84 47

专业委员会成员 59 54 51 29 86 54

主办会议或期刊 109 200 101 121 93 61

期刊编委 47 47 40 22 85 47

期刊编辑 17 27 12 6 71 22

其他论文 331 337 285 173 86 51

  资料来源: 数据是作者根据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数据计算而来:
http: //www.itesm.edu /wps /portal?WCM _GLOBAL _CONTEXT= /wps /wcm /connect /

ITESMv2/Tecnol%C3%B3gico+de+Monterrey/Investigaci%C3%B3n/。

把研究与新公司的发展或技术应用相结合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整体研究战略通过一个同步项目得以完善。 这个项目通

过促进研究人员和公司相互之间知识的转移,让学院更有效、更紧密地和商业部

门保持联系。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已努力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培养中心(帮

助创办高新技术和中级技术企业,并对小型企业进行社会引导)、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支持中小型公司并帮助他们探索新的国际市场)和科技园区(为公司提供

专门的设施)组成的庞大网络。 此外,蒙特雷科技大学位于瓜达拉哈拉分校的技

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中心为各分校和各公司的研究人员提供指导。 2009年蒙特

雷科技大学系统共建立了87个企业培养中心,14个企业发展促进中心,11个科

技园区,取得了极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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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术模式:
万能药还是困境

  蒙特雷科技大学不仅重点关注研究的新兴趣,而且也重点关注发展一个规

范的教学模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蒙特雷科技大学教育模式”,现已在所有的分

校、所有的学术项目以及相关的课程中逐步实施。 在2008~2009学年结束时,
蒙特雷科技大学所有分校74%的课程都采用了这种教育模式(ITESM2009a)。

概括地说,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教育模式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而形成的: 毕

业生须在全球舞台上具有竞争力,具有很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并具有创业精神。 这一教育模式还假定学生必

须准备好成为社区的领袖。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教育模式把教授视为指导和促进

学生发展、帮助培养学生更积极、主动的学习风格。 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并在该学院所有的分校间实行信息技术的高标准化。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教育模式的战略一直基于三个理念: 把整个系统的大纲

进行标准化,这有助于学院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为相似内容的课程提供共同的

教学材料,这样可以融合教师的专业知识并以更经济的方式运行;把内部的技术

平台进行标准化并用于系统内部,以支持教学;大规模的教师培训项目,要求所

有教职员学习使用技术平台,以此发展教学材料、教学内容和学习评估。 这种大

规模的教学方法和方式标准化使蒙特雷科技大学教育模式的实施迅速发展。

蒙特雷科技大学: 精英大学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费很昂贵,只有少部分墨西哥家庭能负担得起。 蒙特

雷科技大学是墨西哥三大最昂贵学院其中之一。 虽然没有蒙特雷科技大学学生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公开信息,但人们普遍认为大部分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

生来自于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毕业于

昂贵的私立高中后进入该学院学习的。 这种情况给学院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

为根据其学术模式的要求,该校旨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又具有民族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的学生。
为了能够让经济条件有限的学生也能在蒙特雷科技大学求学,学校已经做

了大量的工作。 事实上,蒙特雷科技大学35%的本科生和53%的研究生能获得

222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由该校基金会提供的某类奖学金或助学贷款(ITESM,2009a)。 尽管如此,公众

仍普遍认为蒙特雷科技大学是一所精英学校,往往认为这里的毕业生不会面临

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问题。 学校要努力减少这种负面看法似乎势在必行,但可能

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改变这些长期存在的看法。
与此同时,蒙特雷科技大学已利用墨西哥的一些教育法规,转向支持他们培

养学生更强社会意识的教学模式。 如强制性的480小时社会服务,根据联邦法

律,墨西哥所有的本科生都要达到这个要求。 在执行过程中,此类规定已被歪

曲,这在墨西哥高等教育中非常典型,即人们要么把该规定和专业培训机会混淆

了,要么认为本规定是利用学生的廉价劳动力来从事办公室的工作。 认识到公

众认为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脱离于社会这一实际问题,蒙特雷科技

大学教育模式坚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并培养他们与被忽视人群的团结意

识。 这些因素致使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层制定了内部规则,确保所有学术课

程的所有学生都必须用一半的社会服务时间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和能够增长社会

意识的活动。 但是,蒙特雷科技大学在这方面仍然有大量的提升空间。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国际化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机构,蒙特雷科技大学拥有良好的声誉。 国际教育领域

专家所设想的许多策略都在蒙特雷科技大学得到了实现。 这些战略包括所有学

生至少能说一口流利的第二语言,所有的学术项目课程与国际接轨,吸引国际学

生和学者,向国外大量派遣学生和教师,为学生提供双学位课程的选择,发展具

有国际水平的研究队伍,以及拥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蒙特雷科技大学在上

述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正如所料,蒙特雷旗舰分校比其他分校实施了更多的国际化战略。 例如,在

国际学生流动方面,2008年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分校有11%的学生在海外学

习,也有相当于其入学人数8%的留学生在该校学习。 在研究生阶段,2008年蒙

特雷分校有6%的学生在海外学习,而有15%的国际研究生在该分校学习。 在

教师流动方面,24%的蒙特雷科技大学蒙特雷分校的教师去了海外访学,同时有

占该 校 “国 家 研 究 人 员 名 册” 教 师 总 数12%的 国 际 教 师 来 校 任 教 (ITESM
2009a)。

此外,蒙特雷科技大学与国际同行合作开设了双学位和学位互认项目。 蒙

特雷科技大学还拥有超过400个的国际备忘录,并在许多国家拥有正式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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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 总之,蒙特雷科技大学有一个较完整的国际化战略,这有助于大幅度提

高其国际声誉。

结  论

对蒙特雷科技大学案例的分析表明该大学,至少在蒙特雷分校,已采取了若

干举措迈向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整体而言,蒙特雷科技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将诸如蒙特雷旗舰分校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愿望与其他差距较远

的小分校的现实发展相调和。
总体而言,蒙特雷科技大学已具备萨尔米(Salmi2009)所描述的世界一流

大学的部分特征,包括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的能力、拥有丰富的资源,以及一个

有远见的管理模式。
蒙特雷科技大学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是由它的学术、组织模式的独特性和

灵活性所决定的,这种模式让该学院与其他较传统的大学相比能以更快的速度

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术模式和组织模式是其独特的管理模式的历史背景

造成的。 同时,这种独特性让蒙特雷科技大学有些孤立于墨西哥高等教育系统

中其余的学校和机构。
关于财政资源,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不同。 其他

国家政府承诺支持并资助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大学。 与此相反,蒙特雷科技

大学发展的财政资源主要来自学生较高的学费、捐助者的捐款,以及经营利润丰

厚的彩票所得之收益。 这种做法虽然已被证明成功推动了该学院的发展,但是

可能不足以支持研究机构维护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所必需的科研基础设

施的高投入。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领导试图获得政府额外资源总是受到限制,因

为该校不是公共大学,也因为墨西哥人们普遍认为该校是服务社会较富裕群体

的精英大学。
蒙特雷科技大学以相对有限的资源大力支持该校发展科研,而且它的研究

仅仅聚焦在一部分小范围的、优先发展专业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应用研究领域。
考虑到以上几点,该学院的研究模式在发展之初还是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然而,这些优先研究领域可能会阻碍该大学进一步追求卓越的长期发展目标,因

为这些领域会限制学校发展的灵活性。
正如所料,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旗舰分校,即蒙特雷分校,在吸引优秀教师和

学生方面已显示出强大的能力,然而从整个科技大学系统来看,情况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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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趋势也体现在该校教师被列入“国家研究人员名册”的情况,以及学校国际

化方面的发展水平。 蒙特雷分校将继续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如果该校

能和该区域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如新莱昂州自治大学。
然而,毫无疑问,蒙特雷科技大学已经并将继续在墨西哥的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再者,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旗舰分校也将继续朝着顶尖的国际研究型大

学方向努力。 蒙特雷科技大学多年来采取的发展道路使其成为一个独特的案

例。 对该校案例的继续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吸取对其他地区大学发展有益

的经验和教训。 蒙特雷科技大学所采用的“墨西哥式”的发展策略可以作为继续

深入研究的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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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1 蒙特雷科技大学发展简史

年 份 发  展  简  史

1943 蒙特雷科技大学在蒙特雷市成立

1947
蒙特雷分校落成典礼。 八个毕业生获得首批化学工程学士学位。 学校彩票

项目开始运营

1950 蒙特雷理工学院受到美国南部各州高等院校协会的认证

1952
蒙特雷理工学院在1952年7月24日被总统令公开授予“埃斯库埃拉自由大

学”的特殊地位

1963
授予了第一个研究生学位,即化学专业学位。 学校开始使用电脑和电视进行

教学

1967 蒙特雷地区以外的首个校园在索诺拉的瓜伊马斯城市落成

1968 授予第一个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722 第九章 无尽求索 追求卓越: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 



(续 表)

年 份 发  展  简  史

1978 在蒙特雷市建立了医学院

1986
规定学校的使命是为各领域培养最卓越的专业人士。 采用了新的附则允许

蒙特雷科技大学系统在新的组织结构下成立多个校区的系统

1986
蒙特雷科技大学被连接到BITNET国际知名高校通信网络。 该通信卫星网

络揭牌

1996
蒙特雷科技大学制定了其2005年使命: 为社区发展培养专业人士,并使学

校各专业领域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 蒙特雷科技大学也把开展研究和推广

相关研究来促进国家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

1997
蒙特雷科技大学的虚拟大学成立。 该校开始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提供远程

教育课程。 重新设计的教学与学习模式建立起来了

1998 规定所有专业课程的学生服务社会,以造福社会

2004
墨西哥高等教育鉴定委员会认为蒙特雷科技大学是墨西哥具有最多的通过

认证或认可的专业项目机构

2005 蒙特雷科技大学制定了2005~2015年新的愿景,以及相应的使命和战略

  资料来源: 摘 录 自 蒙 特 雷 科 技 大 学 的 官 方 网 站。 http: //www.itesm.edu /wps/portal? WCM_
GLOBAL_CONTEXT= /ITESMv2 /Tecnol%C3%B3gico+de+Monterrey /Con%C3%B3cenos/Qu%
C3%A9+es+el+Tecnol%C3%B3gico+de+Monterrey/Hi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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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 俄罗斯
高等经济学院的案例

伊萨克·弗劳明(IsakFroumin)

  俄罗斯国内建立了不同的大学排名,就其前十名的大学而言(俄罗斯约有

1600所大学),这些排行榜单几乎罗列了相同的学校。 此外,前十名的大学几乎

没有随时间演变而发生变化,但有一所大学例外,即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the
HigherSchoolofEconomics),这所20年前尚未建立的大学现已经在俄罗斯所

有的大学排名中跻身十强。 一所建于1992年(即近年来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最低的一年)、规模较小的大学如何发展成了俄罗斯顶尖大学,成为大学精英

俱乐部的一员?
当人们将目光转向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文章和在主

要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接

受了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异乎寻常的科学共产主义训练、意识

形态受到严格控制,但是他们又是如何得以在全球社会经济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呢? 考虑到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苏联尚属陌生,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

科学院进行,这一点就更令人匪夷所思。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又如何协调这些

陈规旧习并发展了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学术文化?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发展现状

目前,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是东欧最大的社会经济教育与研究中心。 校区

分布在俄罗斯的四大城市: 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尔姆。 学校设

有20个学院(多达120个学系),120多个继续教育项目,如工商管理、工商管理

博士和电子商务硕士等,以及21个研究机构。 有1500名教师和500名研究人



员。 现有学生16000多名和参与继续教育的学生21000名。 其学科门类涵盖

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与经济科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声誉可以从学生在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平均录取

