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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面临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根本挑战？ 

Philip G. Altbach、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巨

变。过去 25 年间（1990~2015），人们所说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成为了大学思想和

行动的特点，然而这个时代似乎要结束了，

或者至少是在“生命维系”阶段。各种国际

化的无限发展，包括大规模的全球学生流动、

国际分校的扩张、联合学位、使用英语作为

全球教学和研究语言以及许多其他因素似乎

突然结束了，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 

特朗普主义，英国脱欧以及欧洲民族主

义和反移民政治的兴起正改变着全球高等教

育格局。我们目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生根本

转变，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大学的

整个国际工程。 

首先是好消息 

知识依然是国际性的。跨国科研合作继

续增加。大多数大学都认识到为学生提供国

际视野是 21 世纪的核心。全球学生流动率继

续增加，但速度比过去缓慢——约有 500 万

学生在本国以外学习。主要的欧洲流动与合

作计划“伊拉斯谟+”（ERASMUS +）仍然很

稳定，它甚至可能会获得额外资金。东盟地

区正朝着与欧盟类似的方向发展，以促进其

学术结构的协调一致，提升质量保证，并在

其高等教育部门增加区域流动与合作。“本土

国际化”和全面国际化已经融入世界各地的

高等教育词汇之中。 

但这些积极的趋势并未掩盖：在 2017 年

的现实基础上，2018 年又在增添一些令人不

安的趋势。2016 年的突发情况——英国脱欧，

以及之后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已

被证明充斥着问题，正如人们预计的一样。

获取签证的问题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受欢迎

的气氛和其他问题正导致英国和美国国际学

生人数的下降。 

最近的事态发展预示着至少在一定时期

内可能以深远的方式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方

面的未来趋势。几个例子表明了这些趋势。 

对国际学生数量增加的限制和英语的

使用 

荷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思维的国

家之一，关于国际化局限性的激烈辩论已经

在该国开始，媒体、政界和高等教育部门都

在进行讨论。阿姆斯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校长认为，英语授课的学术课

程太广泛，应该减少；有太多的国际学生得

到广泛的支持，且这种课程的扩展可能会被

缩减。 

在其他国家，包括德国、丹麦和意大利，

也有关于英语对教学质量负面影响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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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仍是科学交流和学术的主要语言，但其

统治地位可能达到了上限。 

跨国教育的挑战 

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本计划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山东烟

台合作成立分校，但是，格罗宁根大学师生

进行了抗议，这一计划突然就被取消了。这

可能会影响其他在中国的合作办学，也可能

影响到其他地方的合作办学，因为双方更加

辩证地看待国际分校发展和其他举措的结

构、学术和政治影响。总的来说，国际分校

校园、教育中心、特许经营和其他形式跨国

教育的美好时光可能已经结束。 

对伦理的关注 

丹麦政府发现，丹麦的一些外国学生和

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使用虚假地址申请学生经

济补助（UWN, 491）。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

报告称，国际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这些事例

增加了人们对国际学生的负面看法。 

对国际学生的免费教育已到终点 

挪威增加了国际学生的签证费用，批评

者声称这是向国际学生收取费用的第一步。 

德国的两个州也开始向国际学生引入费用，

这是与过去相比而言的巨大变化。针对向外

国学生增收学费的讨论比较普遍，因为各国

试图利用国际学生来补贴国内高等教育。这

一做法在澳大利亚已使用了数十年。虽然有

关当地学生免学费的争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激烈，但看起来国际学生的学费仍在不

断上涨。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因素 

右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在许多欧

洲国家的成功将对高等教育政策产生重大影

响——尽管具体内容尚不明确。从有关匈牙

利中欧大学的争议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以日

益独裁的政府努力驱逐一所以自由主义观点

而闻名的国际大学。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

波兰的民族主义政府的出现可能会对这些国

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国际高等教育产生影

响。即便没有掌权，如在德国、法国、意大

利和荷兰，这些政党的想法曾处于不重要的

边缘地带，现在却对公共话语产生了影响。

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仍在努力解决英国脱欧对

英国大学参与欧洲项目的影响，也在国际学

生和教师对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方面苦苦挣

扎。 

对抗性趋势？ 

虽然欧洲和北美的国际化进程面临越来

越大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挑战，但非西方世

界对国际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但是，即便是

非西方国家也存在问题。  

比如，印度首次将国际化作为国家高等

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标。但印度缺乏相关的基

础设施，且在塑造其学术结构以容纳大量国

际学生方面遇到问题。后勤方面的挑战是巨

大的。 

很有可能的是，寻求外国学位或国际经

历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的焦点从北美

和欧洲的主要接收国转移出去，这些国家被

认为不太欢迎国际学生。但这些潜在的受益

者有其自身的问题。 

需要的观点 

首先需要的是，所有与国际高等教育有

关的人士都切实认识到现实已发生了变化，

目前以及未来发展已超出了学术界的控制范

围。这些新的现实将对整个高等教育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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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对英语教学无限制增加、国际招生

和分校发展的批评来自两个完全相反的渠

道。一方面是反国际化和反移民的民族主义

和民粹主义论调。更相关的是高等教育界本

身对质量、学术自由和道德的关注。阿姆斯

特丹大学校长以及琼斯（Jones）和德威特（de 

Wit）（UWN 486）更加强调“本土国际化”

的另一种方法，希望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国际

化，这可能被视为国际化的一个机会：从数

量转向质量。但是，如果民族主义—民粹主

义理论占上风，那么的确会导致国际化的结

束。全球高等教育领导者必须坚定地支持质

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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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领导力和管理培训：全球图景和差距 

Laura E. Rumbley、Hilligje van’t Land、Juliette Becker 

Laura E. Rumbley：美国波士顿学院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rumbley@bc.edu 

Hilligje van’t Land：法国国际大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秘书长 

电子邮箱：h.vantland@iau-aiu.net 

Juliette Becker：法国国际大学协会计划和会员发展官员 

电子邮箱： j.becker@iau-aiu.net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高等院校的成功领

导需要一套非常复杂的技能、知识和敏感性。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关于高等教育领导者、

管理者和决策者如何获得开展工作所需培训

的信息有限。此外，在一些相关培训和能力

建设信息可得的情况下，内容仍不完整，且

往往令人失望。事实上，在高等教育领域正

规培训领导力与管理能力的机会有限，规模

几乎普遍较小，且很大程度上无法对其努力

的长期影响进行系统性说明。针对世界各地

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系统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

来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迫切需求，这是一个

关键问题。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高等教育领

导者和管理人员在没有任何培训的情况下进

入岗位——他们在工作中学习——或是冒着

失败的风险。 

未知领域 

最近的两项研究——一项是由波士顿国

际高等教育中心代表德意志学术交流服务中

心（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和 德 国 校 长 会 议 （ 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共同开展的，另一项是由国际大

学 协 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代表世界银行（World Bank）开

展的，绘制了全球高等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培

训项目的各个方面。就国际大学协会的研究

而言，其目标是确定全球范围内侧重于高等

教育领域（特别是中高级行政职位）的培训

项目。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目的略有

不同，因为它旨在分析提供专门针对国际发

展合作方面的管理培训项目情况。 

国际大学协会和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

心在探索全球培训计划的存在和概况时发

现，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些类型的

培训项目进行的评估工作非常少。在此研究

中，研究者们做了广泛的网络联系并开展了

锲而不舍的在线研究，以确定这些培训项目，

并将培训项目的规模、范围、设计、交付、

演变和目标的基本特征组合在一起。高等教

育学领域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与之不同，这些

课程专注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通常由单一

大学（或明确界定的大学合作伙伴）提供；

面向高等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则由不同

培训者提供。其中一些可能被视为成套供应

者，不同参与者分别负责资助、管理/组织和

/或提供特定的培训计划。到目前为止，全球

高等教育管理、培训提供者或方法并没有明

确的“类型学”。 

培训计划的多样性（“想要的都有”） 

培训项目的实施方式差异很大。这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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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在体现在项目的成熟度、规模大小、提

供计划重复的频率，目标受众、采用的“教

学方法”、计划时长以及重点关注的主题等方

面。 

这种多样性在全球培训领域呈现出一幅

有趣的全景。培训项目的历史参差不齐，从

几十年到最新刚刚推出的。就目标群体而言，

它们可能会迎合高级领导或中层和中高层管

理人员和行政人员，或迎合专门的群体，如

有潜力的早期职业人士、具有明确角色和责

任的行政人员或是代表性不足的成员群体，

如女性。 

培训项目的开展模式可能涉及工作坊、

会议、研讨会、讲座、案例研究、实地考察、

实习、小组项目、个人项目或独立研究。培

训项目甚至可以建立在长期的院校伙伴关系

之上，特别是在一些侧重于以国际合作促进

发展的欧洲倡议中。培训可能包括面对面和/

或在线培训。 

培训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也可能有所不

同：从几天或几周，甚至是到几个月，甚至

一年或更长时间。一些项目在结构和内容方

面由相当标准化的“现成”产品组成，而另

一些项目可能更加专门针对客户或参与者的

需求量身定制。就字面而言，培训内容、方

法、目标受众和基本原理充满各种可能。 

在多样化世界中呈现的轮廓 

尽管全球高等教育的培训项目在形式和

功能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但现有的有关这些

项目的数据信息显示出几个主要趋势。 

首先，高等教育领导人和管理人员的培

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增长型行业”。2000

年以来开展的大量培训计划和项目表明了这

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培训

和领导力发展项目主要是由世界上较富裕的

国家提供，或是主要由北半球国家的提供者、

出资者和/或合作伙伴开展（或使其成为可

能）。 

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发现大多数项目

的参与者数量很少，通常每个小组不超过 50

人。此外，同类项目倾向于相当水平的“同

质”，因为往往同一个培训组不会包含不同类

型的参与者（例如，不同资历等级）。很少有

证据表明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培训或领

导技能培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尽管她们在

全球学生入学率（至少在初级阶段）和教师

队伍中占有重要地位。 

培训项目的期限也相对较短，通常从几

天到一周或两周不等。它们通常是收费的，

除仅记录出席人数之外，一般不颁发任何类

型的证书。最后，少有迹象表明培训项目正

在开展评估活动，以分析项目是否能够为受

训人员带来明确中期成果或长期影响。通常，

评估取决于受益人或提供培训课程的组织的

评价，而不提供有关为评估这些课程对参与

者或其各自专业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监测工

具的信息。最常引用的影响之一是所提供的

交流机会的重要性，该结果难以转化为任何

形式的影响评估。 

还需要更多的培训项目吗？答案：是的 

世界各地大多数高等教育领导者和管理

人员没有接受任何正式/专门的工作培训。随

着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发展和多样化，在满足

关键绩效指标、在教育和创新生产方面取得

卓越成就的压力越来越大，培训有效管理人

员和领导者的需求变得更为广泛和迫切。然

而，目前能满足这种巨大需求的培训机会极

其匮乏。事实上，尽管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

国际大学协会列出的清单是为了试图找出这

类项目，但在全球范围内他们总共列出的此

类培训不超过 120 个项目。相对较短的小规

模计划聚集在北半球（或主要由北半球行动

者提供），没有明显的中期或长期影响的证

据，这些计划总体而言并未为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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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大规模支持提供可行的路线图，特别

