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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评估是提高高等教育评估实效性的有力保障。当前我国亟待建立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 实现政府职能转
型, 并规范高教评估中介机构。借鉴美国元评估机构的发展经验,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构建高等教育元 评估
机构时应充分考虑到政府职能转型的渐进性 、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以及高校参评的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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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评估是对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准确性、
实用

层面来看, 还是从高校层面来看, 都为高等教育评

性、
可行性, 以及其系统实力、
诚信度、
受尊重程度

估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却没有实现

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进行评估, 并向公众报告该评

高等教育评估的真正目标, 实效性有待提高。

估的价值和缺陷的过程 [ 1] 。高等教育元评估就是对

2. 高教评估中介机构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高等教育评估的再评估, 提高高等教育评估的实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

性, 成为国家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实现高等

育评估工作的广泛开展, 仅仅只有政府对高等教育

教育目标、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管理

的评估是不够的。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一种介

手段。

于政府、
社会和学校之间的机构, 具有独立的法人

一、
我国建立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的必要性

地位。
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完全独立的非政府

随着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多种类型的高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出现, 政府的行政干预过

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开始建立, 为我国的高等教育

多,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难免成为政府代言人。

评估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 目前我国由非

目前, 民间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对高等教育的评

政府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独立组织的教育评估

估也只是局限在大学排名评估活动, 如广东管理科

活动还不多见, 还是以政府评估为主。为了正确处

学研究院及网大公司每年推出的中国大学排名等。

理政府、
高校、
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等三者之间的关

这些民间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未曾得到相关部

系, 使高等教育评估工作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

门的授权或认可, 其审批程序、
收费标准、
监督体制

良好的促进作用, 减少目前高教评估模式的弊端,

等没有确立, 也无相应的法律保障, 排名本身的科

我国有必要建立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

学性、
多样性及公正性等方面受到人们的质疑, 因

1. 高教评估的实效性有待提高

此, 他们很难真正参与到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中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评

所以,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作用难以得到

估逐渐走向规范化、
法制化, 向健全化目标迈进。
在

应有的发挥, 原因之一是我国的政府部门“
摆脱”
不

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属于政

了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
具体指导”
。
鉴于政府长

府集权模式, 评估的主体往往是单一的政府, 评估

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主体和主要力

自上而下进行, 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直 接性、
权威

量, 为使高等教育评估能顺利有效地进行, 且规范

性。政府制定评估方案, 直接组织实施各种类型的

和促进高等教育中介评估机构的发展, 建议现阶段

评估, 评估权威性高, 规范性强, 这确实为高等教育

成立由政府主导的元评估机构对高等教育中介评

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从整体上保证了

估组织的评估结果进行元评估, 而高等教育评估中

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但是, 这种评估模式同时存

介机构具体从事直接的评估工作。
这既能使中介组

在公正性争议, 评估指标体系单一, 过于强调硬指

织起到缓冲器的作用, 又能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型起

标, 无形中抹杀了不同层次、
类型高校的特色。
一些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校为了迎接评估, 出现寻租行为、
编造数据、
伪造

3. 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势在必行

材料, 为“
金玉其外”
下了不少功夫。不管是从政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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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入、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高校

界定以及与办学目标及特色的一致性, 每年向公众

数量大幅度增加, 高校类型更加多样化以及高等教

公布所有获得认证的院校和专业的名单, 认证的目

育投资多元化, 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 各个层

的是保证质量和提高质量, 并且对其所属认证机构

面的高等教育评估主体有权参与高等教育评估过

的认证不带有任何强制性, 但会要求其不断改进以

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继续垄断教育评估, 那

提升自身的水平。

么教育评估负担之大使其难以承受, 评估实效性也

2. 联邦政府教育部( U SDE )

会大打折扣, 同时也会制约高等教育的发展。
因此,

联 邦政府对 认证机构 的官方 认可始 于 1952

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势在必行。同时, 为了使高等教

年。当时, 为了纠正和防止联邦政府资助学生款项

育评估工作能对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实现高

的滥用及相关的学校欺诈现象, 美国国会要求联邦

等教育目标、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产生良好的促

[ 4]
。
政府教育专员公布“
全国认可的认证机构名单”