成绩得到印证:2009年,该大学的学生入学平均成绩位居全国第三。
学校在课程和教学方法方面的创新包括: 开展广泛的基础性教学课程,如

数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等;开发研发实验室系统,以帮助学生发展实践

技能,满足其研究分析所需;运用反腐败技术,包括使用笔试考试来监督学生作

业以及反剽窃系统。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与欧洲的顶尖大学建立了较强的联系,这些学校包

括德国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y)、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和其他大学等。 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学校提供12个

双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项目(每年招收学生350名)。 还与国外大学共同提供

许多合作课程(通常通过视频或网络会议的形式)。 学校已与国外大学(主要在

西欧)建立了30多个学生交流项目。 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
Economics)合作成立了国际经济与金融学院。 该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层面颁发

两种文凭,双方学院各颁发其一。 然而,在有效参与人才和思想的全球交流方

面,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几乎从建立之初就贡献于俄罗斯新时期的社会、经济、

科学发展。 如今,学校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每年开展的研究项目达200多个,价值

超过8.5亿卢布。 从每位教师的研发经费(21900美元)看,俄罗斯高等经济学

院不仅是俄罗斯大学平均水平(2800美元)的近8倍,也高于中欧和东欧大学的

水平,几乎接近德国大学的平均水平(25000美元)。

2007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出版的专著和教科书300多部,
发表学术论文2000多篇。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

社会经济研究成果也在俄罗斯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与国外

顶尖大学相比,学校在国际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较少。 大多数教

授仍以国内学者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主要读者群体。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在支撑俄罗斯社会经济建设的

制度经济学与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探讨。 这不仅有助于学校在俄罗斯国内保

持其有利地位,并且也有助于学校获取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额外资金。
学校的研究人员对以下不同的领域政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包括教育现

代化进程,推进公共行政和公务员制度改革、医疗卫生现代化,提高俄罗斯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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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业的竞争力,推动工业政策工具的动态发展,审查创新政策的有效制定,以

及改善政府统计工作(自2002年起)等问题。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建立背景

为了理解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作为新大学出现的驱动力,我们应该考虑它

所处的社会经济变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为此,我们需要一个三

维的立体框架: 第一方面是新的大学作为进入到了一个颇为拥挤而竞争激烈的

高等教育市场;第二个方面是大学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并迫切希望成为世界

一流研究型大学;第三方面为组织认同的发展。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发展历

程将突出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基于俄罗斯的特定时代背景系统地采用了新兴研究型

大学 发 展 的 全 球 模 式 特 征 (Mohrman,Ma& Baker2008;Altbach & Bal췍n
2007;Froumin&Salmi2007)。

以下将对理解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战略发展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新建大

学所处的不同市场(Geroski,Gilbert&Gaquemin1990;Pehrsson2009),大学之

间的竞争(Clark2004;DelRey2001)以及学校进入高等教育市场的壁垒。

为了收集数据,作者对20位大学管理者和建校者进行了访谈。 学校的院校

研究办公室提供了有关学生入学、毕业和研究活动等方面的数据,还提供了过去

15年对学生、教授和校友进行的不同调查结果。 为了找准市场定位和确定战略

选择,本文(章)采用了统计数据和访谈材料。 被访者也包括作为学校竞争者的

其他大学的领导,以及俄罗斯教育部的前任和现任官员。 此外,还采用了媒体资

源以反映处于不断变化环境中的学校如何塑造其形象和树立其核心使命①。

发展新的社会和经济科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的俄罗斯(当时还是苏联)发现自己处于新兴市场

经济形势之中,但又缺乏文化工具来了解该转变。 到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变

得更加突出。 1992年,即俄罗斯联邦独立的第一年,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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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的有力支持。 但是国家几乎无法预测和评价如此雄心勃勃的社会变革及

其结果。 除了俄罗斯科学院(theRussianAcademyofScience)的少数几位学者

外,没有人熟悉现代经济学这门科学。
人们可以从前苏联的文化发展史中发现导致此状况下的根源。 20世纪初

(甚至在革命后的那几年),俄罗斯在人文社会领域有不少优秀的学者。 但是这

些学者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他们有的被处决或关押,有的被流

放国外。 这使得苏联社会、经济科学与国际主流之间竖立了一堵坚实的壁垒。
因此,在这些领域苏联学术界独自发展起其学术成就。 其中有的研究(尤其是与

数学建模有关的研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因此,苏联学者列奥尼德·康托罗

维奇[L.V.Kantorovich]一举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偶然)。 但大多数领域

要么是具有教条的意识形态性质,要么是反映了极权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现实

状态(Makasheva2007),因此并不需要国际通用的知识。
经济改革催生了社会科学的新领域,其中有的领域是全新的。 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关于现代政治学的第一个学习材料于1989年刊登在官方期刊《莫斯科

大 学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学 报 》 (Moscow University Journalof Scientific
Communism)上。 而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也仅限于将前苏联教科书更名而已。 据

观察:

“对于尽快吸收经济科学的标准而带来飞速的基准变更和意识形

态(有 时 为 政 治 方 面)的 压 力 导 致 了 学 界 内 部 的 分 裂 与 迷 失。”
(Avtonomovetal.2002,4)

1992年,由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EgorGaidar)所领导的俄罗斯新政府进

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 政府官员知道,现有的研究机构和教

育机 构 无 力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而 类 似 于 莫 斯 科 国 立 大 学 (Moscow State
University)等机构则抵制变革,成为政治和经济保守主义的重要据点。 显然,如

果要改革已有大学,则会导致巨大的政治代价。 因此,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

一项决策,即通过建立新的大学来发展俄罗斯的经济科学。 这所新建大学将开

展高深的研究,并将研究与培训现代经济学专家相结合。
因此,这所新建大学可被视作在社会和经济科学领域的行动者,与现有大学

对立而非巩固这些学校的实力。 这是一种对国外科学的模仿过程,也是对过去

和目前俄罗斯大学的一种消极反映。 与此同时,政府对新大学有强行的明确要

232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求,并必须加以审查。 这所学校主要体现了它是由国家直接指导的管理方式。
该校的情况表明,政府有愿景为这所年轻的大学的转型期提供理论支持和人力

资本。 政府影响了该学校研究发展活动的特定动向。

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政府对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知识需求,对

于基础研究缺乏兴趣。 这种需求对于大学的研究计划产生了影响,因此学校的

研究更多地转向应用研究和政策导向。
对基础研究缺乏兴趣,对知识的要求体现在支持正在进行的社会和经济改

革。 这种需求塑造了其研究型大学的形象,使学校的研究更多的转向应用研究

和政策导向。

学校的定位与特色

如何发展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教学模式? 尽管学校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其

研究特色,但教学改革的进程却要复杂得多。 因为人们通常的看法是苏联高等

教育质量上乘,新建大学应该继承既有的教学模式。

1992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因此要在这一年建立一所研究

型大学不合时宜。 教育系统(当时完全为公立性质)处境维艰。 教育的综合公共

支出下降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7%,为1980~1998年间的最低水平

(Gokhberg,Mindeli&Rosovetskaya2002,51)。 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在1992
年这一年之内就下降了39%(Morgan,Kniazev& Kulikova2004)。 因此,大学

教授的工资比其他部门要低得多。 各大学甚至连支付水费和电费等公用事业费

用的资金都无法获取(Boldovetal.2002)。 国家试图减少现有大学的新生名

额:1980年前苏联每一万人中有219名学生;变革期间的第三年(1989年)该数

字急剧下降至192名;1993年则降到最低,为171名(Bezglasnaya2001)。
部分是为了应对经济困难,同时也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新

的教育法(1992)使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可能(Shishikin2007)。 私立

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从1994年的78所增加到2000年的358所 (Klyachko
2002)。 与此同时,公立大学赢得了额外收取学生学费的合法权利。 因此,俄罗

斯的公立大学有了两个不同的学生群体: 支付学费的学生和接受免费教育的学

生(属预算资助的名额)。 俄罗斯公立大学中缴费上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在5年内从1.9%上升到2000年的45%(Bezglasnaya2001)。 高校也意识到了

他们必须参与市场竞争以谋求生存(Kolesnikov,Kucher& Turchenko2005)。
这是俄罗 斯 高 等 教 育 系 统 市 场 化 和 商 品 化 的 关 键 时 刻 (Canaan & Sh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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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主要由于缴费入学的人数飞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在经

历了学生规模的急剧扩张,在7年之内大约增长了一倍,2000年增长至每万人

327名学生(Gokhberg,Mindeli&Rosovetskaya2002,12)。 社会和经济学科学

生的人数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经济和法律类高等院校的数量从1992年33所

(仅限 于 公 立 性 质) 增 加 到2000/2001学 年 的69所 (Gokhberg,Mindeli&
Rosovetskaya2002,16)。 以上即为这所新大学产生的背景。 虽然处于俄罗斯

新近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然而这也是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期。
有史以来俄罗斯的大学首次既可以获得公共财政资助,也可以通过私立资助。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完全可以以现有大学的模式进行定位,因为这些大学也进

入了急剧变革的时期。
俄罗斯政府缺乏明确的高等教育改革战略,这种环境影响了俄罗斯大学的

行为。 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大学进行结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的时代(Morgan,Kniazev&Kulikova2004)。 多数大学选择了继续坚

守,期待旧日美好光景的重现(Titova2008)。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却别无选

择,因为她需要自己寻找资源谋求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它不是既定战略目标,
而是一种对环境变化的积极应对。 因此,这所新大学的定位并非遵照政府或大

学事先制定的详细战略规划。 政府建立该校后便忘了它的存在。 俄罗斯高等经

济学院主要通过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他大学竞争来适应变化的环境。 为在

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获得领导地位,该校定位为研究型大学。 本文以下部分将

对此进行探讨。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建立及其在竞争中的转型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

20世纪90年代末),树立其在俄罗斯高等教育中的位置;第二阶段,该校置身于

国际舞台,开始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型大学。

学校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建立的环境既反映了其竞争优势,也反映了其短暂发

展历史 的 劣 势。 俄 罗 斯 政 府 将 该 校 建 立 为 一 所 归 经 济 部 (theMinistryof
Economy)主管的单科性高等教育机构。 政府的决议对其使命作了明确规定:
培养服务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部,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时任总

理盖达尔本人也对此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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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划归经济部管辖毫无疑问成了该校发展的极大优

势。 当时,绝大多数学校与过去一样仍然向教育部报告。 与经济学院相比,他们

只能遵循单一的教育标准。 而强有力的经济部可以为经济学院的创新提供政治

保障,使得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可以以国际标准而非教育部的一般标准发展其

课程。 学校与经济部的关系还使其享有招收大量学生的特殊权力。 经济部开始

将学校作为积极参与新思想讨论的实验基地,提高了这所年轻大学的声望,也使

其能够根据新的任务和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其课程。
建校时政府订立了较高的生均预算分配,这是学校的另一优势。 直到1992

年,这种较高标准仅针对小部分具有很高声誉的传统大学。 因此,该标准的设立

意味着这所年轻的大学地位得到认可。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该比率并没有

解决学校财政问题的根本,因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预算拨款都被削减。
新建大学的一个重要优势为没有体制惯性以及可以组建一个现代的、创新

型的教师队伍。 这使学校得到了大量的国际资助。 20世纪90年代初,即俄罗

斯现代化进程的这段时间,得到了密集的国外资助。
当前苏联传统教育对与西方的合作犹豫不决时,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却建

立了与欧盟的许多项目合作的机会。 1997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国内外赞

助者的支持下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了对外合作项目。 这种援助在今天看来

规模很小,但在当时对为学校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和与国际领先的大学站在一起

的良好开端而言却意义非凡。 外国基金支持了对人力资本的初始投资,并且与

其中的25个教师签订了合同。 学校现代图书馆的采购及首批电脑的购置都得

益于这些项目的支持。
同时,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刚刚起步之时,就遇到了相较于其竞争对手而