是在世界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国

家迫切需要通过提供高质量、具备相关性和

公平的培训机制来提升管理和领导能力。我

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了解全球管理和

领导力培训提供者的整体情况及其所做努力

的范围和实际影响，以确保在二十一世纪拥

有那些有着技能的高等教育管理人员和领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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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性会议：一个学术“同类相残”的案例 

James McCrostie 

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  

电子邮箱：jamesm@ic.daito.ac.jp 

 

“掠夺性会议”（predatory conferences）

在学术界出现近 20 年，现已超过学术团体举

办的合法会议。今天，从东京到多伦多，从

悉尼到赫尔辛基的几乎任何一个主要城市，

每个月都可以参加多个掠夺性会议。掠夺性

公司之间的竞争变得如此激烈，甚至连小城

市也成为目标。甚至还有会议提醒网站专门

用于宣传掠夺性活动。大量的掠夺性会议，

有时被称为“可疑会议”，加上组织公司日益

复杂，这意味着在被证明是正规会议之前，

任何未知的会议都应被视为是掠夺性的。 

什么是掠夺性会议 

被列为掠夺性的会议组织者需要满足三

个标准：组织者举行低质量的学术会议，主

要目的是赚钱而非支持学术；没有有效的同

行评审，允许任何人购买发言时段；组织者

使用欺骗性手段，最常见的形式是同行评审

的虚假声明，隐藏公司总部的真实位置，并

隐瞒公司的营利性质。 

除了少数例外，本文将避免提及特定的

掠夺性会议组织者，原因有两个。首先，许

多公司密切关注有关它们的内容，并迅速对

其网站进行外观修改，试图逃避掠夺性标签。

其次，这些公司经常更改名称或重新命名会

议。例如，OMICS International 目前被美国

联 邦 贸 易 委 员 会 （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起诉欺骗性贸易行为，它至少

组织了四个不同品牌的会议，包括：会议系

列（Conference Series），Pulsus 集团（Pulsus 

Group），EuroSciCon 和生命科学活动（Life 

Science Events）。 

一些掠夺性组织者最初是掠夺性出版

商，它们逐步扩展到会议领域。其他组织者

则专注于组织会议，但他们也可能向掠夺性

出版商提供论文。大学教师是一些最为狡猾

的掠夺性会议公司的组织者，同时，他们设

法说服其他学者加入他们的组织委员会。许

多（但绝不是全部）掠夺性公司都在亚洲，

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马来西亚

和中国台湾。但是，包括加拿大、日本、英

国和美国在内的较发达国家也有多家掠夺性

会议公司。 

危险 

大多数学者认为掠夺性会议不值得担

心，特别是其研究领域对会议报告和会议出

版物的重视程度较低而对期刊出版物重视程

度较高的情况下。然而，掠夺性会议确实威

胁到象牙塔的根基。由于缺乏真正的同行评

审，它们允许任何人展示和发布质量低下的、

抄袭或虚假的研究。在掠夺性会议上，人们

会听到一些虚假信息：联合国制造艾滋病以

减少世界人口、不存在全球变暖的情况。 

掠夺性会议通常将几个会议组合在一个

酒店会议室，迫使与会者听取他们所在领域

之外的主题演讲，并诱使善意但无知的学者

参与，浪费他们有限的研究预算和时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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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诚实努力也可能因在会议论文集中与无

意义的论文一起出现而受到玷污。此外，随

着掠夺性会议组织者的成长，他们一直在购

买合法的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模糊了掠夺

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界限。依靠年度会议获得

资金的学术社团也会发现自己与越来越多的

掠夺性事件竞争。 

敌人正是我们自己 

掠夺性会议成为如此严重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研究人员和院校基本上未对这个问题有

所作为。少有对研究人员或大学发出危险警

告的活动，甚至很少有针对那些出席或帮助

组织这些会议的人的惩罚。只有年轻或发展

中国家的研究人员被欺骗参与的观念为不作

为提供了一个借口。实际上，来自西方大学

的学者经常出席并帮助组织掠夺性会议。由

于被收到发表主旨演讲邀请的兴奋蒙蔽了眼

睛，太多人因为无知而忽视了危险信号。但

不幸的是，其他人是特意参加此类会议的。

那些来自注重会议参与度国家或地区的研究

人员刻意利用掠夺性会议来填写简历以赢得

大学工作和晋升机会。掠夺性会议组织者与

掠夺性出版商之间的联系很常见，掠夺性期

刊接受、发表会议论文，并收取额外费用。

不幸的是，许多研究人员将此类出版机会视

为意外收获而非问题。 

令人不安的是，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参

与掠夺性会议的学者们都很难接受这是一种

不道德行为，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会议公司。

即使面对伪造的同行评审、隐藏的营利性公

司和被盗身份等证据，相关研究人员也拒绝

与此保持距离。相反，那些对这类行为感到

厌恶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已被证明是获得有

关掠夺性组织者信息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发达国家的大学经常举办掠夺性会议，

它们出租会议室的愿望似乎超过了其声誉承

担的任何风险。例如，在 2016 年 9 月底，我

通知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掠夺性会议

组织者——美国研究协会（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search），计划于 2017 年 3 月在

该学院举办教育和信息技术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我指出，虽然美国

研究协会声称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它是实

际上注册为营利性公司，其总部设在中国。

我还警告说，其中一个会议之前已经接受了

我用论文自动生成软件 SCIgen 生成的无意

义论文，并且会议所有者可能与至少八个其

他掠夺性出版商和会议公司联系。迫使会议

公司从会议网站上删除大学徽标被证明是学

院会议管理员采取的最强有力的行动。后来

被报纸文章曝光后，美国研究协会更名为“亚

洲研究人员协会”（ the Asian Society for 

Researchers），其教育和信息技术国际会议计

划于 2018 年 3 月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圣安妮学院（St. Anne’s College）举

行。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过多的掠夺性会议是

将研究经费用于公款旅游的机会。巴厘岛、

迈阿密和夏威夷等地举行如此多的掠夺性会

议是有原因的。当我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发

表主题演讲之后，一位与会者痛苦地抱怨：

我可能破坏了所有人的派对。所谓“派对”

即是每年冬天使用研究基金在某个地方旅行

的能力。在我参加的在东京举行的掠夺性会

议上，我发现演讲者在完成自己的演讲后，

留下来的很少。他们与携带旅行指南的家庭

成员一起离开会场，这似乎在说他们在东京

迪斯尼乐园有重要的数据收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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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什么呢？ 

这是没有神奇答案的。大学教师、研究

生和管理人员都需要更多关于掠夺性会议危

险的教育。那些不小心错误选择了掠夺性会

议且意外地在这类会议上发表的人需要对同

事和更广泛的学术界做出警告。大学需要采

取更多措施以避免举办掠夺性会议，并开始

拒绝雇用、提升或资助参加和组织这类会议

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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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学术腐败：质量保证和认证 

Judith S. Eaton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主席 

电子邮件：eaton@chea.org  

 

当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小组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International 

Quality Group，简称 CHEA/CIQG）于 2016

年发布《有效国际实践咨询声明：打击腐败

和提高诚信》（Advisory Statement for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Combatting Corruption 

and Enhancing Integrity）时，其目的是将质

量保证与认证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在至关重要

的学术腐败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唤醒

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质量保证机构…挑战和克服这

些腐败行为”，咨询声明提供了向前迈进并参

与这一重要议题的机会。 

但是，决定质量保证与认证（我们确保

全球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手段）如何在打击

这一现象方面发挥更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领

导作用并非易事。即使对我们的定义划分界

限也是一项重大挑战。高等教育中的“学术

腐败”是复杂的，可以包括许多事情，从贿

赂到欺诈、敲诈勒索等等，从查阅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定义，转向

各种可靠的词典或采用操作性定义（通过咨

询声明和教科文组织的 ETICO——这是一个

针对教育中的道德和腐败问题的基于网络的

资源平台）。 

核心问题 

展望未来，三个问题是质量保证与认证

领域的核心。首先，我们倾向于通过保持学

术诚信的熟悉视角来看待反腐败。解决提高

学术诚信的工具是否与打击腐败的工具相同

这一问题是有用的。可以说，它们的任务不

一样。其次，我们可能还不完全了解腐败在

院校和项目的生命周期中起作用的程度。也

许我们需要工具来扩大这种意识。第三，我

们需要额外的手段来理解和解决世界各国固

有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被视为和

不被视为“腐败”的情况，以便成功地对抗

它。 

我们主要通过学术诚信的视角审视质量

保证/认证在解决腐败方面的作用，这使我们

相信我们已经在打击腐败，无需做更多的工

作。我们指出现有的值得称赞的承诺，并拥

有质量保证/认证标准和政策来要求院校和

项目证明其支持并采取措施来提高诚信。这

包括含有以下要求的标准和政策：诚实地与

学生和公众合作，致力于教学、学习和研究

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大学准则或大学业务的

完全透明。 

然而，现有的标准和政策是否足够？打

击腐败只不过是敦促教师和管理人员确认学

术诚信吗？是否有适当的做法，例如，在作

业、研究和写作中要求诚信以外，还需要确

保学生或教师不发生抄袭现象吗？采用现代

化技术手段来阻止伪造成绩单或其他证书，

这是否越过了不应发生此类做法的断言？除

了谴责此类行为之外，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来阻止成绩或录取的兜售行为？与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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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愿望和劝诫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并