进作用, 必须把具体评估功能从政府的行政职能中

1979 年, 美国教育总署升格为正式的内阁级的教

脱离出来,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 评估中介机构的作

育部, 承担对认证机构进行官方认可工作, 这实际

用, 而建立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是现阶段解决问题

上是官方对认证机构在进行院校认证或专业认证

的有效方式之一。

过程本身所要求的质量标准以及方向引导。
U SDE 元评估代表的是政府力量对高等教育

二、
美国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发展状况
美国高教评估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史, 对保障和

的干预, 其认证结果是和联邦政府的资助项目相联

促进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

系的。
U SDE 的认可标准强调院校或专业是否有资

政府并不直接对高校直接进行评估, 而是由非政府

格获得联邦资金、
学 生助学金和其他联邦项目资

机构承担院校评估和专业职业评估。
虽然对高校进

金, 获得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在学生成绩、
课程、

行评估的活动是非政府行为, 而对这些认证机构的

教师、
设施( 配备和供应) 、
财政和行政能力、
学生服

认证, 即元评估却不完全是非政府行为。元评估由

务、
招生、
学位目标和学位标准等方面必须达到一

以下两个机构承担: 非政府的 CHEA ( the Council

定的标准。
如果认证机构想要自己认证的院校和专

for Higher Educat ion A c-creditat ion) 的民间认可和

业获得 联邦政府的各 种款项, 就必 须寻求 U SDE

联邦政府教育部的官方认可。

的 认可, 这 就使 政府 干预 高等 教 育力 量加 强[ 5] 。

1. 美国( CHEA )

CHEA 在评估过程中注重学 术质量, 鼓励有针对

美国全国性的质量元认证机构在二战以前就

性的变革和改进, 在判定认证结果和以后的评估中

存在, 1938 年, 美国质量认证委员会成立, 由美国

保持公正。
U SDE 通过财政手段来获得其认证的吸

大学协会、
赠地学院及大学协会和美国州立大学协

引力, 由此达到保障一定标准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引

会组 合而 成; 1949 年 成立 了“
全 国 鉴定 委员 会”

导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目标。

( N at ional Comm it tee of A ccredit at ion, N CA ) 认 可

3. 两者力量的制衡, 提高评估实效性

并监督协调全国性专业鉴定机构; 后来又成立了

虽然评估机构有选择 U SDE 和 CHEA 两种认

“
高等教育地区鉴定 委员会联合会”
( F ederat ionof

可的自由, 但是为了评估院校获得两面的认可, 多

Regional

Higher

数 认证机构选择获 取 U SDE 和 CHEA 的 双重认

Educat ion, FR ACHE) 代表地区性鉴定机构。1975

可, 但是也存在接受 U SDE 认证而没 有在 CHEA

年 1 月, N CA 和 FRA CHE 合并为著名的“
中学后

认证范围内的评估机构。 CHEA 和 U SDE 的认可

教 育 鉴 定 委 员 会”( t he Council onP ostsecondary

标准并不是完全不同, 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类似

A ccreditation, COP A ) , CO PA 在 1993 年底因陷于

的。CHEA 和 U SDE 进行元评估的出发点、
目的、

困境当中而解散, 1996 年美国 CHEA ( the Council

意义不同, 因此两种元评估互不可替代。
这样, 对高

on Hig herEducation A ccredit ation) 得以成立 。

等教育的评估权力并不是只被某一方掌控, 高等院

A ccredit at ion

Commit tee

of

[ 2]