言更大的局限性。 首先,是基本设施的障碍。 政府没有建立必要的楼房。 基础

设施的欠缺至今仍然是学校的一大竞争劣势。 这所年轻的大学必须在仓促准备

后就开始迎来它的第一批学生,也没有足够的俄文教材。 然而,这一劣势却得以

转换成学校的优势,即学校得以提供学生最新版本的教科书以及教育技术,促进

学生学习。 一些西方教科书被翻译成俄文,也有一些新的教科书是由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的教授亲自撰写的教科书。 图书馆的创建方式也是良好战略的一个

例证,没有其他学校的图书馆能够比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更大的了。 因此,学

校决定建立全国最好的数字图书馆并如愿以偿。 与此同时,虽然莫斯科国立大

学投资数百万美元建立的新图书馆,却并没有真正反映对信息支持的现代观念。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这种优先考虑发展数字资源的策略不仅帮助学校建成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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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图书馆,也促进了整个学习过程的现代化。
强有力的规划,可以看作是一种优势,同时也是劣势。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没有充足的教师来承担课程的教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劣势变成了优

势,因为学校邀请到著名专业人士和外国教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其声望。 若与

同一 时 期 建 立 的 另 一 所 大 学, 即 俄 罗 斯 国 立 人 文 大 学 (theRussianState
UniversityforHumanities)做一下比较,其结果非常有趣。 在很大程度上,两者

出身相似,即两所大学诞生于变革的浪潮和对现代社会知识和人文科学的需求

日益增加的时代。 然而,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不完全是新创立的大学,它合并了

已有的机构(原青年学院),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学校文化的影响。 这些竞争优

势和劣势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影响着大学的发展。

进入市场的战略和对领导地位的竞争

对于新成员进入市场的理论中明确要以准确测定的利基、数量和价格作为

成功的主要因素。 最初,学校的管理团队都是学术人员,不具备基本的营销能

力。 在确定其市场战略时,学校主要依靠了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 该校的成

功也因为其他学校的市场战略与其非常相似,即市场营销能力相仿,并且都很

自信。
寻找市场利基 最初,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更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意志。

1992年夏天,经济部打算推出经济学硕士的学位项目,对其他大学的优秀学生

进行再次训练。
很快,学校就意识到要想此项目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建立经济学学士

课程。 这就是为什么在1993年9月1日同时为一年级学生推出了学士学位课

程和硕士学位课程的原因,进一步加强了学校最初的单科性院校的自我定位。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其雄伟目标的引领下,必须关注那些拥有悠久历史

的著名大学,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其经济学院培养了苏联的干部精英。 学校决定

并不意味着要与这些大学直接进行交锋,而是与他们保持距离。 在高等教育领

域,品牌和传统非常重要,以致很难想象新建的大学不开创发展一个新的领域却

赢得这场竞争。

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不断尝试所有新的和不寻常的事物,这样的潮流使

这所年轻的大学能够充分利用改革的浪潮谋求发展。 实际上,学校将其品牌定

位为市场导向、及时反应和非传统路线。
当俄罗斯的著名大学反对加入博洛尼亚过程时,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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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两级体制,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一部分,并以此作为该校的公共形象出现

(Chuchalin,Boev&Kriushova2007)。 这一举措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前苏联传统

优势,即将数学和物理学科应用到社会科学。 学校以物理学和数学的教学风格

应用到经济学的教学。 通过这种方式与其传统优势结合,使学校具有良好的国

内和国际声誉。
学校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国际参与性。 由于欧洲联盟和一些欧洲政府组

织的资助,学校与许多顶尖大学建立密切的联系。 这些联系成为学校公共形象

的重要体现。 参与国际交流项目并且获得国外学习经历的机会成为吸引俄罗斯

本国学生的重要因素。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成功地将其最初的利基确定为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的(而非过时的、孤立的和传统的)经济教育,面向市场经济和多元民主的

现实(相对于计划经济和极权制度)。
到1995年,学校清晰地认识到,要为经济部提供有关社会经济改革的建议

不仅需要经济学专家,也需要社会、政治科学及法律领域的专家。 学校的领导认

识到当代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发展更大范围的多种学科(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与此同时,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也发现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以及其学术环

境颇具吸引力,并向该校的管理者提出开辟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域。 学校也将扩

大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想法转达给了政府。 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经济部的支持,
因为政府也希望扩大大学的影响和远景。 1995年,政府赋予该校大学地位,这

就意味着拓展了其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包括法学、商学与人文学科等。 1996年,
学校开设了社会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本科专业。

在这种情况下,利基的扩大主要是通过拓展教学和研究领域而实现的,它们

要么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中全新的领域,要么是受欢迎程度迅速提升的领域。
前者的例证是,学校不仅对不断增长的市场进行预测,也对其进行调整(例如,管

理学)。 后者体现在学校加强在传统领域与著名大学展开直接竞争。 1996~
1999年期间,学校建立了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等学院。 对

于这些领域的培训需求相当高,然而,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学校定位为创新

型大学,即使在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力求创新。 当时,大多数与其竞争的学校尽可

能地保留传统的课程设置,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则强调新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

构。 这也成为一种营销策略,尽管有时未必奏效。
在新的领域,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有时试图控制其他著名大学进入市场,直

到该校对新的专业、课程和教材实现垄断为止。 社会和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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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带有侵略性竞争策略的良好例证。 由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是首家在该

领域开设硕士学位课程的名校,该校开始对此项目及其教材的认证进行控制。
其他顶尖大学一开始对此并未在意,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国内各大

学的硕士学位项目份额基本持平。 然而,随着俄罗斯在1998年加入博洛尼亚进

程和相关法律的实施,社会和经济科学硕士学位项目的大规模发展成为现实,而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和市场准入的控制者。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其他情况下也使用其类似的战术。 其最大胆的举动

是建立全新的研究领域然后使它合法化。 例如,学校在2001年被教育部授权试

点商业信息培训,于是设立了新的课程并且开始招收学生。 随后在试点结果的

基础上,此课程也通过了国家标准的认证,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自然成为该领域

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学校在引进如物流学或统计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时,也使用

了类似的方法。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勇气和直觉帮助其有效地利用这些战略

机会。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寻找利基的关键时刻是对研究的关注。 其市场定位和

组织特征的重要方面为基于研究型大学的理念。 学校为何、又是如何将研究确

立为重点呢? 最早的动力缘于与经济部的联系。 经济部从一开始就把学校作为

智库,并常常与之签订有关经济改革的实证研究和应用分析的研究合约。
学校注重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学生的竞争。 近来一些研究表明,大学对

研究的关 注 有 助 于 提 升 学 校 竞 争 优 秀 生 源 的 能 力 (DelRey2001;Warning
2007)。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对研究的侧重不仅有助于其竞争研究资金,
也有助于其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

控制规模和活动范围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市场渗透战略的另一重要元

素。 作为新成立院校,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由地大幅增加招

生规模。 然而,学校的战略选择是有意控制数量以增加其教育服务的吸引力,维

持其服务的有限性。 这一战略显然有助于保持质量标准。 然而,它也是一种深

思熟虑的竞争策略。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未曾扩大招生规模、未曾增设校外或

在职进修服务部门,这都有助于其赢得优质高等教育机构的声誉和激发了潜在

学生的兴趣。 这种竞争方式使该校同时成功地赢取了优秀学生(预算资助名额)
以及财政资源(学生的学费)。

对优秀的学生竞争(预算资助名额) 优秀学生的就读动机和技能是年轻大

学的最有力资源,对优秀生源的争夺成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关键竞争领域。
在第一年,学校未能吸引足够的新生。 因此,学校需要延长本科生招生的最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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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后来情况有所改善,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经

济专业,并涌向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系(Egorshin,Abliazova&Guskova2007)。
因此,在此情况下进入正在形成的市场并不困难。 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革

命混乱时期对高等教育市场准入认证和授权的传统障碍已经消失,但是要找到

经济学教育的精英学生阶层仍非易事。
为了进入精英阶层,学校决定创新品牌并向考生和家长进行宣讲。 学校在

其运作的第一年使用了多层次、一对一的营销策略。 在1994~1997年间,大学

管理者和教师参观了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约300所学校并在家长会上进行宣

传,每次家长会平均有300人参加。 学校在这些家长会上传递的主要信息是:
全新的经济秩序需要新的专业训练,而新的训练只能由新的机构、学校提供。 因

此,在1994年学校的每个招生名额平均有4.5人申请。
然而,真正的战略营销举措为在中学设置经济学(然后其他社会科学)课程。

在前苏联时期,中学只有一门社会学科,即“社会学习”(socialstudy)。 该科目在

教师、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地位较低。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开始在中学

推行新的学科,如早在1993年就开设了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学科。 为此,他

们发起并开发和出版上述学科的课本和练习册。 学校还找到了一家对这个新兴

的但利润相当不错的教科书市场感兴趣的商业出版社进行合作。 为了在中学推

广这些学科,学校还发起了颇具雄心的教师培训项目以储备经济学教师资源。
学校的教授也提出了在中学推广社会和经济学科的另一种方式———举办学科奥

林匹克赛(All-RussiaAcademicOlympicsinEconomics)。 许多参赛的获奖者转

而又被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录取。
赢取准市场竞争最为有效的战略之一是对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公开透明的学

校信息并给予详尽的信息支持(Woods,Bagley& Glatter1999)。 该战略的实

施使学校的网站被独立机构评为对潜在学生提供了最为丰富信息的大学网站

(Reitor2007)。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硕士学位项目的招生方式充分反映了这所年轻大学的

重要竞争原则: 预测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并率先进入越来越多的细分市场。
自1994年以来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已能够同时开设博洛尼亚模式的本硕连读

项目(4年+2年),并且开设传统欧洲大陆传统模式的专业文凭课程(5~6年)。
大多数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竞争的大学都强烈反对博洛尼亚进程因而没有开

设硕士学位课程。 然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采取了积极措施,引进了该模式,
并于1997年成为(第一个)拥有多元化、大规模的硕士学位专业项目最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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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能够从其他大学吸引优秀学生,包括工科和理科

专业的学生,这也极大地促成了市场的多样化发展。
有趣的是,这种策略并非在教育市场的所有领域都能奏效。 例如,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无法成为博士教育的引领者。 学校拟用积极的营销策略,并宣布提

供免费的博士生项目,以保持教育质量(和完整性)。 然而,其他大学的学生并未

趋之若鹜。 原因是,博士学位的认证程序现在仍然为几个传统大学协会和科学

院所控制。 这使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无法开设一系列新的专业和建立新的论文

标准。 因此,学校必须遵守现有的规则,使用一些激励手段以期使其毕业生能够

继续留在“母校”接受博士学位学习与训练。
对缴费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品牌发展战略有助于

其进入缴费教育市场。 学校与该市场同时出现。 因此,学校与其潜在的竞争对

手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有着相同的经历。 这所年轻的大学奉行较为侵略性的政

策,在其建校之初就成为当地市场昂贵的教育服务供应者之一。 该政策与20世

纪90年代初出现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一致,出现了价格高昂的高质量产品分部。
高等教育市场大多数参与者都以为低质廉价的教育产品最为有利可图而选择了

价格竞争。 几乎所有提供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教育服务的机构都发展成本低廉的

教学项目和校外或在职教育课程。 为了突出其优质收费教育服务的特殊利基,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拒绝轻松挣取“快钱”的做法,并宣布该校不会设立校外或

在职教育部门。
一方面,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要收取高额学费,另一方面,学校也是为数不

多的实现学费优惠政策的大学之一,即对在入学考试和平时课程中有突出表现

的学生实行学费优惠政策。 该校也是俄罗斯最早与商业合作银行的机构之一,
为学生争取教育贷款;这就促成了那些愿意为教育投资的学生数量。 因此,俄罗

斯高等经济学院是以质量而非数量在高等教育市场进行竞争。 由于实施了这一

战略,该校 至 今 仍 然 是 收 取 高 额 学 费 的 引 领 者, 其 学 费 收 入 超 过 财 政 预 算

的1/3。

20世纪90年代初,继续教育是教育服务市场的又一个新兴的经济部门。
新的部门经济快速增长,高达50%的合格专业人员(专家)从事新的职业(主要

在金融和商务领域),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和服务人员需要培训。 几个(上层)利基