不能代替所需的反腐败行动，正如《咨询声

明》（Advisory Statement）中的各种建议所述。 

关于提高对解决腐败问题重要性的认

识，质量保证/认证界的一些人认为没有必

要，因为他们认为腐败尚未成为其面临的重

大问题。他们在考试和对院校或项目的审查

过程中很少遇到腐败。鉴于缺乏腐败的初步

证据，为什么他们要用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这

个问题呢？如在极少数情况下遇到腐败情

况，其他参与者——不是质量保证/认证人

员，在这里承担主要责任吗？腐败，甚至是

学术腐败，对政府、执法部门或法院来说都

是一个问题。 

这里面临的挑战是去承认这一点，无论

一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多强大，腐败可以而

且确实会发生，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是

否也在同行评审或自助学习过程中窥视腐败

问题呢？是否有一套指标或触发因素可以对

腐败现象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是否有“反腐

败”清单？ 同行评审员有否接受相关培训

呢？是的，这不是最令人愉快的话题，但在

质量保证/认证机构声称学院或大学满足其

学术诚信期望的同时，其他官方机构也没有

发现腐败。 

就文化差异而言，什么行为被视为“腐

败”，国家与国家的看法各不相同，有时这种

不同甚至是广泛性的。例如，抄袭在一些社

会中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其他社会中则不然。

裙带关系在某些国家是恰当的，但在其他国

家则不然。在一些国家，出售学位或学分或

大学录取资格被视为腐败。在另一些国家，

这种做法被视为是不幸但却是必要的。虽然

质量保证/认证领导者已经就许多领域的共

同实践达成一致，这些领域包括大学的学术

领导作用、知识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所

有接收高等教育学生的承诺；但是由于这些

变化，获得关于什么算作腐败的一致回答更

为困难。 

如何前进 

在学术腐败方面，仅阐述我们可以接受

的一般性原则并为全球质量保证实践的变化

提供保护伞是不够的。这种解决质量保证问

题的典型做法当然有所帮助，但我们需要更

多。除了对学术诚信的关注外，我们还可以

通过明确关注腐败的额外质量保证/认证标

准和政策来加强反腐败实践。我们需要额外

的培训，以扩大对学院或大学腐败存在的有

效审查，以此作为持续质量审查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描绘出不同国家对腐败的定义。腐

败的风险极高，对学生、雇主和公众造成巨

大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也有着腐蚀作用。 

学术腐败是质量保证中令人不悦的一部

分。作为建立必要的领导角色的一部分，需

要时间和意愿并带着这种不悦来解决这些问

题。展望未来，本文中的建议可以成为对《咨

询声明》敲响的警钟做出成功响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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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流动的增长正遭受挫折 

Dirk Van Damme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和技能理事会（OECD 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负责人 

电子邮箱：dirk.vandamme@oecd.org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学生人数稳步

增长。根据经合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

所收集的数据，在另一个国家学习的国际流

动学生总人数从1995年的170万增加到2012

年的 450 万。这种增长的理由很明显。在某

种程度上，国际学生流动可被视为全球学术

不平等的结果。学生们正转移到世界其他地

方，以便找到可购买到的最好的教育资源。

国际学生流动是克服供需之间地理差距的方

法之一。为子女的教育投入资源以获得高质

量的证书已成为新兴国家富裕中产阶级家庭

的首选策略，特别是在他们的购买力开始增

加之后。一些国家迅速利用这一机会，制定

了推广其高等教育的战略。国际学生流动是

全球化在高等教育中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之

一。 

许多人曾预计这种增长将持续甚至加

速。但事实并非如此：自 2012 年起，增长率

几乎降至零。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间，仅有

10 万名学生增长（在总的 450 万名学生中）。

最近的数据发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2017 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中，表明这不仅是暂时的挫折，而是

一种更为结构性的现象。 

国内增长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需要

关注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发展。关于需求，明

显的解释原因是，一些最重要的留学生来源

国改善其国内教育。中国和印度（在较小程

度上）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发展其高等教育体

系，其中包括一些在未来几年内注定要达到

世界一流地位的大学。中国大学现正积极进

入全球排名，且每年都在不断提高排名位次。

中国的研究成果数量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国内前景的变化对这些国家富裕的中产阶级

家庭的投资策略产生了影响。中国似乎也更

加谨慎地监督和管理其向外学生流动。 

国际学生，不再受到欢迎 

尽管如此，仅靠需求方面的变化并不能

解释增长不足的原因。事实上，世界上许多

国家中对留学感兴趣的潜在学生群体仍然巨

大。我们还要考虑供应方面的因素，主要留

学目的国的发展。很明显，在主要出口教育

服务的国家，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对国际学生的热情好客和热情的态度来

看，民众和政治态度已经转变为更为敌对的

立场。这种情况发生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

国等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但也出现在荷兰、

瑞典或瑞士等即将成为主要留学目的地的国

家。由于难民危机和寻求庇护者的流动而加

剧了对移民的普遍反对，这也改变了外国学

生的处境。外国学生只对永久性移民感兴趣，

且他们占用了国内学生未来的工作机会，这

种民粹主义和错误的指责现在每天都在媒体

上出现。 

由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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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出版的《2017 年国际教育交流开

放门户报告》（2017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指出，入

读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的国际学生人数减

少了 7％。在国际教育协会的调查中，大多

数被调查院校（52％）表示担心该国的社会

和政治气候可能会阻碍未来的国际学生。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理事会、国家科学委员会（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最近发布的《2018

年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2018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提到，从印度到美国

的学生减少了 19％。国际学生的减少，特别

是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学生数据的下降，使许

多美国大学的研究实验室面临着巨大的人员

短缺问题。 

在英国，自 2013 年以来，国际学生在大

学入学比例中已下降了 19％左右。大学和学

院 招 生 服 务 中 心 （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于 2017 年底公

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国家申请英国大学的学

生人数略有下降。对于大学来说，英国脱欧

公投及其后果显然是阻碍欧洲学生来英的因

素。目前正在讨论一项政治决定，即将国际

学生从政府减少净移民的目标中剔除。即使

对国际学生做出有利的决定，公众的不确定

感和反对移民到英国的恶劣氛围也可能成为

国际学生的威慑力量。副校长正试图与恶劣

的氛围作斗争，其中包括研究报告，证明了

国际学生对地方和区域经济的有益影响。在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据说国际学生对英国经

济的贡献是纳税人的 20 倍。 

其他目的地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

仅在几年前，各国还参加了一项竞赛，以吸

引付费的国际学生来到他们的校园。如今，

大多数目的地国并未试图扼杀其他国家失去

的国际学生份额，但似乎对国际学生普遍存

在敌对态度。这至少是从澳大利亚、荷兰、

瑞典或瑞士等国家的情况中得到的印象。 

国际学生将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国际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上正发生的

变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和

方向。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塑了全球学

术不平等。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重新定义二

十一世纪中未来的专业人士和领导人将在何

处以及如何接受教育。学术教育是塑造二战

后全球秩序的重要工具。同样，目前国际教

育的变化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产生深远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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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和留住全球人才：美国国际研究生 

Rajika Bhandari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科研、政策和实践主管 

电子邮箱：rbhandari@iie.org 

 

2017年11月新版《2017门户开放》（Open 

Doors 2017）的报告数据是在美国高等教育

部门对美国国际学生流入量是否会下降的大

量猜测期间发布的。但这些数据以及国际教

育协会及其他合作的高等教育协会在 2017

年进行的一些快照调查，显示出一幅复杂的

图景。虽然新入学人数明显下降（好的部分

是国际学生血量趋于平缓，而最差的情况则

是未来留学生数量持续下降），但这之中有一

些惊喜：院校是否看到留学生人数下降是基

于院校的类型、地理位置及其筛选程度。在

那些留学生人数下降的院校中，显然有很多

因素可能导致了这样的现象，留学生数量趋

于平缓的趋势实际上发生于 2017 年美国的

政治和社会变化之前。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密切

关注国际学生群体。虽然“门户开放调查”

包括各层次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但本文重

点介绍的是美国国际研究生的状况。 

是什么了吸引国际研究生来到美国？ 

美国高等教育部门的三个关键方面有助

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和顶尖人才。

首先是美国院校的质量和多样性——美国有

超过 4 000 所院校。对未来国际学生的调查

显示，美国在其院校质量和整体学术经历方

面排名最高。第二，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投

资和对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重视，校园科研

设施，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是美国研究生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各地旨在追求高

级研究的研究生。第三且相关的是，“可选实

践培训”（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也称专

业实习签证）等毕业后机会使国际研究生能

够运用其学术知识，同时也可作为其长期就

业和留在美国劳动力和人才库的途径。 

现有结果 

在此背景下，目前的证据告诉了我们哪

些有关国际研究生在人才管理各方面的地位

呢？从入学到毕业后的勤工俭学机会，以及

在美国的全职工作？首先观察目前的入学情

况，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注册的所有国际学生

中有 36％（或 391 124 人）是研究生。近年

来，美国国际研究生的绝对数量持续增加，

美国的研究生人数比任何其他参与竞争的接

收国都多，正如“阿特拉斯项目”（Project 

Atlas）所示。尽管如此，根据 2017 年秋季调

查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研究生院理事会（the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最近的两份报告

得出的门户开放项目中关于新入学人数的数

据显示，国际研究生增速可能正在放缓。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分析发现，2016 年至

2017 年，国际研究生入学人数下降了近 6％，

而研究生院理事会对新入学研究生的调查也

显示新生人数下降了近 3％。后者的下降是

在硕士和证书课程阶段，也存在于较不注重

科研的院校之中，这再次表明，目前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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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学率的波动因院校类型而异。 

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主要来自亚洲

（73％），其中一半来自印度和中国。因此，

来自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学生流动很重要。

2016 年至 2017 年，印度研究生入学人数下

降了 13％，而中国新进研究生人数增加了

5％。尽管情况好坏参半，但各院校报告称，

印度和中国学生，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学生，

都担心政府未来可能会对实习签证或工作签

证有所限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的分析，总体而言（无论学

术水平如何），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国际学生占

2012 年至 2015 年所有获批专业实习签证人

数的一半以上。 

专业实习签证是过去几年国际学生人数

增加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学生利用“工作—

—学习”的签证机会。因此，虽然新入学学

生的入学率并未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更多

的学生留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习。截

至 2016 年秋季，有 17.5 万名学生拥有专业

实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STEM 学科学

生的延期，他们可以根据该项目的条款在美

国逗留 36 个月。大多数国际研究生（62％）

都在 STEM 领域，因此可以利用扩展的专业

实习选项。然而，这也导致了大量国际研究

生完成专业实习，但没有足够的特殊专业人

员/临时工作（H1B）签证（基于就业的、临

时工作的非移民签证）可以给到那些可能希

望留下来工作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

析表明，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申请在

过去五年中已供不应求。事实上，41％的校

园管理人员报告说，国际教育协会 2017 年秋

季调查显示新进国际生入学人数下降，这可

能是由于学生担心在完成学业后无法在美国

获得工作。 

保留国际研究生的另一挑战涉及经济支

持以及学生长期依赖他们所在系所提供的研

究和教学助学金这一事实。十年前，在

2006~2007 年，大致相同比例的国际研究生

通过个人渠道（45.4％）和大学资助（46.6％）

资助自己，后者主要是教学和研究助学金。

十年后，主要通过个人和家庭手段为科研提

供资金的研究生比例已增至 61％。这可能是

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越来越多的国际硕士生，

他们不太可能获得在博士阶段更常见的助学

金，以及对所有研究生（国内和国际）的总

体支持下降。除此之外，2008 年至 2016 年

期间，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国际学生在公立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平均成本增加了 52％，