美国 CHEA 是目前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的总代

校、
社会、
政府之间便达到一种相互制衡的作用。
高

表, 它是一个独立的、
非官方的、
非营利的全国性认

等院校主动申请评估, 并不只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

证组织, 承担着对全美高教认证机构( 主要是其成

的资助而应付联邦政府的评估, 同时还受到来自社

员机构) 进行认可的责任, 本身并不直接对高等院

会的监督。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评估结果的公布

校或高校专业进行认证。CHEA 由来自学院和大

会影响到高等院校的生存与发展, 比如招生来源、

学的校长、
研究机构的代表和公众成员组成的 17

经费来源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使每所高校都会重

人委员会领导, 拥有 60 多家私立的、
非政府性的全

视自身质量的提高, 否则将会被社会淘汰。对高等

国性、
地区性或专业性认证机构成员单位, 全美有

教育评估进行再评估的评估模式, 评估主体的多元

3 000多所学院和大学申请接受这些认证机构进行

化, 能够有效地提高评估的实效性。同时行政力量

认证 。CHEA 强调制定认证标准时对学术质量的

的干涉从微观转向宏观, 在高教评估领域中政府职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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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实现 转 型, 能够 为高 校 发展 提 供自 由 竞争 的

业务委托, 对学校的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进行价值

空间。

判断和( 或) 诊断, 并以评估结果影响委托人与被评

三、
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的思考

估者决策的一种专门性评估组织[ 6] 。根据教育评估

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 各国政府通过不同的评

中介机构的内涵界定, 我们可以看出, 高等教育评

估机制来实施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控制。
元评估的

估中介组织应具有独立性、
专业性、
公正性, 在政府

概念及实践最早出现在美国, 虽然我国和美国的教

与大学之间起到“
缓冲器”
( buf fer) 的作用, 是政府

育体制和实施的评估模式完全不同, 但是“
他山之

与高校沟通的桥梁, 沟通政府与高校、
市场与高校、

石, 可以攻玉”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 在

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各种关系, 有利于政府实现对高

构建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等院校的管理职能转型, 也有利于各高校保留更多

1. 政府职能转型的渐进性

的办学自主权。

从美国的高教评估过程来看, 教育评估不是一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是其有效开

次性的, 也不单单是政府部门强制的事, 社会和高

展评估工作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独立性, 就失去

校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评估活动中来。
美国政

了自身的真正内涵。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相对于

府对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宏观调控管理, 既保

政府、
社会和高校应该是独立的, 而不是某方面的

证了政府对其进行间接管理, 又为高等教育评估中

代言人。但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 只是在一定范围

介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我国来说, 正

内的独立, 对法律法规的限制是不能逾越的。对于

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 政

政府来讲, 他们要通过评估中介机构的评估来保障

府是教育投资的主体, 既是办学者, 又是管理者。
我

高校的教育质量; 对于社会来讲, 他们要通过评估

国建立完全脱离政府的而仅依靠市场来运作的高

中介机构来了解高校的优劣; 对于高校来讲, 他们

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有待进一步探讨, 毕竟不可能

也要通过评估中介机构来反映自己的实力, 以争取

像美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那样完全独立于政

获得方方面面对学校的最大支持。
处在这样的一个

府之外。同时,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还

关系网之中,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必须具有相当

不健全, 现在还不能完全担当起进行具体评估工作

的独立地位。
同时, 要最终实现评估结果具有信度、

的重任, 因此, 政府对教育评估机构不可能完全放

公正性、
权威性以及实效性的目标, 除了具有独立

手不管, 政府职能转型具有渐进性。但是有一点毋

性以外, 高等教育评 估中介机构还必须具有专业

庸置疑, 科学的元评估能正确有效地引导评估, 能

性、
权威性。
目前,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发展还

明确指出评估的实效性与缺陷所在。

不健全, 政府需要建立元评估机构来规范教育评估

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介机构的发展, 加强教育评估中介组织专业化建

我国政府必须努力实现职能转型。
高等教育评估应

设, 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权力逐渐展开具体的教育评

逐渐由直接性、
强制性、
控制型向间接性、
自愿性、

估业务, 不断提高开展教育评估的能力。

服务型转变, 政府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重点将转

3. 高校参评的主动性

移到对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宏观管理上, 发挥其对

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要求高校发展必须具有自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监督作用。因此, 我国构建