市场已经出现。 许多大学推出了速成训练和正式培训,纷纷颁发证书或文凭。
这些大学也提供了时间更长的传统项目。 在这些领域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提供创新的项目,该校是俄罗斯大学中首家提供项目管理与国际金融专业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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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硕士课程的学校。 学校管理层认为上述市场的发展较为稳定而且很有前

景。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另一个主要举措是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市场营销和

指导联系企业客户以发展继续教育项目。 大多数竞争对手缺乏对以上额外收入

来源的战略态度。 在他们看来,任何继续培训和服务只是为学校的教授提供额

外收入的来源,而不足以建立独立的关键市场份额(部门)。 因此,在其他大多数

高校中拓展教育服务仍然由负责教育基本服务的部门提供。
对知识服务、知识研究市场的竞争 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竞争的发展,出现

了知识服务部门(如咨询、分析和审计等)。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市

场仍未开发,还没有西方咨询公司和智库参与市场竞争,当地也没有建立成熟的

俄罗斯本国公司。 俄罗斯政府缺乏委托研究和分析工作所需的大量资金,呈现

出需求不足和供应不足的窘境。 在此条件下,多数高校不认为社会经济研究及

其分析工作是有发展前景的市场。 与其他大学不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将其

收益投资到公共分析研究工作,这使其作为著名研究分析中心的形象大为提升。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与经济部的紧密联系也对学校在上述市场竞争中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学校看到了哪些领域最需要研究和分析。 久而久之,学校所提供

的分析性文件满足了市场需求。 因此,就20世纪90年代末学校已完成的工作

而言,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成为俄罗斯重要的社会经济应用研究和分析的工

作中心。 上述合同收入至少占学校总收入的20%。 这一结果对学校在应用研

究上的能力发展很重要,但对于学校发展国际水平的基础研究作用还相当有限。
俄罗斯科学院的衰落为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基础经济和社会研究提供了

新的机会(Avtonomovetal.2002)。 科学院的许多年轻研究人员转移到俄罗斯

高等经济学院来,因为这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收入(包括应用研究合同的签订

者)、快速提升和与国际合作的机会。 然而,外部资金的缺乏仍然没有为基础研

究提供充足的动力。 聪明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首选与学校外部机构签订的应用

研究合同。 这种情况确实不能阻止学校成为俄罗斯顶尖的研究中心之一,然而

全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却处于普遍下降的趋势。
学校定位中竞争的作用 学校在竞争体制下的活动基本上具有机会性和反

应性。 与此同时,文献表明战略行为对于新的学校进入市场、占取市场份额并克

服障碍至关重要(Geroski,Gilbert&Gaquemin1990)。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竞

争行为的战略因素有哪些? 上述分析,同时也是对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理想模式

的解释表明,这所新的大学已进入到教育市场的各个领域。 大学定位与提升形

象的关键要素还包括国际化、创新以及瞄准主要的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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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校决策的重要因素是该校作为创新型大学支持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改

革的使命。 这种思想往往使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积极采取行动(在其竞争对手

看来甚至有些傲慢)。
同样,高等教育市场化使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发展为一个具有实力的创业

型大学,其特征为集中管理、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复杂的学术奖励系统等(Clark
1998)。 该校已形成一种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混合发展模式。

这种战略性、使命性和机会性相结合的有趣例证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

地理上的扩张(非计划性的)。 学校在俄罗斯的好几个城市都有教学设施,并于

1996年和1997年通过地方当局许可开设教育项目。 学校利用这种机会扩大影

响并提高其在国内的声誉。 显然,如果学校要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这些举措好

像并不需要,而且学校管理团队内部也常常因为这一点而引发激烈的争论。 但

是,学校的使命是促进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方法创新。 这也推动了学校在

地理上的扩张。

21世纪初,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攀升到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的顶部之

后,该校实际采用的却又是传统而非创新的发展模式。 因为学校的许多创新行

为被其竞争对手所采纳。 一些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文化

与其他俄罗斯大学的传统越发相似,这对高等经济学院的领导而言意味着停滞

不前。 为了避免落后,大学需要摆脱投机性行为而转向战略定位。 学校不能通

过复制其他学校的举措而建成另一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也不能简单模仿国际研

究型大学的模式。 因此,学校早在2002年就宣布了其发展战略:“建成全球性的

研究型大学。”(HigherSchoolofEconomics2006)

建立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提出与由于高油价而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并非巧合。
俄罗斯经济面临新资源的机会和新的挑战会对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发展及其

举措造成影响。 体制的惰性推动了大学量的扩张(一年级学生的人数从1999年

至2004年间增长了一倍)。 战略的愿景需要发生质的变化。
战略转型可以采用萨尔米(2009)提出的框架进行检验。 这个框架包括三个

对任何取得世界一流地位的大学都很重要的主要条件: 对人才的吸引、充足的

资源和有效的治理体制。 这里将回顾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以研究为重点的特

性,这对理解该校的国际研究型大学定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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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人 才

对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如何吸引优秀学生的战略前已述及。 正是由于该

战略的实施,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一直吸引着莫斯科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中学

毕业生。 然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最初在吸引俄罗斯地区的学术青年方面落

后于其他莫斯科的顶尖大学。 由于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是第一个接受全国大学

入学考试成绩的大学,该地区申请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平均人数有所增长,俄

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追赶上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如前所述,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领先推行了硕士学位的教育。 然而,难以将

其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吸引过来,因为这些地方院校的教育质量还不足以让其

毕业生顺利通过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硕士入学考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

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于2001年为地方院校的高才生开设了冬季免费预备学校机

制。 2008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实际上扩大招收了以上学生群,并用额外一

年的(补习)时间对这些学生进行训练。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研究生人数

已经超过 俄 罗 斯 的 顶 尖 大 学。 如 今, 俄 罗 斯 高 等 经 济 学 院 研 究 生 的 比 例 为

15%。 2009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硕士学位课程招收的学生达到1500人,成

为俄罗斯拥有研究生数量最多的大学之一。 在未来10年内,俄罗斯高等经济学

院计划将硕士研究生的比例提高到40%。
一旦招收到了最好的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维持其学习动机,并保证

他们能发挥潜能。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采取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激励措施为“免

费”学生提供助学金,以及为缴纳学费的优秀学生减免部分学费。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科学因其基础设施差、缺乏用英语授课的课

程,以及在国际上的声誉较低,致使俄罗斯学校吸引到的国际学生比例很低,甚

至以往以俄语为母语的苏联学生也倾向于去西欧和美国的大学。 近年来,国际

学生的比例仅为3%。
吸引优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关键的战略要素之

一,已经成为大学成功的制胜法宝。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也面临上述问题,在某

些领域缺少俄罗斯的专家。 因此,其在社会经济科学的各个领域采用了不同的

方法来建立强大的学术团队。 在应用数学领域(应用于经济领域),俄罗斯有悠

久的传统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 大部分的学者受聘于科学院。 由于科学院在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资金的急剧减少,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通过优厚的条

件将其吸引了过来。 这些措施使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一些具体的研究领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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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团队。 由于这些研究团队也会在其他研究领域传播这

些国际标准,因此这一步至关重要。 在社会经济科学的其他部门就没有这种能

力实施这些措施。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必须在调动外国学者和培育本地

科研人员队伍之间做出选择。
大约在同一时间,莫斯科成立了新经济学院(NewEconomicSchool)。 该大

学已采取了第一种措施并表明在一个新的机构中纳入充满活力的国际知识生产

和交流网络将更加有效。 然而,由于当时俄罗斯缺乏大量财政资源,上述方案难

以充分实施。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采取了更为复杂的策略。
在最初的两年中,高达30%的专业课程是由国外大学的教授任教。 作为学

校的首要任务,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年轻学者通过在外国大学参加短期的课

程,掌握了相关课程并能熟悉掌握现代研究方法。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既支持

他们的教学活动,也支持他们的研究活动。
因为意识到在近10年来俄罗斯在经济或社会科学的理论领域无法与西方

相抗衡,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决定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即发展成名副其实的

“转型经济体实验室”。 西方研究者很少有机会接触这样的实验室。 因此,俄罗

斯高等经济学院进行转型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专家便与该领域的国外专家结

成了合作伙伴。 实际上,培养优秀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人员的策略与俄罗斯培

育现代社会经济科学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培养了一批年

轻的专家,他们活跃在俄罗斯的其他大学。 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高等经

济学院讲师的平均年龄为33岁,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6岁。 如今,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的讲师的平均年龄为43岁,这让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成为了俄罗斯

教师最为年轻的公立大学。 这些年轻的教师主要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和莫斯科国

立大学。 他们不仅被这里的职业前景所吸引,也是因为能够获得进入现代社会

经济科学研究世界的机会,能够摆脱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
另一个人事策略是短期聘任外国专家(通常为一学期),旨在开发一些之后

能由俄罗斯教师接手的培训课程。 显然,外国教授用英语授课。 严格来说这是

一个违规的创新,因为现有的管理框架不允许以外语授课。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

院游说政府部门改变这一管理框架,使得外语授课得到认可。 目前,甚至俄罗斯

本国的一些教授也用英语授课。 学校希望开设足够的英语课程,以吸引更多的

外国学生。
学校人事战略的另一大特色是邀请政府部门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到大学

任教。 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所有部长都是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教授。 他们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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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的看法带进了课堂和研究小组。
吸引和留住优秀教授对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来说是同等的重要。 最后,学

校的任务是确保他们对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忠诚,把学校作为主要工作场所。
但是有两个因素使这一任务变得很艰巨。

首先,如前所述,人们认为苏联的大学不是开展研究的天然场所。 这主要体

现在教师的教学负担繁重(每年高达700小时),没有时间进行科研。 有的顶尖

大学与科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能成为学校兼职教授并

让许多学生积极参与研究活动。 此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学中,研究生比

例很高,这有助于开展科研活动。 然而,他们的情况是个例外,而非普遍现象。
因此,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教师树立科研和教学并重的目标,
并且形成这样的文化氛围。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高教育和科学面临的另一具体问题是拨款减少,
导致学术人员的工资急剧下降。 一年内,大学教授透露他们的薪酬让他们难以

生存,因为现在的工资未能维持以前的生活标准。 1993年,俄罗斯一般大学的

教授其平均月薪是50美元,重点大学的教授月薪是100~120美元。 这样的薪

资远远低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结果是,几乎每个教授都必须有几份兼职,
只有上课时他们才去“主要大学”。

一个关键的任务是遏制所有教授身兼多份工作的趋势。 为了处理上述问

题,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管理层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理论概念称为“有效契约”
(Kouzminov2006),是一种相互的义务制度。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制定一系列

的激励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确保教师对学校的忠诚,把学校作为其主要工作

场所,包括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有效契约制度不会让所有同一级别的教

授获得同样的工资。 对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师,有效契约是获得国外大学同

等薪酬的工具。 在当地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教师其薪酬也有所不同。 有效契

约制度并不意味着等量的工作能获得同样的报酬;它意味着如果教师为学校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或参与主要合作者组织的培训项目,通常都

获得额外的收入。 上述体制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来实现,如获得研究津贴、校内

研究基金和青年教师特殊补助等。
如今,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超过30%的教师签订了有效契约,确保了他们

对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忠诚度以及对学校研究工作的积极参与。 有效契约大

致能够保证教师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俄罗斯的法律不允许高校签订终身任期合同。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一直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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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在内部引入“优秀教授”的制度仿效终身教职制度,为他们提供高薪、特

权,以及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承诺按教授的意愿延长合同的期限。 然而,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没有能够根据教授的研究能力制定出授予这一地位的明确标准。 对

于许多教授而言,这种身份成了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的保障。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师数量的增长难以满足学生规模的扩张。 从外部招