私立院校则是增加了 46％。 

国际研究生的乘数效应及其对美国高等

教育界的影响不容小觑。2017 年，凯文·施

（Kevin Shih）的分析显示，国际研究生帮助

扩大国内研究生的入学率，同时也补贴了国

内学生的入学率。对于那些留下来的国际研

究生而言，许多人继续为美国知识经济注入

活力。例如，硅谷的很大一部分公司是由可

能被视为新移民企业家的人创立的，他们其

中大多数人是作为国际学生来到美国的；许

多在美国工作/学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作

为国际研究生来到这个国家。最后，那些返

回祖国的人，有助于在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

建立贸易、外交和教育关系，特别是以合作

研究和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 

 

注：“门户开放项目”（The Open Doors project）

由国际教育协会与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

务局（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合作开展（详

情请见：www.iie.org/opend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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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或不是国际分校校园：修订后的定义 

Stephen Wilkins、Laura E. Rumbley 

Stephen Wilkins：阿联酋迪拜英国大学（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Duba）商业管理副教授 

电子邮箱：stephen.wilkins@buid.ac.ae 

Laura E. Rumbley：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副主任 

电子邮箱：rumbley@bc.edu 

 

根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和跨境教育研究小组（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的调查，截至 2017

年底，共有 263 个国际分校在全球开展业务。

尽管国际分校已经成为跨境高等教育领域的

一部分，而且对于这一现象的定义已由无国

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跨境教育研究小组和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详细阐述，

但关于国际分校的实际情况仍存在争议。 

在任何学术领域，研究人员都需要使用

相同的术语和定义，否则意义会被读者误解，

并且，对比结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毫无

意义。因此，对国际分校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的清晰界定，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 

推进现有定义 

在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最常使用的国

际分校的定义是跨境教育研究小组提出的，

这一定义在 2016 年 11 月的无国界高等教育

观察组织/跨境教育研究小组国际分校的报

告中略有修改，如下所示： 

“至少部分由外国教育提供者拥有的实

体；以外国教育提供者的名义运作；并提供

完整的学术课程，具有实体教学场所，受教

育者可获得外国教育提供者授予的学位。” 

这一定义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出发

点。但是，它忽略了某些关键功能，这些功

能对于分校的本质至关重要，特别是术语“分

校”和“校园”如何用于商业和高等教育。

虽然国际分校一般不被视为企业，但它们是

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一部

分，因为“跨国企业”一词是指从事外国直

接投资并在多个国家运营的任何组织。业务

术语和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分校的内

容，从而可以制定出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

定义。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跨境教育研

究小组有关国际分校的定义不仅省略了某些

关键特征，而且还规定了不必要的标准。在

商业领域，银行、酒店或零售公司并不总是

在每个分支机构提供完全相同的产品和服

务；同样，似乎没有必要坚持海外校园“提

供整个学术课程”或“授予学位”，以便被归

类为国际分校。实际上，可以考虑一系列可

能性。为在校区注册的学生提供的课程项目

应带有外国院校的名称，但不应包括出国留

学中心，这些中心主要是为该院校的学生提

供短期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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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特征 

对国际分校的精确理解可以识别几个核

心特征，如下所述。 

• 所有权，这是一个关键标准：国际

分校至少部分由特定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所

有。如贝鲁特美国大学（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或迪拜的英国大学等外

国支持的院校不是国际分校，因为这些院校

通常是采用外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私立院校，

通常涉及外国组织的认证。伊斯兰阿扎德大

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这样的联合会或

教育系统，在伊朗境外有四个校区，也不应

被视为分校，因为没有明确的母体校园。 

• 底线很重要：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

投资，通常是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如果母

体院校只收取固定费用或基于学生入学的佣

金，那么显然母体院校并不真正“拥有”外

国业务，且它不是分校。 

• 实质控制至关重要：母体院校可能

实际上并不拥有分校运作所处的土地或场

所，但它拥有品牌名称，并负责课程和认证

奖励。虽然主办国政府可能提供建立分校所

需的金融投资——正如阿布扎比为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和巴黎—索邦大学

（Paris-Sorbonne）所做的那样——当一个真

正的分校建立时，母体院校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控制了如运作规模、课程和教师任命等战

略决策。它还负责学术标准和质量保证。 

• 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外国校园真的

是一个国际分校，它将在母体院校和分校的

网站上得到认可。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学

（Westminster University）的网站将塔什干的

威 斯 敏 斯 特 国 际 大 学 （ Westminst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shkent）称为合作

院校，而非分校。同样，中国的西交利物浦

大学（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和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Yale

–NUS College in Singapore），这两个大学都

是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物，并没有被任何创始

院校描述为分校。但是，一些分校校园确实

有合作伙伴所有权结构。合作伙伴可以是私

营企业、营利性公司或非营利组织。例如，

赫瑞瓦特大学（Heriot Watt University）在迪

拜的校园由一家名为“世界学习”（Study 

World）的公司共同拥有。校园运作产生的利

润由两个组织共享。 

• 对校园的需求：最后，要被认可为

分校，该院校的基础设施应符合校园的定义。

“校园”一词指的是教育机构的场地和建筑

物，并意味着学生获得一定的学习经历。然

而，许多大学开设的外国校园仅提供单一条

件，或者只有极少数条件，在办公大楼的几

个房间内运作，而其他大学则不在主办国雇

用全职教师。分校的学生至少应该可以使用

图书馆、开放式计算机实验室和餐饮设施。 

修订后的定义且应该不断向前发展 

对国际分校的这种准确理解表明了该领

域的一个新的工作定义，它说明了理想情况

下构成这一现象的关键要素： 

“国际分校是一个实体，至少部分由特

定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有，该院校对分校

的整体战略和质量保证负有一定的责任。分

校以外国院校的名义运作，提供带有外国院

校名称的项目和/或证书。该分校拥有基本的

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开放式计算机实验室

和餐饮设施，总体而言，该分校的学生与主

校区的学生有着相似的学生体验。” 

跨国高等教育以各种形式和模式运作。

虽然本文已确定了国际分校的一些核心特

征，但这些校园远不是一模一样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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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校园存在于马来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多个院校共享基础

设施，如餐饮和体育设施。因此，虽然我们

提出的定义可能是对现有定义的改进，但仍

需一定程度的个人判断来对某些校园进行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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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校：成功要素 

Richard Garrett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电子邮箱：richard.garrett@i-graduate.org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是一关注跨国

教育、在线学习和其他创新的智库。该组织

于 2017 年 11 月发布了其最新的国际分校报

告的第二部分。该报告的第一部分侧重于国

际分校的数量，于2016年11月出版并于2017

年在春季刊《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杂志中报道。报告的两个

部分都是与纽约大学奥尔巴尼分校（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和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的跨境教育研究小组共同制作的。无国界高

等教育观察组织和跨境教育研究小组是世界

上研究国际分校的两个主要权威机构。我们

对国际分校的定义是“至少部分由外国教育

机构拥有的实体；以外国教育提供者的名义

运作；并提供完整的学术课程，具有实体教

学场所，受教育者能获得外国教育提供者授

予的学位。” 

报告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成熟国际分校的

成功因素。在对选定的国际分校领导者进行

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检查了其所属院校的发

展，与母体院校的关系，以及院校的期望和

结果，最终确定和讨论对这些分校长期运营

至关重要的模型和实践。该报告包含了已运

行的已知国际分校的完整和更新列表，以及

分校建立的年份数据、提供的项目数量、学

生数量（如可用的话）以及目前正在建设的

国际分校。 

国际分校的增长仍在继续，2017 年底，

全球国际分校数量达 263 个。这些院校中约

有一半（130 个）至少有十年的历史。最近

有 133 家国际分校成立，这一事实表明，尽

管涉及投资和风险，国际分校仍是一种相关

且诱人的跨国教育形式。许多国际分校背后

的雄心壮志使它们极具吸引力。到目前为止，

对有助于国际分校的长期成功和可持续性的

因素的研究还很少。 

新报告讨论了由澳大利亚、法国、英国

和美国的院校建立的八个成熟的国际分校，

这些分校位于奥地利、比利时、中国、法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和越南：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科

廷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法国高等经济商学院

（ESSEC Business School，法国高等经济商

学院亚太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佐治亚理工学院洛林

分校）；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 University，

赫瑞瓦特大学迪拜分校）；墨尔本皇家理工学

院（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越南分校）；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肯特大学布鲁塞尔国际

研 究 院 ）；诺 丁 汉大学 （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诺丁汉

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韦伯斯特大学日内瓦分校、韦伯

斯特大学维也纳分校）。 

通过对院校和分校的领导者进行深入访

谈，结合各院校提供的信息和公开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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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以对有助于这些国际分校成功和可持

续运作的因素进行多方面的理解。关键成功

因素和进化点包括： 

院校整合 

• 源头：尽管个人关系和时机经常发

挥重要作用，但国际分校通常源于提高全球

声誉的愿望。大多数母体院校已拥有国际合

作伙伴关系和跨境运作经验。 

• 院校整合：在所有情况下，国际分

校都得到了大学最高层的强有力支持，并融

入了该院校的学术和行政职能，而不是孤立

和完全分离。 

• 自我定义：受访的国际分校领导人

都没有在自我定义中使用“分校”这一术语；

他们最喜欢强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单一院校

的术语。 

• 协作领导：母体院校和分校校园领

导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两者之间保持着持续

的联系。 决策通常是一个协作过程，国际分

校有一些自治权。 

• 衡量成功：主校区会追踪、监控和

支持各项进展，尽管国际分校以一定程度的

自主权运作以实现其特定目标。 

主办国的支持和资源 

• 不断发展的关系：与当地合作伙伴

和/或主办国政府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展。例如，知识与人类发展局（ the 

Knowled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Authority）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的教育