主性, 高等学校拥有较多自主性才更有活力, 发展

高等教育元评估机构, 政府主导元评估机构, 经费

才更有主动性。
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和适度的外部强

应由政府提供。
元评估主体可以由来自政府、
社会、

制性力量是确保高校自主发展的基础, 但在传统的

高校等不同背景的专业评估者共同组成, 但组织成

教育评估体制下, 政府对高校的评估具有强制性、

员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相互独立, 关键是要保证评

指令性及权威性, 高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

估的实用性、
可行性、
合理性、
准确性以及公平性,

状态。
高等教育评估是现代大学制度中不可或缺的

即评估一定要有实效性。
政府规范高等教育评估中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评估本身即是高校教育教学工

介机构评估行为, 公开所掌握的各方信息资源, 为

作的一个环节和过程, 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外在

高教评估提供宏观指导和服务, 但是不介入具体的

的目的而任意进行修剪, 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自身发

评估工作中, 同时也可以尝试与社会高等教育评估

展规律。就目前情况来看, 高教评估成了很多高校

中介机构联合进行元评估, 向构筑多元化评估机制

发展的“
负担”
, 为了获得一个优良的评估分数, 有

目标迈进。虽然要完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不是一

些高校不惜“
弄虚作假”
,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教育评

蹴而就的, 但是可以在不断努 力的过程中渐进完

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校办学质量提高的作用, 也

成的。

没有把教育评估作为规范学 校管理、
提高管理水

2. 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

平、
促进高校自主发展的一种手段。
因此, 要发挥高

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一种介于政府、
社会和学

校的主动性, 鼓励学校自愿申请参与职能转型。我

校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实体, 它是通过接受

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 将政( 下转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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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T eaching, Learn and Act ing of Social M orality
Educat ion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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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 om a social psycholog ical perspect i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 ansitio n , the com mon customs of moral
example and the unciv ilized env iro nment o f colleg e students result in t he curr ent plight of the social morality
educat ion. T he best way to out t o the plig ht must be the syncretism of teaching , learning and acting of social
mor ality , as well as ex ert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fully , lead the mor al self -education of colleg e students, and
enable them be an upright per son in the pr ocess of undertake a var iety o f social r oles .
Key words : college students ; educat ion , public mor als ; act responsibly and do the t 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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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2 页) 府财政拨款和参与教育评估结合起
来, 只要高校参与评估就可以获得国家补助或国家
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 对于弄虚作假者, 取消办学
资格等等, 以提高高校向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自

华)

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 云 峰, 张 庆 文, 曲 霏, 等. 高 等教 育 元评 估理 论 模式 探 析
[ J ] .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8, ( 2) : 30-36.

愿申请评估。这样有助于实现“
以评促建”
, 并能对
高校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督促作用。

杜

[ 2]

洪成文. 美国高 等教育 认证理 事会: 认可目 标、标准 和程 序
[ J] . 比较教育研究, 2002, ( 7) : 13-17.

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评估模

[ 3]

朱 玉山. 美 国高 等 教育 认证 理事 会认 可目 标、标 准 和程 序

[ 4]

王建成. 美国教育认证机构的行业认 可和官方认可[ J] . 比 较

[ 5]

熊耕. 简 析美国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认证之间控制与 反控制

[ J] . 比较教育研究, 2002, ( 7) : 13-17.

式, 但是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根据我国实际
情况, 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政府宏
观管理和教育中介组织对高校的具体评估相结合,

高等教育, 2005, ( 6) : 42-46.

逐渐实现政府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职能转型,
在政府、
社会、
高校之间形成相互的制衡, 从而保证
高校决策与评估的专业化与科学化, 促进高校的健

之争[ J] . 比较教育研究, 2003, ( 8) : 21-25.
[ 6]

杨晓江, 蔡国 春. 新概 念: 教育 评估中 介机构 [ J] . 教育科 学,
1999, ( 3) : 9-12.

T hinking t o Construct and develop the
M eta-Evaluation Institution in China
ZHU Shu-hua
( I nstitut e of Educat ion Research, X iamen Universit y,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 he M eta-Ev aluat ion is the pow erful secur ity fo r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improv e the effectiveness o f
evaluation. It ’s necessary to constr uct the M eta-Evaluation institutio ns of hig her educatio n ev aluat 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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