聘候选人的变得不太现实。 渐渐地,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经转向将机会留给

自己的毕业生,而非从外部调集人才。 这种做法造成了近亲繁殖和停滞不前。
另一种停滞不前的因素包括人员的流动性低。 尽管没有正式的无固定期限合

同,学校在与教师续订合同时几乎没有拒签的情况。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制定了新的人事激励措施: 邀请

杰出的学者作为客座研究员或讲师,为研究成果突出的教授减少教学负担,以及

从国际劳务市场聘请专家。 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每年都要从

著名的大学聘请3~5名年轻的博士毕业生。 不过,活跃在研究一线并且能够运

用现代教学方法的教师比例还不是很高(约为40%)。

学校发展的资源条件

自其成立之日起,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就寻求各种资源确保人才流动和创

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前已述及,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努力促进资金来源的多元

化。 目前除中央财政的拨款外,另有3种资金来源: 基本的高等教育市场收入、
继续教育以及研究和咨询服务。

近几年来,中央财政对免费入学学生的拨款和资本投资平均约占大学收入

的33%,而学校总收入的16%来自其他学生的学费。 继续教育项目的收入占

19%,研究项目收入占15%,基金 和 赞 助 费 等 收 入 约 占13%,其 他 资 金 来 源

占2%。
因此,预算外资金(non-budgetaryfunding)和预算资金的比例为60/40。 俄

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来自教育活动的大部分收入已投资于研究。 因此,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自身投资于研究的资金已领先于俄罗斯的其他大学。 这使俄罗斯高

等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也让管理层能够争取更多的资金预算。
近年来预算资金有所增加。 2006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曾游说政府为基

础研究项目增加拨款。 政府批准了这一年度额外资金,2009年达到了1500万

美元。 这些额外资金推动了研究活动的开展,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有些获得

资助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不再努力争取外部资金。 尽管资金大幅增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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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价格计算,从1993~2008年生均经费增加了15倍),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的资源供应(即使以相同的购买力计算)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大学。

组织管理结构

组织和管理的问题涵盖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发展的许多方面,如自治、组

织结构、科层结构和管理文化等。 俄罗斯所有的公立大学其管理体制相似,能为

广泛的学术民主与自治创造条件。 然而,上述管理结构在不同大学所发挥的作

用不同。 自建立以来,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一直比其他大学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因为学校直接向经济部而非教育部报告。 预算外资金的比例较高有利于学校在

资源的使用中保持独立。
内部治理和管理文化结合了校长高度透明和刚性垂直的管理,该体制缺乏

监督与制衡。 校长是由教师评议会选举产生(然后由政府批准),但校长对评议

会的组成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不从属于任何外部机构,如理事会。 在大学发展的

最初阶段,这种集权式管理体制至关重要: 它帮助建立和维持学校优先事务,并

把资源集中于有限的目标。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领导,已经并将继续推动大

学各个部门的创新发展并推进其改革。 新的思想、建议等很少来自学校底层。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创始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该校的管理者。 该学院发

展战略的基本构想不是来自评议会(学术委员会),而是来自校长办公室。 与此

同时,政策的透明度可以确保从教师中获得反馈并让教师参与政策的讨论。
集权式管理体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把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地分配用以资助不

同类型工作。 以专家意见为基础的集权式激励机制已被视为在不确定的学术环

境中评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Diamond1993)。
集权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确保获得政府的关照,这是俄罗斯高等经济

学院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政府更愿意与执行者(校长)而非与理事会等独立的

机构打交道。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治理结构中有意思的是大学的学术领导人,他扮演

了一个重要的咨询角色并履行代表的职责。 这一职位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

创始人之一、前经济部长叶夫根尼·亚辛(E.Yasin)担任。 这个相当独立的职

位保证了学校科研的重要性。 学术领导人直接向评议会报告。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治理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学领导的稳定性,

目前的 学 校 领 导 大 多 为 学 校 创 立 时 的 领 导。 雅 罗 斯 拉 夫 · 库 兹 明 诺 夫

(YaroslavKouzminov)教授自建校以来一直担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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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是大学战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理论家。 从理论上讲,大学领导队伍的稳

定会助长学校的惰性。 但实际上,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早期发展的机会性和动

态的外部环境不容许其领导人“高枕无忧”。
学校的领导队伍深知“稳定”的风险性,他们试图激起外部的挑战。 早在

2000年,学校的领导游说政府加强国际竞争的挑战。 针对这种外部的挑战,该

大学的领导队伍采用了一组新的主要绩效指标: 科研成果和学校参与社会经济

改革两个方面的指标。 上述指标主要包括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合

作研究的范围,以及学校的分析材料对决策的影响等。 但是,集权式管理体制的

性质和外部问责的缺乏使大学无需系统使用、深入分析以上数据。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需要特定的组织结构。 教学(培

训)的部门和研究与分析机构(中心)之间的分离使学校能够大胆地、适时地进入

市场。 但是,这种结构不利于整合发展教学、科研与创新活动。 这也延缓了俄罗

斯高等经济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型的过程。 近年来学校对该问题有所认

识,并进行了结构上的创新,使教学、科研与创新活动更加自然地整合在一起。
这种结构被称为学生研究实验室(studentresearchlaboratories)和学生项目团

队(studentprojectgroups),该结构允许本科生、研究生和教授加入项目团队共

同开展同一主题的研究。 但是,教学和研究 /开发部门之间的障碍依然存在。

研究型大学的优先发展事项

大学在全球教育市场中定位时确立优先发展事项至关重要。 年轻的大学可

以通过招聘外部的研究人员和参与现成的项目和教育网络来效仿其他顶尖大

学。 这种战略一定能起到作用。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按照这样的举措参与了一

些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并邀请西方学者把俄罗斯年轻的科学家引入前沿的研究领

域。 然而,这种方法很难形成独特的研究成果并参与国际研究型大学的竞争。
因此,除了这种方法,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正在寻找具体的利基,这样的利

基应使大学的实力和专业领域具有独特性和国际竞争力。 这种多学科研究领域

之一就是对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 通过对转型的关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

许多研究者已成为该领域广为人知的专家。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主办了多次国

际会议,汇集了该领域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这样的定位可以发展年轻

的大学成为知识创新和交流的中心。 同时,这种关注也有风险,即学校可能错失

极为重要的前沿领域研究。
另一种跻身全球研究网络的方法是基于对实证数据重要性的认识。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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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经济学院投入资源,并说服政府支持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包括住户调查、监

控企业和创新活动、公民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等。 这种丰富的知识资源旨在吸

引外国学者与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 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大量的投

资并没有得到全部的回报,因为其研究方法未能一直保持与时俱进。 由此可见,
确定优先发展事项可能是一项非常困难和极具风险的工作。

满意的结局或新的挑战

2008年8月,俄罗斯政府决定由内阁(与其他五所著名大学一起)直接督

导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以确保他们在政策发展中起到知识支撑的重要作用。
该决定要求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制定一项战略,以确保到2020年其社会经济

领域与其他国际研究和教育中心相比更具竞争地位。 这种外部影响因素大大

推动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向新发展阶段的过渡,这就需要学校制定严格的

步骤而不是靠机遇。 该努力使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面临数量扩张或者质量转

型的选择。

2009年10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制定的政策通过了俄罗斯政府委员

会的审核。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获得了大量的拨款来支持该战略的实施,还

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国立研究型大学。 这一地位意味着学校拥有更大的学

术自主权,同时应该创造更多研究成果、吸引国际学生并提供高优质教学。 俄

罗斯高等经济学院面临的挑战不是要获得荣誉奖项,而是要真正成为国际研

究型大学。

结  论

以上分析探讨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作为国家旗舰大学并向全球性研究型

大学迈进的成功根源,促成其成功的因素有:
● 指定研究型大学发展模式的初始定位,注重人力资源和研究质量;
● 大力推行创业型大学模式,积极参与新兴主流市场的竞争;
● 与国际大学和研究网络联系密切,在俄罗斯教育的特定环境下开设最好

的国际课程、采用现代研究方法;
● 将国家重大发展主题(包括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改革问题)作为研究

和分析对象;
● 投入并树立学校作为社会学和经济科学领域卓越中心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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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借以天时和地利,创业型

大学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取得成功(Czarniawsk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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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追求学术卓越之路:
经验与教训

贾米尔·萨尔米(JamilSalmi)

  近10年来,“世界一流大学”成了热门词汇,以此来描述处于高等教育顶峰

的研究型大 学①。 然 而,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的 矛 盾 之 处 正 如 阿 特 巴 赫 (PhilipG.
Altbach)(2004)所观察到的一样:“大家都想要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却没有

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优势团体中的一员并不是靠自我标榜就能实现的。

所谓“精英”地位是外界基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所赋予的,如美国的常春藤盟校:

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或是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University),英国的剑桥大学(theUniversityofCambridge)和牛津

大学 (theUniversityofOxford), 以 及 日 本 的 东 京 大 学 (theUniversityof
Tokyo)等。 到目前为止,判定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依据是一种主观的资格评

定,即通常说的名誉。 但是,没有直接而严密的方法可以证实它们在学生培养、

科研产出、技术转移等方面处于世界一流,即使是毕业生能获得较高工资或是人

际交往中的社会资本也只能被近似的看作是其教育质量的表现。

近几年来,随着大学国际排名的发展,即从美国大学国家排名传统的延伸,

出现了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界定和分类更为系统的方法。 2003年上海交通大

学发布的首个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始于2004年的大学排名,这两个

综合性的世界排名设立了更为宽泛的比较基准,能够使大学跨越国界相互比较。

第三个国际排名是西班牙的基于网络计量学的国际大学排名,它们比较了4000

① 本章中“世界一流大学”、“旗舰大学”和“精英大学”等较为模糊的概念,都用来描述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研究型大学。



所高校并调查了它们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以此判断相关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

性。 最近,台湾高等教育评鉴委员会基于大学自2007年以来的学术表现和科研

成果,也发布了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

人们对这些国际排名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排名研究者最初的期望,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Altbach2006)。 在一小部分国家,这些排名已被看作是国家的骄傲,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排名结果却让人焦虑(Salmi&Saroyan2007)。 这些排名

也经常为批评家所驳斥: 他们认为这些排名在数据和方法上存在缺陷,与大学

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一些大学因对排名的结果感到愤怒而从法律上予以抵制;

有时,排名及其结果也被政治反对者用来批评统治政党或是整个政府①。 但可

以肯定的是,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对排名不会漠然置之。

从世界范围看,政府和高校从言语和行动上都对大学排名做出了回应。 从

国家层面看,政府的回应包括创立相应的排行榜单,也包括制定积极的政策以支

持大学质量转型。 更有极端的案例,如俄罗斯排名机构(RatER)制造了一个全

新的世界排名,此排名结果把莫斯科国立大学排在了第五位,领先于哈佛大学和

剑桥大学(Smolentseva2010)。 2008年,当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高等教

育部的成就之一就是说服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发布一个新的“更加客观、更有

利于欧洲大学”的欧洲排名②。

政府对大学排名的一个共同反应是为国内精英大学提供额外资金,不论明

确与否都旨在提升大学在排名中的地位,而非极力回避现有的国际排名。 近几

年这种努力均体现在中国、丹麦、德国、尼日利亚、俄罗斯、韩国、西班牙以及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各种“卓越计划”上(Salmi2009)。 有些政府也鼓励国内

的顶尖大学进行合并来提升其竞争实力,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更高的位次。 例如,

俄罗斯政府支持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合并成两所联邦大

学,并为发展现有大学的创新项目提供额外的资金(Smolentseva2010)。

大学内部的行为也有很大改观(Hazelkorn2008)。 为了在大学排名中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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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具讽刺意味的愤怒的表现来自法国。 在200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发布后,两名法国大学校长写了正式信函给驻华大使,要求中国政府禁止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该世界大学排名。 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将自由(libert췍)视为该国三大主要原则(自