质量保证和监管机构，当赫瑞瓦特大学迪拜

分校成立于 2005 年时，它并不存在，尽管这

两个实体现在在一起工作密切。与当地运营

伙伴的关系适应着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能力。 

• 财务和资源：母体院校和分校的重

点是质量超过利润，但财务可持续性显然是

目标。 在某些时期，一些校区在本国院校亏

损或补贴的情况下运营。一些或所有净收入

再投资于校园是种常态。在某些情况下，接

收国政府的限制也是一个因素。 

• 位置：国际分校常位于其他国际分

校或其他跨国教育中心附近，或者具有在其

他地方落座的具体理由，例如本地联系或以

使命为中心的理由。 

监管环境和学术水平 

• 合作：成熟校区的领导者强调与当

地监管机构建立积极的工作关系并遵守当地

法规的重要性。 

• 科研：如果开展科研的话，则是地

方、区域和国家环境的需求和能力的功能。

在开展科研的母体院校和分校之间有积极的

合作。 

• 教职员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

明显倾向于聘用能够常驻分校的教师，并避

免使用“飞行通勤教师”模式。成熟的国际

分校引入了学术人员发展和主办国学术实践

的要素，特别是在教学和学生学习评估方面。 

• 校友关系：追踪和吸引国际分校校

友被认为是长期成功的关键维度，但这通常

处于初期阶段。 

学生体验 

• 学生群体：国际分校领导者认为其

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对新的教育模式持开放

态度。根据接收国的特性，国际分校倾向于

招收大量的国际和国内学生。 

• 相对复制：院校坚持在校园和所有

国际分校之间建立一致的学术标准和实践。

其他领域（学生体验、项目提供、费用结构、

人员配置模型等）可能更加多样化，符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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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需求和规范。 

• 学生流动：虽然院校之间的学生流

动通常是国际分校战略的支柱，但它并不总

是如期望的那样活跃，且往往偏向一方。 

• 在线学习：有可能使用在线技术将

学生和学术课程链接到不同地点，但这是当

前学习模式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 

 

注：完整的报告（长度为 90 页）提供了关于

所研究的八个成熟的国际分校的更多细节，

包括对院校和校园领导的访谈的引用。国际

分校报告的两个部分都是免费提供给无国界

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成员的，非成员可以购买。

请联系 info@obhe.org 获取详细信息或购买

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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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债务：言论与现实 

Sandy Baum 

美国华盛顿特区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研究员 

电子邮箱：sbaum@urban.org 

 

学生债务“粉碎一代人”的想法贯穿于

美国高等教育的讨论中。有关之前的学生在

大量债务和低收入中挣扎的故事得到了很多

新闻报道，政治候选人发誓要让大学“免除

债务”。事实上，高等教育系统存在重大的系

统性问题，但大多数引起关注的故事是非典

型的。要求减轻年轻大学毕业生负担的口号

使实际危机变得模糊不清，毕业生实际上是

生活前景最好的群体之一。 

由于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收入之间的关

联，教育债务持有者往往相对富裕。2013 年，

25％的收入最高的家庭几乎占所有未偿还学

生债务的一半。25％的收入最低的家庭持有

11％的债务。最难以维持生计的人是那些没

有上过大学甚至可能没有从高中毕业的人。

一些学生贷款借款人面临公共政策应该解决

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一些为学生减免债务

的建议将为收入相对较高的个人带来最大利

益。 

有关学生债务的基本事实 

新闻界发现个别学生的债务数额惊人且

就业前景渺茫，但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贷款债

务欠款的借款人欠款不到 25 000 美元。只有

5％的人欠款多达 10 万美元。三分之二的学

生以欠款金额为 5 万美元或以上的债务毕

业，94％的学生负债 10 万美元以上，他们拥

有研究生学位。接受学生贷款的公立和私立

非营利性大学和学院的 2015~2016 年度学士

学位获得者的平均债务为 28 400 美元；大约

40％的人根本没有借款。鉴于 25 至 34 岁的

学士学位的中位数收入比 2015 年只有高中

文凭的人的中位数高出 18 900 美元，因此，

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数字。 

然而，债务水平迅速增长。在 2003~2004

年和 2011~2012 年间，美国学士学位获得者

的借款额为 40 000 美元（基于 2012 年美元

通胀率情况）或更多，从 2％上升到 18％，

在公立学院和大学的比例从 1％上升到 12％

（占所有学士学位的近三分之二），营利性院

校从 4％上升至 48％（这些学校在 2011~2012

年度颁发了 8％的学士学位）。 

谈论“学生债务危机”无法区分学生群

体。例如，2011 年至 2012 年，23 岁或以下

完成学士学位的学生中只有 11％的人借款多

达 40 000 美元，但 30 岁或以上完成学位的

人中约有 30％累积了同样数量的债务。黑人

学士学位获得者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毕业的

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比其他种族/族裔群体

的成员更有可能借入 40 000 美元或更多。影

响因素可能包括黑人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较

低，获得学位时间较长，以及黑人学生中营

利性院校的入学率比例失调。 

当借款人不偿还债务时 

联邦政府以收入为驱动的学生贷款还款

选项，它将每月付款额度限制在在可承受的

范围内容。有四分之一的借款人现正使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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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还款。但是，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学生不同，

美国学生必须克服相当多的官僚障碍才能参

加这些项目，许多借款人仍然违约。 

债务水平最低的人，其违约率最高；三

分之二的违约者欠款数额在 10 000 美元或更

少金额。在没有完成学位或取得证书的借款

人中，违约率是毕业生的两到三倍。贷款就

读营利性和两年制公立院校的学生比来自四

年制公立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和学院的学生

要多得多。同样，传统的大学生不常登上报

纸头版，但非传统的学生则经常亮相——通

常是年纪较大的、寻求职业准备的独立学生，

他们最有可能遇到还款问题。 

充满希望的解决方案 

关于学生债务危言耸听的故事转移了可

以在不完全改变高等教育财政体系的情况下

解决的严重问题，或任意和不成比例地将负

担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最多的人转移到纳税

人。太多学生借款进入大学和就读课程，他

们不太可能毕业，以及（或是）即使他们毕

业，也不太可有助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最

近的经济衰退加剧了这些问题。许多找不到

工作的成年人回到学校，通常是回到昂贵的

营利性院校。公立大学的学费迅速上涨，学

生的家庭也不太能支持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的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经济疲软，失业

率高。 

一些目标明确的政策选择比广泛的债务

减免政策更公平、有效。美国学生需要更强

大的学前准备，更好地选择学校和课程，更

好地监督高等教育质量，以及更好的学生支

持系统。 美国需要更严格的联邦学生援助计

划院校资格规则，以及激励院校提高绩效和

降低学生债务水平的更强措施。我们应该通

过较低的贷款限额来限制非全日制学生的借

款，并通过追踪各院校的学生达到目的，这

样，他们就不会累积越来越多的债务却没有

获得任何学术证书。无论贷款费用多高，我

们都应该不再允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家长借

钱来支付所有费用。 

美国需要一个单一的以收入为驱动的还

款计划，借款人将根据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存

在的系统，自动规划借款人的层级，并通过

该计划扣除他们的薪水。在一段时间里对未

付余额有所宽限是合理的，但应设定条款，

以便大多数借款人偿还其全部余额。支付总

额应与借入的金额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应该

对可以宽限的债务数额进行限制。 

结语 

学生债务严重伤害了太多以前的学生。

但联邦政府对本科学生的延期付款使得许多

人，特别是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人，能够接

受高等教育，进入适当的大学并取得成功。

一些减轻债务负担的政策，听起来很有进步

性，但实际上可能会使那些最需要补贴的人

得不到实际帮助。 

与学生债务斗争最多的借款人是那些借

入相对较少金额但却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获

得价值凭证的人。全面宽限债务甚至降低债

务利率将为那些并不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最大的利益。任何人都不应借钱去毕业率极

差的或是毕业生就业情况很糟糕的高等教育

院校——即使不需要借款也不应把时间和精

力投入这样的院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学

借贷都是坏事。我们必须谨慎和充分了解情

况。 

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需要大量资源。

有人必须为此付款。学生需要且应该负担部

分资金。承认这一现实并努力建立一个制度

——它既能为那些寻求通过高等教育投资自

己的人提供准备又能保护他们，这应该在国

家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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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不是奇迹方案 

Ariane de Gayard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全球高等教育教育中心（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研究员 

电子邮箱：a.gayardon@ucl.ac.uk 

 

随着大众化和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上

升，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成本分担来减

轻高等教育资金对国家的影响。然而，随着

学费的增加，政府必须构建融资方案，确保

各行各业的学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

带来了政府担保型学生贷款的设立。 

虽然个人能够从私人银行获得贷款来资

助不同的产品，如家庭和汽车，但高等教育

很少是其中之一。 投资学生对银行来说确实

是一项风险投资，因为无法完成学业的比例

很高，且无法收回投资的产品——就像在抵

押贷款不再偿还时占用房屋一样。出于这些

原因，政府必须在为提供学生贷款上积极参

与。 

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 

政府的教育贷款通常采用两种形式之

一：抵押贷款或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

（income-contingent loan）。在抵押式贷款的

情况下，个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偿还他/她

的贷款总额加上利息，导致每月强制性固定

付款。这种贷款的主要缺点是，高等教育并

不能保证人们有偿还能力——这些贷款可能

导致偿还困难、违约，以及随后的信用声誉

损失。 

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旨在为学生提供

更公平的选择。偿还贷款与收入挂钩，个人

通常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偿还其收入的一部

分。这可以防止高额还款负担。它还消除了

违约，因为政府会在付款期结束后自动免除

未结余额：这被称为“隐藏补助金”。由于这

些原因，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在全世界有

许多倡导者：它们被视为在入学阶段提供免

费高等教育的一种方式，确保顺利和公平的

还款。 

现正在发生什么？ 

然而，2017 年，三个按收入比例还款型

贷款旗舰国家（澳大利亚、英格兰和新西兰）

的高等教育融资问题日益激烈。在学生债务

上升的同时，审视相关问题并从中学习是很

重要的，这导致了免费高等教育概念的复兴。 

由于参议院的权力平衡，澳大利亚处于

高度教育融资的政治停顿状态，自 2013 年以

来一直无法通过任何高等教育融资立法。近

年来，失败的立法提案包括放宽管制费用、

降低收入还款门槛，并引入学生贷款费用。

这些提案都旨在减少高等教育贷款计划（the 

Higher Education Loan Program）的费用，以

确保其可持续性。2017 年 12 月，政府采取

了一项激进措施，将 2018 年预算中的高等教

育融资改革纳入其中。改革将还款门槛降低

了 11 000 澳元（约合 9 000 美元），这将对收

入较低的个人产生负面影响，并将大学预算

冻结两年，从而降低了为学生提供资金的院

校能力。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将这些变化作为

预算的一部分，这直接证明其无法维持现有

体系。 

高等教育融资的辩论使英国不堪重负，

而自提出免费高等教育的想法以来，工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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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受到公众的欢迎，这表明公众对高等教育

的高成本和学生贷款债务增加的普遍不满。

在英格兰正在讨论的问题中：按收入比例还

款型贷款提供的财务保障导致学费上限膨

胀，从 1998 年的 1 000 英镑（1 400 美元）

到 2017 年的 9 250 英镑（13 000 美元）。在

学生学习期间生效的高利率（高达 3％加上

通货膨胀率）也导致了债务水平的上升，同

时越来越多的贷款人感到愤怒。此外，截至

2016 年，拨款完全消失，并被贷款所取代，

这是一项减少国家赤字的财政举措。因此，

低收入学生现在是那些以最高债务毕业的学

生——这是一个倒退的系统。值得一提的最

后一个问题是，自 2012 年提高学费上限以

来，兼职学生数量的减少，显示出这类学生

的经济资助体系不足。英格兰已经做出了一

些改变，包括提高还款门槛以减轻债务负担，

但对高等教育的重大审查正在进行中，大多

数专家认为这应该导致英国融资体系的明确

变化，很可能会降低学费。 

最后，新西兰也一直在努力解决学生贷

款债务及其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系统问

题，这体现在 21 世纪采用的相互矛盾的利息

政策，以及偿还率从 10％提高到 12％——远

高于英格兰（9 %）和澳大利亚（最多为 8％）。

本次辩论以 2017 年现任政府的选举结束，该

政府致力于引入免学费的高等教育，这是一

项远离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的激进举措。 

澳大利亚、英格兰和新西兰的经验 

这三个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具有按收

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的系统也容易出现问题和

令人质疑的政策决定。这些国家案例还表明，

需要在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的实施和规范

方面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够使系统适应不断

变化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此外，如果没有政

府补贴那些从未全额偿还的贷款，就不存在

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系统。这必须从一开

始就是设计的一部分，由政府有意识地决定

以这种方式补贴学生。 

在考虑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如何在当

前高等教育环境中经济适用时，还容易忘记

的是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仍然是贷款。这

不仅意味着通过偿还贷款来降低借款人的带

薪回报，而且还会产生与单纯的债务概念相

关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背景较低

的个人中，债务厌恶情绪很强。如果按收入

比例还款型贷款是唯一的金融选择，那么，

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可能会下降。这些人也不

太可能全额偿还贷款，且他们最终会得到政

府的补贴。这突出了设计公平的财政援助系

统的必要性，在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拨款系

统和精心设计的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系统

之间取得平衡，以期最好地适应所有类型的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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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公

共部门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公共财政

紧张需要替代性资金来源，以及导致结构改

革的后续经济政策等因素。按照全球标准，

非洲私立高等教育行业的增长率仍然较低，

目前徘徊在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的 20％左

右。然而，在解决公共部门的不足、创造就

业机会、提高管理效率以及将创业文化融入

传统保守的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该部门的重

要性愈发清晰可见。政府通过适当的立法和

政策发挥的重要作用仍是为私立高等教育部

门提供信任和促进其增长的最关键杠杆之

一。然而，由于对私立机构使用纳税人的资

金引发了许多争议，针对私立高等教育的争

论同样强烈。 

我们认为虽然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直接支

持可能很困难，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

争议，但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间接支持形

式，即使在像非洲这样的资源枯竭的环境中，

也可以帮助该行业蓬勃发展。这种支持，其

中一些我们认为是进步的，可以有各种形式，

正如这里讨论的区域经验所表明的一样。 

贷款和奖学金 

尽管在非洲建立有效的机制并不是特别

容易，但是向学生和/或院校提供的贷款是对

私立高等教育的常见支持形式。在肯尼亚，

特许私立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高等教育贷款

委员会发放的贷款。在加纳，学生贷款信托

基金（the Student Loan Trust Fund）向在认证

机构（包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学生

提供贷款。莱索托的免息贷款助学金基金向

所有获得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学生开放。博

茨瓦纳向私立院校学生提供学生贷款和奖学

金。在尼日利亚，被排除在公共高等教育税

收基金之外的私立院校学生可以获得尼日利

亚教育银行运营的贷款。纳米比亚的银行以

商业利率为高等教育提供抵押贷款。莫桑比

克省级奖学金基金专门为在公立和私立院校

学习的贫困学生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在埃

塞俄比亚、马拉维、毛里求斯、乌干达和津

巴布韦，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要么不存在，

要么排除私立院校的学生，尽管最近埃塞俄

比亚教育部开始支持私立教育机构的学术人

员在公立院校学习——通过学费减免的方

式。 

以优惠利率向机构提供的贷款在许多方

面都至关重要。坦桑尼亚教育管理局鼓励向

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贷款和补助金，以支付教

育设施的建设和恢复，购买教育设备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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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力资源的费用。在莫桑比克，私立高等

教育机构有权从质量提升和创新基金中受

益，该基金致力于加强机构能力。然而，在

埃塞俄比亚，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尚未获得制

造业和出口贸易等部门共同的专门贷款安

排。 

附属企业和税收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政府不向私立高

等教育机构提供直接补贴；但是，他们鼓励

私营部门投资这些机构。政府鼓励肯尼亚的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设立附属企业，从事农业、

开设自助餐厅、书店、诊所、洗衣店、木工

和租赁会议设施等活动。在突尼斯，政府对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激励措施包括提供可以

承担高达 25％的总建设成本和 25％的教师

工资的补助金，为期十年。埃塞俄比亚最近

宣布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竞争性科研经费，

但目前尚不清楚私立机构是否会成为该计划

的一部分。 

有利的税收措施通常是刺激私立高等教

育增长的常用手段。埃塞俄比亚投资法对教

育机构使用的建筑材料免征关税。它还允许

在头三年免征所得税；然而，由于这种投资

开始的酝酿期很短，因此效果有限。加纳政

府最近宣布将取消对私立大学征收的 25％的

企业税，以加强其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土地提供 

政府也可以通过免费提供土地或以折扣

价或租金来协助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这是至

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土地成本过高且私立高

等教育机构为租用设施投入过多资金的情况

下。据称，在乌干达，政府向姆巴莱大学

（Mbale University）捐赠了 300 英亩土地，

以帮助通过租金创造额外收入。突尼斯的经

验是向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一第纳尔（马其

顿、塞尔维亚及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的货币

单位）的价格出售一块土地——作为支持该

部门的象征性做法。埃塞俄比亚还向许多私

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土地作为投资激励措

施。 

调整监管领域 

为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提供者提供公平

的竞争环境是政府追求的一个具有显著进步

性的政策轨道。在埃及，国家质量保证和教

育认证局（the National Authority for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of Education）是

所有类型和级别教育的独立认证机构。加纳

的国家认证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 肯 尼 亚 的 高 等 教 育 委 员 会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和乌干

达高等教育委员会（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也是如此，该委员会负责管理私

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在建立方面存

在分歧，但莱索托高等教育委员会对公立和

私立机构进行了规范。但是，埃塞俄比亚的

认证要求仍只适用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结语 

随着全球和各地区对高等教育渴望的不

断激增，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将在非洲高等教

育领域得到发展甚至茁壮成长。现在是时候

在新兴现实下改变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

话语了，通过有利和渐进的政策来利用其潜

力。政府的渐进政策可以有助于促进私立高

等教育机构成为国家和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有效伙伴。 

当然，政府的政策承诺需要得到尊重，

将意图转化为现实——这是非洲国家经常认

为的不足之处。同样，非洲的私立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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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将发现，如果没有政策和实际行动形式

的实质性支持，很难回应更广泛的社会期望。

同样，推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渐进政策应

该得到认真执行，同时不会对推动私营企业

的竞争精神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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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至今，墨西哥私立高等教育入学

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目前接近 100 万学生。

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即便私立院校学生

人数在总入学人数中徘徊在 30％以上，也是

适度的。由于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原因，对公共资助的公立高等教育的需求持

续不减，政府继续大力回应。 

但是（民族）政府在近期私立高等教育

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虽然左派指责政府松

懈允许不适当的私人扩张，但右派（虽然长

期抱怨限制性监管）大多忽略了政府的角色，

而是将私立高等教育增长归因于健康的私人

供需市场。实际上，一个错误在于，认为任

何明确的政府计划都关注私立高等教育部门

的规模，而另一个错误是忽视政府实际上的

角色——通过不作为和作为两者的影响。事

实上，政府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政府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确定了两个基

本的动力：1、政府的不作为，即缺乏针对私

立高等教育规模的有目的的政策；2、缺乏针

对公共部门改革的政府行动（政策）。在这种

情况下，无所作为和有所作为都不是为了促

进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设计的，但每个都

是如此。政府不采取行动，为私立教育活动

留下了充足的高等教育空间——私立高等教

育提供者也在积极利用这些机会。与此同时，

矛盾的是，政府行为使公共部门的吸引力降

低。 

政府的不作为允许私立高等教育行为 

政府的不作为并不是件新鲜事。这里的

重点是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持续良性调节，或

批评者说的“放任”。这使私立机构能够形成，

获得运营许可并合法运作。限制性规定仍然

有限，这使得开办私立大学也许就像开办一

家（墨西哥式的）玉米饼店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新法规足以引起私立教育

提供者的关注，但事实证明没有决定性的转

折点。优质的私立机构很容易满足政府法规，

而其他机构则时越过法规找到其他解决方

法。 

私立高等教育对自由空间的大力开发最

近呈现出新形式：私人网络、营利链和在线

授课。在线教育在研究生阶段迅速增长，其

中 80％的增长是私立形式的，但在这里我们

只讨论私人网络和营利链。 

墨西哥的私人网络有多种形式。第一个

开始于著名的蒙特雷科技大学 2002 年成立

的私立大学 the Universidad TecMilenio，现在

横跨 18 个州的 29 个校区。紧随其后的是天

主教网络植根于墨西哥城几所历史悠久的天

主教大学。伊比利亚美洲大学（Univers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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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roamericana）现在是七个机构组成的耶稣