由、博爱、平等)之一的代表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其学术自由。2010年5月,法国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mmissionoftheFrenchSenate)举办了以“忘掉上海”(OublierShanghai)为题的大学国际排名圆桌

会议。
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Val췍rieP췍cresse)于2008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

比较教育会议上宣布。



更好的名次,有的大学在斟酌新生的入学成绩时变得更为严苛。 在世界许多地

区,大学踊跃参与人才之争,从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聘用高层次的学术人才。 由于

“英雄惜英雄”式的卓越带来卓越,大学排名所产生的良性循环已初现端倪: 排

名最高的大学能够吸引招聘到最优秀的教师;一流的研究人员希望加盟排名最

好的大学并得到它们的赏识。 这个趋势已延伸至最优秀的学生希望从师于最优

秀的教师,从而巩固大学的排名表现。 艾伦 · 哈泽尔科恩 (EllenHazelkorn)

(2008)也发现,那些提供海外求学奖学金和研究资助的捐赠者越来越关注大学

排名,欲从排名结果中得到相关信息和判断标准以确定其资源的去向。

但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远不止对排名做出反应或者政府大量投入资金这

么简单。 这 是 一 个 复 杂 和 漫 长 的 过 程, 直 到 最 近 才 受 到 大 家 的 密 切 关 注

(Altbach2004;Salmi2009)。 毫不奇怪,“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十位的大学都

于1900年以前创立,其中两所的历史长达8个多世纪(见附录11.1)。

书中的9个案例研究章节充分体现了各个大学为追求学术卓越所做出的详

尽努力及其面临的多重挑战。

本章节试图从这些相对年轻的大学及其发展历程中找出共同特点和初步挑

战等。 这些大学或已取得显著成绩,或面临重大转折,但都呈现出可喜的成功

迹象。

本章将探讨这些案例研究是印证还是驳斥了所提出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

上提出其他重要的纬度,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因素,尤其

是以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作用为视角。 所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即代表了直接

影响研究型大学取得成功的相关因素,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因素。 本章首先探

讨案例研究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印证引言中的分析模式或者与此相反,然后找

出其他重要的维度以便更为准确地理解影响顶尖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因素。 特别

是选取了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作用的全面视角。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代表了直接

影响研究型大学取得成功的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因素。

分析模式检验: 共同特征

在共同框架的基础上,本书对11所大学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分析,首次对

2009年出版的《世界一流大学: 挑战与途径》(Salmi2009)中所提出的“三要素

发展模式(即人才、资源和管理)”进行现实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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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正如所有案例系统分析一样,创建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成功因

素就是学校吸引、聘用和保留顶尖学术人员的能力。 显而易见,东亚的大学与世

界其他地方的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国际化的高度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和韩

国浦项科技大学都制订了战略计划,分别依靠在北美或者欧洲的一流大学受到

良好训练的中国人和韩国人,或者聘用国外教师。 这个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明显增加采用英语授课的课程数量。 这种做法实现了两个目的: 一是为

引入国外的学术人员提供了捷径;二是让这些课程培养出的学生能适用全球化

经济。 最 近 出 版 的 一 本 书, 名 为 《 脑 力 大 竞 赛 》 (TheGreatBrain Race)
(Wildavsky2010),以大量证据分析了国际人才争夺的升级。 与此相反,在马来

亚大学主要用母语(马来文)授课,这大大制约了其专业项目、学术人员与学生群

体的国际化。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这所年轻大学之所以能崛起,

主要原因是其重点考虑吸引杰出的海外华人,从而充实其主要的学术人员队伍。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案例的另外一个重要经验是,它意识到创建一个强大的学术

团队不仅要吸引资深研究人员,还要在处于职业顶峰的研究人员和拥有美好发

展前景的年轻研究人员间建立平衡,为此设立了相应的聘用程序和政策支持该

目标。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招聘策略也表明了相同的战略观: 力求在资深研究

者和年轻研究者之间达到平衡。
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东欧、印度和拉丁美洲,人员聘用还是以吸引国内优秀

的学术人员为主,而不是以国外为主。 印度理工学院采取了一种综合的办法,同

时从国外和本国大学聘用研究人员。 这个人才战略在过去的几十年很有效,但

是如今印度的劳务市场越来越有活力,私营企业对资深的专业人士的争夺更为

激烈,印度理工大学的几所分校都面临人员匮乏问题。
同样,智利大学也受到了人员问题的制约,其专职教师的比例不到全体教师的

一半。 在尼日利亚的案例中,军队独裁导致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伊巴丹大学逐渐

失去了其最具天资的研究人员。 他们当中很多人离开了尼日利亚,甚至离开了非

洲。 学校没有能力招聘到与他们资历相当的学术人员来代替那些流失的教师。
“人才汇聚”是学校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新生质量则为另一个维度。 大多数

情况下,本书分析的各个学校在吸引本国最好的学生方面都非常成功,如新加坡

国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和智利的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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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舰大学等。 事实上,印度理工学院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中竞争最为激

烈的地方,学生的录取率仅为1.6%(即每个名额有达608个申请者参与竞争)。

以低录取率著称的哈佛大学2010年9月的入学比例仅为6.9%。

马来亚大学在2002年进行了招生改革,以择优录取的方式取代了配额制

度,这反映了它一心要吸引优秀生源的决心。 由于提高中学毕业生的质量是国

家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这一招生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2007年“国际数

学和科学 成 就 趋 势 调 查” (TrendsforInternationalMathematicsandScience
Study)结果显示,马来西亚学生的表现低于所有49个参与国家的平均水平,并

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俄罗斯莫斯科的高等经济学院和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案

例说明了这些新建大学正面临特殊的挑战,即学校没有可供比较的历史记录和信

用来增强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 浦项科技大学还面临着地理位置的挑战,学校远

离首都首尔,而韩国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一半以上都集中在首尔。 尽管如此,这3
所大学利用创新的宣传方式展示它们的卓越表现,设法克服这些障碍,并且迅速在

各自的国家中成为可供学生选择的顶尖大学。 例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招收国

家统一考试的学生的录取平均分数位居俄罗斯联邦大学前三甲。 尼日利亚的伊巴

丹大学决定采取改革措施,如招收研究生多于本科生,说明该校希望巩固其研究焦

点并提升研究产出,这也是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重要特征。

与此同时,新兴的研究型大学招生的高标准带来了一个普遍的入学公平问

题,对需要收取高昂学费的私立大学尤其如此。 就学生的社会经济组成而言,这

些大学有精英机构之虞,除非它们能够实施“不问家境”的招生政策,并提供丰厚

的奖学金制度。

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的平衡是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 正如所料,成功的研

究型大学其研究生比例通常更高,因为研究生往往是研究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表11.1所示。

表11.1 研究生的重要性

院  校 研究生(%)

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 58

浦项科技大学 55

上海交通大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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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院  校 研究生(%)

伊巴丹大学 37

香港科技大学 36

马来亚大学 33

新加坡国立大学 23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15

智利大学 15

蒙特雷科技大学 14

智利天主教大学 13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本书的各章节。

一些研究生比例较小的大学正努力提高此比例,如俄罗斯的高等经济学院

(计划在10年内将这个比例提升至40%),再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

即使在研究生比例很高的学校,其研究特性也体现在让本科学生参与研究项目,

并将其作为正式课程,这也体现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卓越研究者为本科教学作

出的重要贡献。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研究

型大学来说可视为积极因素。 首先,这些大学有机会重新审视其学术模式和财

政模式,从而促进学校的创新思维、创造力和提高效率的能力,因为这些经济紧

迫感可能在资源充足时体会不到。 其次,在北美和西欧的高校大幅削减预算并

导致学术机构就业机会缺乏的同时,会使得其他地方的高校更易于留住本国的

优秀教师并吸引西方顶尖高校的年轻人才。

资  源

正如所料,案例研究的结果证实,新兴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取

得快速发展。 东亚地区的大学案例分析以及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进

行比较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生均支出比马来亚大

学高出2~3倍,这也是前者比后者整体表现更好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同样的

原因,印度理工学院比印度其他著名公立大学享有更多的特权。

雄厚的资金不仅在建立一流的设施和相应的基础建设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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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教师方面显得更为重要。 附录11.2中的比较数据清楚

地显示本书各案例中排名最高的几个院校每年的生均支出都是最高的,从新加

坡国立大学的近4万美元至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的7万美元不等。 而处于另一端

的大学,如智利大学或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其教学人员资质的提升受经费所

限,这是它们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本书所研究的案例中大部分是公立大学,他们的经验证实了在当前的环境

下,仅仅依靠私有资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利用私有资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仍存在可能性,正如本书所阐述的3所私立

大学案例所示,但理解这些经验需要借助它们特定的背景。 例如,智利的天主教

大学,与其他任何的公立大学一样,享有公共资金的支持,这是它们常规开支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附录11.3所示,它每年所接受的政府资金占总收入的百

分比与智利大学相同,都是11%。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通过公共补贴(占其年收

入的6%)来补充从韩国钢铁巨人浦项钢铁公司获得的慷慨捐助(占其年度预算

的34%)。 浦项科技大学每年每名学生的开支大约是7万美元,可与美国常春

藤盟校相媲美。 这些盟校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大学,它们通过各种方式

获得大量的公共资金,如通过研究资助和目标学生资助的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它

们获得的资金要高于公立大学。 而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除了获得富裕工业

家的支持外,借助联邦政府准许运营的人气彩票和政府对该校研究生的奖学金

资助,这所新建的大学一直享有可观的资助。 这些高水平的私立大学中没有一

所是仅仅依靠私有资金来运作的。
本书中的大多数大学向我们展示了其多元化筹资的成功经验,除了政府的

直接资助外,它们还成功调集了其他可观的额外资源(见附录11.4)。 新加坡国

立大学获得10亿美元捐赠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成功高校所获得的额外资

源部分来自捐赠,即便如此,一所新的大学也需要时间建立起一个雄厚的校友基

金会。 其他的外部资源则来自大学竞争性公共研究资助。 例如,香港科技大学

2009年所得研究经费的72%是通过竞争获得的。
获得竞争性的研究资助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 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及其同事在对欧洲和美国大学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除了所获公共资

金水平和自主管理程度外,竞争性筹资机制的发展不足可以用来解释缘何欧洲

研究型大学在国际排名中表现落后(Aghionetal.2009)。 同样,欧洲研究型大

学联盟(theLeagueofEuropeResearchUniversit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欧

洲大陆的大学在创新研究成果和服务中缺乏相应能力,主要是因为其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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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机制。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高校“沉迷于官僚式的平均主义”,却不是以卓越

为标准、以竞争形势来分配研究资金(LERU2010,3)。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一所大学在建设初期拥有足够的资源对其建成一流大

学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获得长期的资金资助。 伊巴丹大学的案例表明,在尼

日利亚政治局势恶化的同时,经济条件和大学现有资源的预算也随之恶化。 同

样,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在建立之初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但在2007年的金融危

机以后,国家无法维持对大学的资助,特别是在资本投入方面。

管  理

本书的这些案例研究分析了管理有力和管理欠佳两种情况,证明适当的监

管框架、强有力和鼓舞人心的领导团队、充分的管理对研究型大学能否成功起着

重要影响。 例如,如果印度理工学院像其他所有公立高校一样受到印度财政体

制和行政监管的限制,那么它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高效运作。 总的来说,该校在

校长遴选和学者招聘等方面基本不受政治干扰。
通过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在领导方式

和管理方法上的差异及其对大学直接影响的表现上的差异。 同样,智利大学作

为一个公立大学实体,有碍于其与智利天主教大学进行公平竞争。 尽管智利天

主教大学与其他一些公立大学一样接受国家的财政资助,但它在行政、调配和财

务等方面并不受政府的干预。 智利大学权力的过度分散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削

弱了大学校长的权力,也没有建立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董事会以帮助大

学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和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享有

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而且,如前所述,智利天主教大学无疑得益于其私立大

学的地位,兼具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优势,既享有私立大学的灵活性和独立

性,同时又能像公立大学一样定期获得公共资助。
书中案例分析了大学自治的主要方面,包括学校调集各种非公共财政资源

的能力,为高层次学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的能力,以及提升教学内容、
教学语言和研究重点的国际化程度的能力等。

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研究生动地说明了其领导团队在实现学校快速发展中

的重要性。 学校的资助者在建校之初就特意聘请富有经验的海外华人担任大学

校长,这无疑是香港科技大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样,蒙特雷科技大学也得

益于发展方针和管理上的稳定性,学校的创始人在建校后的30年一直担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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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学校也一直由同一位校长领导。
强有力的领导管理方法之一就是向学校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阐明学校的美好

愿景。 要吸引和激励优秀的学者,光有丰厚的薪水是不够的,还要让教师感到自

己是学校发展重大方案中的一员,从而确保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学校的建

设和复兴。 香港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在评价他们的教师质量和教师动机时说道:
“他们(教师)有天赋,他们有能力,但最后把他们指引到这里来的却是他们的

心。”同样,浦项科技大学成立之初,其领导人独具智慧,仔细研究了几年前刚在

韩国建成的一所新大学的艰难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最后,一方面通过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比较,另一方面通过马来亚

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比较,同时印证了大学具备3个因素的重要性: 人才

汇聚、资源丰富和管理规范,这些因素一起决定了研究型大学的表现。

发 展 路 径

本书所探讨的案例中,既包括历史悠久的传统高校,它们已经或正在努力提

高自身的质量和成效,同时也包括新建大学,它们怀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

壮志。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排

名,本书中有4所大学最为成功,即印度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香港科

技大学和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而且它们都是历史相对较短的大学。 其发展轨迹

似能说明通过创建新的研究型大学比提升现有的大学更容易在学术上取得成

就。 在新建大学创立一个管理框架远比改变大学现有的运作模式来得简单,正

如马来西亚的大学案例所示。
白杰瑞在香港科技大学案例的开篇写道: 伟业建成非一日之功。 他强调了

一个重要的事实: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的

持续决心和努力。 例如,印度理工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花了50年时间才建成

目前的 水 平。 由 此 可 见, 智 利 天 主 教 大 学 长 远 计 划 (“2038愿 景 规 划”, 即

Horizon2038)可能远比尼日利亚在2020年建成20所进入全球排名榜单大学

的目标更加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也许是本书探讨的所有案例中发展最快的一所,因为它一开

始就把有利因素进行了完美而又独特的组合,这些组合可能难以效仿。 在香港

回归中国并实施转型的关键时刻,创建一所新的大学得益于多个方面,包括明确

的目标、强有力的领导、杰出的学术团队、新颖的教育模式、丰富的资源,以及合

理有力的治理和管理架构等。 从长远来看,这种“完美的星空联盟”组合是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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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的,更不用说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组合。
本研究中的案例也呈现了高校加快发展(acceleratingfactors)的几个因素,

能对高校追求卓越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依托众多的海外侨民,特别是在新建大

学之时。 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及中国香港科技大学招聘了大批的海外学者回到

自己的国度,这是快速提升大学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 其次,将英语作为学校的

主要语言,这能大大提高学校吸引海外优秀学者的能力,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

达成此目的。 第三,重点发展优势领域,如理科与工科,这是实现更快发展的又

一捷径。 第四,通过基准引导学校的自身提升,如上海交通大学,首先在制订战

略计划时以中国的顶尖大学为参照基准,然后再以国外的一流大学为参照基准。
加快大学发展的第五个方式是引进重要课程和进行教学创新。 如香港科技

大学是香港的第一所美国式大学,与当地其他以英国模式为主的大学截然不同。
高等经济学院是俄罗斯第一所将研究融入教学课程的大学,同时还建立了数字

图书馆以支持大学发展。 这些创新的特点,作为部分后发优势,缘于新的大学要

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学生宁可“冒险”来选择“未知的”项目而不去选择现有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表明,新的大学可以通过高度创新的学术模式来吸引一流

的教师和学生,尽管该模式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极其相似。
最后一点值得强调的是,那些在“卓越之路”上取得成功的大学必须时刻保

持警醒,并具有紧迫感,从而避免自满。 这就意味着要不断进行自我监督与评

估,找出现有的困难或挑战,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例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

术劳动力市场下,印度理工学院面临着留住优秀学术人员的挑战。 而韩国浦项

科技大学的案例则表明当教师有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压力时,要想将科研融

入本科教育课程就成了重大挑战。
新兴的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关于入学公平的各种挑战。 加强“不问家境”的

招生制度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 强制实施的平权法案可能影响择优录取政策的

实施。 高度竞争的招生程序,包括孤注一掷式的招生考试,可能引发家教等课外

辅导大行其道,而这显然对富裕家庭的学生有利。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不可能在真空下运作。 贯穿本书所有案例研究的共同主

线之一,即为了理解大学的得失成败,只分析大学的内部事务是远远不够的。 除

非考虑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中的各种因素,也就是高校形成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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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析才完整。 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些因素可能促进或制约大学的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建与香港行政特区主权从英国移交回中国后新的领导层实施

的宏伟计划非常契合。 新大学受益于良好的管理结构、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大量

的公共资金。 智利大学的情况却与此相反: 国家没有为高等教育制定明确的目

标、教育部领导乏力、公立大学缺乏现代的管理结构、国家对重点研究型大学的

财政支持不足,以上原因都导致了智利大学表现平平。
如图11.1所示,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图11.1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如何影响研究型大学表现的示意图

资料来源: 贾米尔·萨尔米(JamilSalmi)编制。

● 宏观环境: 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法律和基本自由的保障。

这些基本特征主要影响高校的治理(高校领导团队的任命)、财政资源水

平、学术自由和自然环境的安全问题;
● 国家层面的领导: 高等教育的发展愿景 和 战 略 规 划,以 及 改 革 的 执

行力;
● 治理与管理架构: 国家和学校层面的管理结构和管理过程,决定了高等

教育机构所享有的自主权及其问责机制,尤其会影响到新兴的研究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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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管理实践;
● 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评价和提高学校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机制与措施;
● 财政资源: 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数量(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源),及政

府对高校的资源分配机制;
● 信息机制: 建立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联系和桥梁,整合高等教育体系中各

类机构的途径和过程,这些都将影响高校新生的特点及其学业表现;
● 地理位置: 高校所处地理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及基础设

施等因素都将影响其吸引优秀教师与学生的能力;
● 通信和数字基础设施: 利用宽带连接和客户终端等数字技术与通信设

施,推动学校教育、科研和管理服务等活动以高效、可靠和经济的方式

进行。
书中案例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会影响大学个体的表现。 首先,第一个结

论是,高效的大学运行机制的特点是大学在以上几个方面高度共同发展,这一点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案例中得以充分说明。 如果在大学运行中,缺乏其

中的几个因素或是缺乏这几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可能会制约研究型大学的持续

发展的能力。 例如,在尼日利亚的案例中,军政独裁年代其管理状况的不断恶化

对伊巴丹大学的财政状况造成了直接不利的影响。 此外,尼日利亚当前仍然面

临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问题,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和大学系统的

网络资源有限等问题,尼日利亚能否达成其2020年建成2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

目标就非常值得怀疑。
第二个重要结论是,在建设研究型大学时,有的因素是必要条件,而有的因

素虽紧密相关,但并非必不可少。 管理框架和财政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前

所述,它们制约着研究型大学的自治程度。 这些因素影响大学招聘和保留顶尖

教师以及调集资金的能力,也影响着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科研中日益重要的数字技术与通信设施。
其他有如民主与法治水平、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未来愿景、衔接机制和学校的

地理位置等因素,当然也很重要。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性因

素,研究性大学能否取得成功;或是否这些因素代表了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

薄弱环节? 中国的案例是这一困境很好的例证。
中国是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来提升顶尖大学水平的国

家之一(如“211工程”和“985工程”)。 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迅速

崛起表明中国所做的努力是成功的。 2003年,中国只有14所大学进入首次发

462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名的榜单;到2009年,已经增至24所。 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过如此巨大的进步。 为了促进大学的发展,中国在增加

经费投入的同时,赋予了大学更多的自主权。 然而,总体上严格的政治控制必将

制约和阻碍大学的充分发展。
第一个压力因素源于中国大学双重管理结构的特征。 尽管大学校长是学校

的正式负责人,实际上校长与党委书记共同任命高层学术和行政人员,校委会主

席通常由党委书记兼任。 当校长和书记意见一致时,这种模式不成问题。 但是,
仍有可能影响校长完全自主地领导和管理学校的能力。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NationalInstituteforBiologicalSciences)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期刊上的论

文占全国所发同类论文的一半,其成功部分是因为它是中国唯一一个不设党委

书记的科研机构(Pomfret2010)。
第二个潜在的压力因素为学术自由。 对硬科学来说,缺少学术自由不是重

要的制约因素,但是对互联网的控制会影响教师的工作;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缺

少学术自由毫无疑问会影响社会科学家对政治敏感问题进行科学探索。 最后,
当大学需要为本地学生留有一定入学配额时,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能会破坏

择优录取的招生程序。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学校每年招收的本科学生中,上海

地区的生源必须占到35%以上。
一般而言,国家法治、政局稳定和对基本自由权力的尊重,是高水平大学政

治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这些民主生活基本原则的侵犯必将有损学术环境的

蓬勃发展。 例如,尼日利亚政府已向一组特选的联邦大学提供大量的额外资金,
但是宗派主义、叛乱暴力以及在其几个州缺乏安全保护机制等因素无疑对联邦

政府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构成威胁。 如在2010年3月初,数百人在高原州

惨遭屠杀,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形象等问题的关注。 国家理应是拥有不同信仰的

民众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之所在(Dickson&Abubakar2010)。
马来西亚同样积极寻求将其顶尖大学发展为旗舰大学。 但最近令人不安的

政局态势,从烧毁教堂到对公共场所喝啤酒的女人进行鞭打,这些都给国家的形

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应该支持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

(StaMaria2010)。
即使是美国,一个长期拥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没能免除其对自由运动的限

制以及对学术自由的威胁,这些也对美国的精英大学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从

2001年9月11日开始实施的严格签证政策使得许多国际研究生无法返回美国

完成学业,阻止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博士新生进入美国大学学习。 一些进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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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教师也受到严重干扰(Cole2010)。
至于国家层面的领导,显然当研究型大学的作用被纳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愿景时,这些学校更容易得到快速发展。 这已在印度和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
得到验证。 但是仅靠大学层面的计划而未纳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愿景的也可能

取得成功,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与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的案例。
地理位置是加快或阻碍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中国香港充满活力

的经济社会条件为吸引顶尖学者和优秀学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环境。 新加坡处于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与此相反,位于艰苦地区的城市,无

论是由其气候还是政治氛围所致,对于引进和保留优秀教师与学生都要困难得多。
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所有因素中,质量认证或许是唯一可以在必要时超出

国界的因素。 在国内缺少认证体系的情况下,为了提升课程质量,智利天主教大学

和蒙特雷科学技术大学努力为它们的许多专业项目寻求国际认可,从而增强其学

术地位。 事实上,这所墨西哥的大学是首例接受美国认证的非美国大学。 踏出国

门寻求国外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大大提升了拉丁美洲这两所大学的品质和威信。

结  论

通过对11个大学发展轨迹的案例分析,本书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大学,无论

是选择“择优式”还是“新建式”策略,都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所经历的

复杂的转型过程,并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了适当的领导和愿景,现有研究型大学

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可以得到大幅提升。 或者,新建的大学自建校之初若能充分

整合人才、资源和管理,它就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内发展为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总的来说,尽管本书所回顾的大学案例样本太小而不能得出一个充分完整的结