会网络的一部分。类似的模式适用于（也是

天主教徒）拉萨尔大学（Universidad La 

Salle），基督军团（Legionnaires of Christ）和

天主事工会（Opus Dei）。全球私立高等教育

文献中没有报道这种宗教网络的激增，并且

削弱了相关论据，即至少在墨西哥，宗教高

等教育仅仅是过去挥之不去的遗迹而已。网

络创造的第三次浪潮是一种非精英浪潮，包

括吸引大规模的、需求吸收型的大学; 在中

等水平，具有强大的就业导向，是联合理工

学院（UNITEC）和瓦莱大学（Universidad del 

Valle）网络。所有这些私人网络的稳健性表

明，尽管总体上缺乏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

规划，甚至是普遍缺乏对高等教育的规划，

但多个私人团体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规划，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 

联合理工学院和瓦莱大学也是另一种形

式的私立扩张的例子：即营利性和国际性。

鉴于墨西哥关于营利性大学的立法含糊不

清，企业长期拥有非营利性大学的土地和设

施租金，购买其课程等等。最新的现象是外

国国际连锁企业对大学的所有权，这些企业

本身就关注高等教育。正如在拉丁美洲和全

世界所占的地位一样，劳瑞德教育（Laureate 

Education，拥有联合理工学院和瓦莱大学）

在墨西哥也是规模最大的教育企业。 

公共部门的改革 

所有这些新的私立高等教育形式都反映

了积极的私人倡议。相反，我们现在将转向

政府改革公共部门的倡议，在那里我们可以

确定三个显著的领域：评估、研究领域分布

和大学以外的院校多样化。在这些领域中，

每个领域的目标都是使公立高等教育在经济

上更加合理。但是，每一项举措都产生了阻

碍公共扩张的意外效果，而且在后两个方面，

改革已经将学生从公共部门推向私营部门。 

评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中，

政府已经开始反对长期以来主要根据入学人

数或先例分配公共高等教育资金的做法，这

一做法不考虑绩效水平。这对以前自动化的

公共部门扩张的主要基础是一个打击，因为

现在这部分取决于绩效评估。 

研究领域的分布：同样，墨西哥政府决

定停止资助传统上受欢迎的研究领域，这些

领域一旦聚集了学生，就会破坏公共利益。

因此，政府对医药、土木工程、法律、商业

和管理设置了入学配额。然而，一个无计划

的结果是学生在家庭的支持下，大部分时间

都在他们喜欢的学习领域继续深造——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领域持续提供更好的

收入。许多未能在公立大学进入心仪领域的

申请人只能无奈接受入读私立院校学习他们

喜好的学科领域。 

院校多元化：同样，政府决定不再为大

量高等教育学生自动支付大学学位课程的学

费。据说这种对大学学习的“过度需求”遵

循社会传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理性饱

和。已经受到限制的著名公立大学拒绝了高

达 90％的申请人。此外，政府停止建立公立

大学，从 1990 年至 2009 年，政府创建了 343

所新的高等技术教育院校，包括两年制课程

院校。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为大学毕

业生支付的费用高于技术学院毕业生，未获

得公立大学录取的学生经常入读私立大学。

2017 年，政府试图通过推出“合你之地”（A 

Place for You）这一计划来部分抵消从公立大

学到私立大学的流动，旨在确保那些被选拔

性较高的公立大学拒绝的候选人拥有 “第二

次机会”进入（公立或私立）大学。 

总之，没有任何宏伟的总体设计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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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政府继续促进教育领域的私人增长。

它通过一个普遍适应私营部门的政策和通过

公共部门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改革有

时最终也会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而私营

部门则积极抓住机会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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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日益改变了该领域

大学的态度。在埃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正

在增长，该部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一系列

新的私立教育提供者加入了公立大学之中。

自 1992年启动的管制私立大学的第 101号律

令以及 2009 年启动的对私立和国立（非营

利）大学进行修正的第 12 号律令以来，埃及

的高等教育部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两项法

律都有助于向埃及高等教育部门引入“竞争

获得客户”的理念。 

埃及私立以利益为导向大学的建立和运

作受到最高私立大学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Private Universities）的监管，该委

员会是高等教育部的一个监管机构，其成员

包括私立大学的所有校长，以及一些公立大

学校长。2014~2015 年，高等教育系统中有 2 

624 705 名注册学生，其中 110 859 名（4.2％）

就读于私立大学，占总人数的一小部分。2016

年，24 所私立以利益为导向的大学在埃及开

展业务；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学费。这些大学

未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资金。私立高等教育

机构在经济上独立，拥有充分的财务自主权。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费用通常远高于公立大

学，并由每所大学的理事会决定。学生选择

私立大学有几个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在中

学时的学习成绩低于那些选择公立大学的学

生。 

竞争的四种类型 

基于两个标准，费用（每个本科生的每

年的学费）和质量（由斯高帕斯数据库[Scopus] 

索引的优质国际学术出版物衡量的学术人员

声誉），以及基于埃及私立大学的谷歌搜索

（基于以下标准：1、总的/部分课程以英语

教学；2、获得埃及以外国际大学对其全部/

部分认证；3、使用英语的国际科研产出），

我们对埃及私立以利益为导向的大学进行了

竞争分析，并确定了四种类型的大学 ，如下

所示： 

第一类：“高质量、高学费”的院校，拥

有高质量的员工、科研和设施。 该类别大学

平均每年学费超过 7 000 美元。我们在这一

领域找到了三所大学：开罗的美国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阿拉伯科

学、技术和海运学院（Arab Academ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Maritime Transport）以

及开罗的德国大学（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Cairo）。 

第二类：“高质量、低学费”的院校，拥

有高质量的员工、科研和设施，与第一类大

学相比费用较低。这一类大学的两个很好的

例子是埃及的英国大学（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和尼罗河大学（Nile University）。 

第三类：“低质量、低学费”的院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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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低的学术人员、科研和设施，以及与第

一类大学相比较低的费用。此类大学的平均

每年学费低于 4 000 美元。我们发现，进入

这类大学的学生进入与第一、二类大学的学

生不同：他们在中学时的分数较低，来自较

低的社会阶层。在这一领域可以找到 19 所大

学，包括埃及科技大学（Misr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埃及国际大学（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未来大学（Future 

University）；十月六日大学（ October 6 

University）；西奈大学（Sinai University）；

埃尔肖鲁克学院（El Shorouk Academy）；亚

历山大法罗斯大学（Pharos University in 

Alexandria） ; 埃及法国大学（ the French 

University in Egypt）；马迪现代艺术学院

（Modern Academy in Maadi;）；法国东方考

古研究所（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 éologie 

Orientale ）；加拿大国际学院（ Canadian 

International College）；金字塔报加拿大大学

（Al-Ahram Canadian University）。 

第四类：“低质量、高学费”的院校，拥

有较低质量的学术人员、科研和设施，但费

用与第一类院校类似。我们的分析表明，目

前埃及没有私立大学属于这一类别。然而，

从理论上讲，如果该部门达到足够的成熟度，

并且国家质量保证和教育认证局（ the 

National Authority for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of Education）启动了全国大学

排名，那么未来某些大学可能会被归入这一

类。 

结论和可能的未来发展 

埃及的公共当局承认，未来高等教育部

门应该在该国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两个

主要目标是培养足够的毕业生（即增加需求，

导致费用增加），并提高私立大学开展的研发

质量（即提高整体质量）。政府在十年的愿景

中阐述了这两个目标，即将埃及的大学转变

为现代化、自主化、研究密集型、市场化和

以学生为中心的组织。 

显然，埃及政府正在努力通过与国际教

育提供者（主要是英国大学）的合作，在第

一、二类别中建立更多的私立大学。未来可

能会为该行业带来一些重大变化。一些现有

的教育提供者可能会从市场上消失，特别是

第三类的一些提供者。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

高等教育市场中第一、二类提供者的预期增

长可能会使第三类大学（其中包括埃及大多

数的私立大学）的角色边缘化。我们没有预

见到该类别的大学有可能转变为第一、二类，

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客户类型。但是，第一、

二类大学对第三类大学的收购是未来十年可

能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要求政府考虑

采用其他解决方案来应对第三类大学中未满

足的客户预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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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高等教育的大量投资是众所周知

的。自 1978 年邓小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中

国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其科技能力，大学一直

是这项努力的核心。近 20 年来，“985 项目”

已向顶级院校提供数十亿元人民币，使其成

为“世界一流”。仅在前两个阶段——即从

1998 年到 2007 年——39 所受助大学的支出

约为 330 亿元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PPP）

计算约为 130 亿美元。然而，衡量这项投资

的程度一直很困难，因为中国没有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报告高等教育支出，且个别大学

的财政状况一直很不透明。 

因此，在 2012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针对

高等教育部门的“透明度指令”，其中包括要

求院校发布某种类型的年度财务报告。合规

性不是百分之百，数据不包含非常细节的内

容；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主要院校中，我们

有五年的相关信息（2012~2016）。这些新数

据传递了三则相当重要的信息。 

顶尖的中国大学非常富有 

首先，中国顶尖大学，有时被称为“中

国常春藤联盟”（China’s Ivy League）的 C9

高校，实际上非常富有，其财务实力可与美

国一些顶级大学相媲美。最大的院校，即清

华大学，2016 年的年的支出为 137 亿元人民

币，相当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35.7 亿美元，

其原始金额大于麻省理工学院（MIT）（2014

年为 33.4 亿美元）和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33.6 亿美元）。北京大学是第二

大的高校，2016 年的支出约为 24.5 亿美元，

与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华盛顿大学圣

路 易 斯 分 校 （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大致相同。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紧随其后，分别拥有 23 亿美元和 21 亿美元

的支出。复旦大学排名第五，支出为 15 亿美

元，大致相当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如果我们按照生均标准审查支出，中国

大学的数额仍然很大，但也许并不那么令人

印象深刻，从清华大学每名学生 78 000 美元

到浙江大学的 49 000 美元不等。中国顶尖大

学距离美国较大的公立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如北卡罗来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61 000 美元）或弗吉尼亚

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31,000 美

元），甚至是东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kyo）和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等较