论,但是这些个案研究似乎可以说明创建新的大学是相对快捷和有效的方式。
然而,新建研究型大学确实面临许多特殊的挑战。 为了能够吸引顶尖教师和

优秀学生,它们需要有足够的创新能力,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现有学校,成为令

人信服的选择。 通过设置利基项目似乎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目标,如印度理工学院、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等案例所示。

我们可从非洲的案例中吸取许多宝贵的经验。 非洲的案例严厉地警告我

们,成功是很脆弱的,如果基本的有利条件消失了,就很容易发生致命的危险。
这些在描述研究型大学或任何一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生态系统时所提到的条

件,需要大学不断努力争取,并且时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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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有案例的研究都证实了维持概念框架中所提出的3个关键因素的重

要性,即人才汇聚、资源丰富与管理规范。 然而,对于择优建设现有大学,领导、

治理和管理似乎是这3个整体要素中最重要的,因为它们会推动一个重大改进的

良性循环。 事实上,有远见的领导、适当的治理和有效的管理有利于额外资源的产

生和管理,从而支持世界一流的教授和研究团队的建立,并吸引到优秀的学生。

在《从优秀到卓越》(FromGoodtoGreat)中,柯林斯(JimCollins)(2001)颇

有见解地探讨了一些取得非凡成就的公司案例。 他研究了那些领导公司取得成

功并发挥催化作用的领导人的特点。 虽然界定高等教育机构成功的相应指标比

界定公司更难,因为公司的成绩可用收入和利润来衡量。 但大学领导是一个有

助于理解学术界的变革动态与进展的领域,因而值得深入研究。 本书的个案研

究明确地支持这一观点,即杰出的领导者处于新兴研究型大学成功的核心地位,

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为学校的未来制定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愿景,并且采取有

效措施,全力支持学者和行政人员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通过这些案例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新发现是,研究型大学在追求世界一流

地位时应该考虑其所处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本章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包括了不同特征,都对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取得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特

征包括: 宏观经济与政治局势、大学治理因素、资源的调集与分配、学校的地理

位置和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等。

最后,即使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一项挑战,即如何在培养学生进行

科学探索所需的技术能力和严谨的方法论与塑造学生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需的社

会伦理价值观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本书的若干案例研究,尤其是中国香港科技

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案例,均阐述了大学课程需要融合有效的科学训练和

深刻的人文信念这一理念。 诚如印度奥利萨邦一所新建大学的创立者印度大师

古儒吉(SriSriRaviShankar)所言:“只有能够滋养内在美德的教育才能传递真

正的智慧。”(SriSriUniversit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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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1 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

排 名 院   校 建 校 时 间

1 哈佛大学(美国) 1636年

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 1869年

3 斯坦福大学(美国) 1891年

4 麻省理工学院(美国) 1865年

5 剑桥大学(英国) 1209年

6 加州理工学院(美国) 1891年

7 普林斯顿大学(美国) 1746年

8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 1754年

9 芝加哥大学(美国) 1891年

10 牛津大学(英国) 1096年

  资 料 来 源: http: //www.infoplease.com /ipa /A0193904.html; www.ucberkeley.com; www.
uchicago.edu。

附录11.2 各院校的主要特点

院校

(创办年份)
学生人数

(研究生) 生师比
直接公共

拨款份额

捐赠

(美元)
年度预算

(美元)
生均支出

(美元)

伊巴丹大学

(1962年)
19521
(7382) 16∶1 85% 20万 467万 2390

上海交通大学

(1896年)
43000
(14000) 15∶1 40% 1200万 7000万 16300

浦项科技大学

(1987年)
3100
(1700) 6∶1 15% 20亿 2.2亿 70000

智利大学

(1842年)
30702
(4569) 9.15∶1 11% 0 5.2亿 17000

智利天主教大学

(1888年)
22035
(2806) 8∶1 11% 0 4.53亿 20500

印度理工学院

(第一所IIT于1950年

在克勒格布尔成立)

28000
(12000)

6∶1~
8∶1

70% 0 1.23亿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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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院校

(创办年份)
学生人数

(研究生) 生师比
直接公共

拨款份额

捐赠

(美元)
年度预算

(美元)
生均支出

(美元)

香港科技大学

(1991年)
9271
(3302) 19∶1* 63% 250000 2.67亿 28850

马来亚大学

(1949年)
26963
(8900) 12∶1 60% 0 2.72亿 14000

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0年)
27396
(6300) 14.4∶1 58% 10亿 13.7亿 39000

蒙特雷科技大学

蒙特雷分校

(1943年)

25705
(3600) 12.2∶1 0 10亿 11.5亿 10200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1992年)
16000
(2400) 无信息 33% 0 4550万 2843

  *最近引进大量的非正规教师(non-regularfaculty)来应对新增项目的多样性使生师比从原来的

15∶1变成14∶1。

附录11.3 各院校战略方法的关键要素

院  校 公立/私立
直接公共

资金来源
自主权 招生

创建一流

大学的方式

伊巴丹大学 公立 89% 低 选拔 择优式

上海交通大学 公立 40% 中 选拔 择优式

浦项科技大学 私立 15% 高 严格选拔 新建式

智利大学 公立 11% 中 严格选拔 择优式

智利天主教大学 私立 11% 高 严格选拔 择优式

印度理工学院 公立 70% 中 严格选拔 新建式

香港科技大学 公立 63% 高 选拔 新建式

马来亚大学 公立 73% 低 选拔 择优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 公立 58% 高 选拔 新建式

蒙特雷科技大学 私立 0 高 严格选拔 择优式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公立 33% 高 选拔 新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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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1.4 各院校的主要资金来源

院  校 政府预算 学费
捐赠收入、彩
票、企业资助

竞争性研究

经费

咨询、培训等

合同收入

伊巴丹大学 85% 1% 1% 2% 10%

上海交通大学 40% 10% 5% 15% 30%

浦项科技大学 6% 7% 34% 47% 6%

智利大学 11% n.a. n.a. n.a. n.a.

智利天主教大学 11% n.a. n.a. n.a. n.a.

印度理工学院 70% 5% 5% 5% 10%

香港科技大学 63% 18% 6% 10% 3%

马来亚大学 73% 11% 10% 0 6%

新加坡国立大学 58% n.a. n.a. n.a. n.a.

蒙特雷科技大学 0% 77% 13% 3% 7%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52% 25% 3% 10% 10%

  注:n.a.=无法获取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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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教育

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2004~2006年度富布赖特新世纪学者项目的杰出

带头人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高级顾问。 著有《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

势》、《比较高等教育》、《美国学生的政治运动》等,合作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手册》
以及新近出版了《世界一流大学: 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 阿特巴赫在芝加哥

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于美国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分校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 为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印度孟买大学的

访问学者和中国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安德烈斯·贝纳斯科尼(Andr췍sBernasconi) 智利安德烈斯·贝洛大学

(UniversidadAndr췍sBello)的副教授及研究生项目的副主任。 他的主要研究领

域为高等教育社会学,涉及高等教育法、大学治理、学术职业发展和高等教育私

有化等领域,关注的范围主要为拉美地区。 研究成果发表在《高等教育》、《比较

教育评论》、《教育政策杂志》和《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等学术期刊。 作为一

名实习律师,贝纳斯科尼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组

织社会学博士学位。

伊萨克·弗劳明(IsakFroumin) 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的资深教育专

家。 弗劳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涉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尼泊尔、
土库曼斯坦和印度等国的项目。 自2008年3月,弗劳明还担任莫斯科高级经济

学院战略发展顾问,指导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教育研究项目。

纳拉亚那·贾亚拉姆(NarayanaJayaram) 方法论教授、印度孟买塔塔社

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班加罗尔社会与经济改革研究所主任。 贾亚拉姆为《社会学



学报》(SociologicalBulletin)的执行主编,其研究广泛涉猎印度高等教育的诸多

问题。

刘念才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
获中国兰州大学化学系学士学位、加拿大女王大学高分子材料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一流大学、科学政策和大学战略规划。 在中文和英文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其研究团队在网上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引起了世界各

地的广泛关注。

弗朗西斯科·马莫雷侯(FranciscoMarmolejo) 北美高等教育合作联盟的

执行主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负责西半球项目的副校长。 此前为美国马萨诸塞

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美国教育委员会成员、墨西哥美洲大学学术副校长。 马莫

雷侯是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负责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高等教育评估的同行评

审小组成员。 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马莫雷侯任拉美研究中心教员和高等教育

研究中心研究员。

彼得·马特鲁(PeterMateru) 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资深教育专家,其主

要研究领域是高等教育和技能发展。 在加入世界银行以前,马特鲁博士是坦桑

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theUniversityofDaresSalaam)电气工程教授,曾先后

担任工程学院院长、研究生项目主任。 马特鲁获工程和教育双硕士学位。

赫纳·玛克赫吉(HenaMukherjee) 先后获得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学士、
马来亚大学教育文凭和教育硕士、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博士学位(富布赖特学者)。
她以首席教育专家的身份从世界银行退休,一直负责南亚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

基础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项目管理。 在加入世界银行以前,她是英国伦敦

英联邦秘书处教育项目主管,主要负责英联邦国家的企业培训、教师教育和高等

教育。 此前,她曾是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社会基础系创系主任。
目前玛克赫吉继续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参与南亚和东亚的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玛克赫吉原为新加坡国籍,现已加入马来西亚国籍。

派·奥班亚(PaiObanya) 于1971~1986年在母校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

担任教师。 1979年被任命为教育学全职教授,1980~1983年任该校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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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在国际活动方面,1986~1988年任世界教师专业组织联合会(theWorld
ConfederationofOrganizationsoftheTeachingProfession)教育项目的主管。
随后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任教非洲地区办公室副主任。

白杰瑞(GerardA.Postiglione)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

教授、系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中心主任。 其研究成果包括100多篇期刊

论文或著作章节和10本专著。 他曾在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基金会,包括美国卡内

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等在香港设立的学术职业项目中担任组织和项目顾问,并在

福特基金会(北京)担任一年的高级顾问,帮助建立中国教育改革和文化创新拨

款框架。

李秉植(ByungShikRhee) 韩国首尔延世大学的高等教育助理教授。 他

曾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曾担任韩国总统教

育创新委员会和教育科技部教育政策委员会的咨询顾问。 他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取得高等教育博士学位。

佩特拉·莱赫提(PetraRighetti) 世界银行非洲教育组的教育顾问。 目前

负责世界银行非洲高等教育项目,领导加纳技术工程项目的信息通信技术。 她

获得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研究生

文凭。

贾米尔·萨尔米(JamilSalmi) 摩洛哥教育经济学家及世界银行高等教育

主管。 他是世界银行高等教育战略报告《构建知识社会: 高等教育的新挑战》的

主要作者。 近17年来,萨尔米为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60多个国家的政府

提供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咨询。 萨尔米是联合国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EducationalPlanning)、英国高等教育管理基金会国

际顾问委员会(theUKLeadershipFoundationforHigherEducation)、经合组

织学术期刊《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编委会等组织的重要成员。 萨尔米于2009
年2月出版新作《世界一流大学: 挑战与途径》。

王 琪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她从英国巴斯大学先

后获教育硕士(国际教育)学位和博士学位。 其研究方向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472  世界一流大学: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终身教育、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
王庆辉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他曾于2009年9月

至2010年8月在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访学。 研究方向为研究型

大学系主任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曾参与中国教育部科技委重大专项《面向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领军人才成长研究》,撰写了其中的一个章节。

黄金宝(PohKam Wong)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与创业研究中心主

任,同时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工程学院的教授(礼任)。
他分别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两个理学学士学位、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他在《组织科学》、《企业创业学杂志》、《创业理论与实践》、《研究政策》、《管理学

报》和《科学计量学》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领域包括创新管理、技

术创业和科技政策等。 他为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新加坡主要政府机构和亚洲

的许多高科技公司担任顾问。 他曾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于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访学。 因为对新加坡教育的贡献,2005年获得新加坡政府授予的公共管

理铜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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