大的日本国立大学（均超过 100 000 美元）。

不过，中国顶尖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73 

000 美元），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75 000 美元）或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ETH Zurich）（63 000 美元）相比毫不

逊色。中国顶尖大学则远超加拿大（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53 000 美元），德国（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43 000 美元）或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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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39 

000 美元））等国家最富有的院校。 

顶尖中国大学的收入来源 

数据中的第二则信息是，就其收入来源

而言，中国顶尖院校看起来更像北美院校而

非欧洲院校。四所顶尖院校——上海交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

—来源于公共部门的资金占总预算的比例不

到 40％。其余的一小部分来自学费，但主要

部分是外部收入，包括来自清华大学庞大的

大学企业集团等商业利益。这与美国的院校

没有什么不同，美国院校经常从医院、房地

产等来源获得大量收入来源。其他中国院校

的公共融资程度较高，但没有一所主要的 C9

高校从公共部门中获得超过 60％的资金。 

顶尖大学发展减速 

第三则信息是，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大

学的财务状况几乎没有改善。例如，2012 年

至 2016 年，清华大学的生均的支出下降了

3％，而浙江大学的支出则下降了 5％。另一

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的支出增长了 7％，没

有下降；相反，通货膨胀和学生数量的增长

速度有所提高。 

事实上，中国的顶尖院校现在已经规模

很大，即使数额相对较大的新公共支出也不

太可能对整体财政情况产生太大影响。例如，

最近在财新环球（Caixin Global）（一个由同

名的北京主要媒体集团管理的在线英语网

站）上报道，中山大学（ Sun Yat-Sen 

University）将新获得 4.8 亿元人民币（购买

力平价约为 1.4 亿美元），这是作为中国最近

宣布的“双一流”倡议的一部分。然而，由

于该大学的预算目前为 60 亿元人民币（17.6

亿美元），因此这一数额占比不会超过 8％。

鉴于通货膨胀和学生数量的增加，这个占比

不会超过一年或两年的财政增长。 

物有所值？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所有

的这些支出是否都事“物有所值”。至少在科

学生产方面，这里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

2006~2009 四年间和 2012~2015 年间，所有

中国顶尖大学的科睿唯安（Clarivate）索引期

刊数量翻了一番。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等院校的总产出现已超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等大学。诚然，这些文章的影响——通过

标准化引用来衡量——比欧洲和北美的大多

数研究型大学都要低。然而，中国顶尖大学

的引用率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现远高于

日本顶尖大学，虽然可能还达不到亚洲顶尖

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水平。 

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中国顶

尖大学的资金水平迅速提升至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水平，但它们将继续以如此快的速度增

长是不可能的。从现有数据来看，似乎增长

速度稳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的典型

水平以上，但低于美国主要公立大学的水平

——更不用说私立大学了。尽管总体科学产

出很高，但在质量和研究影响方面仍有提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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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文和科学教育（文理教育）正

处于关键时刻。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陆

和香港的大学课程都在显著发展，这些课程

强调自由教育，这是一种全面的教育理念，

为终身学习者提供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社会

责任感。这种增长既发生在中国的高等教育

中，也作为中西方大学合作办学的一部分。

这与传统的实利性中国课程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单一职业技能。 

中国大陆和香港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兴趣

利用文理教育来推动二十一世纪劳动力和经

济发展的国家。过去二十年中创立的大多数

项目已超过 200 个，现在已存在于美国之外。

然而，尽管在美国文理学院和公立大学有着

悠久的历史，但由于那里的批评者质疑其价

值并且认为需要一种更实际的，以职业为导

向的方法，因此文理教育面临着重要的审查。 

在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关头，中国面临

着对阿拉伯国家联盟改革的严峻挑战，也是

一次重大机遇。2017 年 6 月，来自加拿大、

中国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和美国的二十

五位大学领导者和学者在江苏省杜克昆山大

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会面，研究了

文理教育的障碍和机遇。除了以下建议外，

他们还得出结论，如果中国能以创新性和以

文化相关的方式扩展其文理计划，那么它将

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文理教育。 

目标和阻碍 

中国发展文理教育的动机源于其深厚的

文化传统。这种本土根基对于中国推动创新

经济和培养具有职业和社区意识的毕业生至

关重要。文理教育的许多属性在中国并不是

新的想法。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至今

的文明，中国拥有深厚的哲学传统，注重人

格发展和对知识内容的掌握，与文理教育的

整体目标契合。 

然而，中国面临着改革的重大障碍。这

些障碍包括：对文理教育含义的误解；怀疑

它的价值和相关性；目前课程项目的质量较

低，渠道有限；缺乏合格的教师；阻碍教育

创新的正式指标和激励措施；对中国意识形

态之外的传统进行教学的需求；事实上，中

国大陆的院校受到重要政治力量的监督，这

些力量对于文理教育优点的看法是矛盾的。 

机遇和建议 

虽然我们无法对管理中国大学的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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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改变，但我们的工作最

终提出了六项重要建议，以克服障碍并在中

国实现文理教育的潜力。 

• 使通识教育更为重要：近年来，中

国大学对其通识教育进行了改革和扩展，使

学生能够学习专业外的知识。虽然向前迈出

了重要一步，但许多通识教育课程质量很低。

学生认为这些课程是多余的，教师们则认为

这些课程重要性很低。为了创新经济，培养

受过广泛教育的创造性思考者，必须不懈地

致力于提高这些课程的质量。 

• 投资跨学科整合：除了通识教育，

未来还需要解决问题，而这只能通过综合的

跨学科解决方案来实现。虽然通识教育提供

多学科课程，但它通常缺乏真正的跨学科文

理教育的整合。复旦大学的“2020 本科升级

计划”（Undergraduate Upgrade 2020 Plan）、

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Yuanpei College）、清

华大学的新雅书院（Xinya College）、香港岭

南大学等几个实验项目，以及昆山杜克大学

等新联合办学机构都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前

景。然而，这些课程仅供精英院校的少数学

生就读。为了发挥其作为全球文理教育领导

者的潜力，我们建议中国支持这些机构并投

资其他计划，以促进实践和更广泛的提供机

会。 

• 关注教师激励和发展：为了实现文

理学习成果，需要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实证

研究表明，在没有解释或批判性评价的情况

下，通过死记硬背的听力和记忆来学习，这

仍然是中国大学的常见做法，不足以培养创

造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然而，要求采用新

的课堂方法是不够的。动员教师使用不同的

教学方法需要激励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且

教师的发展应该与科研和出版要求一起成为

战略重点。 

• 接受创新型教学法：对教学法的关

注需要更多地关心学生的学习方式。这意味

着动员教师共同决定他们希望毕业生能够做

什么，并促进实现这些成果的共同承诺。它

进一步要求更广泛的、以教学法为重点的院

校文化，以新策略开展实践，并有目的地将

课外活动作为培养学生适应能力、解决问题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核心手段。 

• 增设高质量的项目：如果能够有意

识地致力于质量和持续改进，那么文理改革

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中国有一个难得的机

会来扩展关键的文理创新，因为它引入了这

些创新，美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扩大规模

的关键因素包括利用新技术和开发高质量教

学的新范式，这两者都需要大量投资、广泛

实践和仔细评估。如果想要实现广泛创新的、

创业型经济并培养出具有社区意识的公民，

中国需要优先考虑学生获得文理教育的机

会。 

• 研究多种传统：要在任何地方取得

成功，文理改革必须与本地和全球的话语和

条件相关。这一必要性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促进中国、西方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探

索各种知识贡献，并在全球辩论和困境的背

景下观察它们。将课程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

础上，让中国观点与印度、伊斯兰、西方和

其他文化进行对话，这对学生的个人和智力

发展以及他们成功参与全球社会的能力至关

重要。 

这些建议旨在提供中国高等教育进行集

体和内部考虑。它们应该被全面而非个别地

视为整体教育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全

球角度来看，中国特别适合向其他国家展示

将文理哲学与职业教育融为一体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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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真正的跨学科综合教育的方法（学科和

课程/课外活动相互融合）；以及创造确保质

量和受教育机会的创新教学实践的方法。然

而，如果没有包含各种历史和文化观点的开

放式学术对话，这些文理教育战略都无法实

现。虽然最近有证据表明在必修意识形态课

程中有更多的实践，但也有证据表明中央政

府已加强了对内容和课程的监督。在中国自

身及国外复杂的历史中，教授对事物的不同

理解和众多传统，是中国在其他文理教育实

践中起到带头作用的关键步骤和宝贵途径。 

 

注：本文基于第八期《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瞭

望》（CIHE Perspectives No.8）：“中国人文与

科学创新：塑造未来的六项建议”（Liberal 

Arts & Sciences Innovation in China: Six 

Recommendations to Shape the Future），有中、

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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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新国家排名 

N.V. Varghese 

印度国立教育规划与管理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副校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电子邮箱：nv.varghese@nuepa.org 

 

尽管世界大学排名只包含所有高等教育

机构的一小部分，但其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

关注和讨论。但是，这些结果经常表明，许

多国家表现最好的国立院校在排名表中无法

找到合适的位置。 

毫无疑问，国际排名有助于促进各国之

间的竞争，以提高其在榜单上的位置。排名

还带来了许多国家在目标达成上而进行的努

力，以帮助国内大学获得世界一流地位。而

这样的过程对于有的国家来说还很遥远，于

是，它们选择了国内排名作为国际排名的替

代品。 

印度大学没有出现在世界排名的前列—

—这是该国认真关注的问题。政府的回应似

乎包括两个方面：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卓越

机构，同时启动国内排名进程。国家院校排

名框架（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在 2015 年帮助印度开展了第一

次国内排名。 

排名框架和方法论 

2014 年 8 月，人力资源开发部组织了一

次咨询研讨会，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制

定排名框架和方法。该委员会确定了排名框

架下的一些广泛领域：科研和专业实践；教

学、学习和资源；毕业成果；拓展和包容性；

观念等。然而，该委员会认为，具有相同指

标和权重的单一排名框架对于像印度这样具

有不同类别机构的国家来说是种错误想法。

委员会决定对各类机构进行单独排名。 

委员会将高等教育机构大致分为两类。A

类机构包括所有中央政府院校、州立大学，

“认定大学”（deemed-to-be universities，专

注于某一研究领域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

构）、私立大学和其他自治院校。B 类院校和

学院隶属于大学，并没有完全的学术自主权

来开发课程和颁发学位。 

印度为工程学、管理学和药学院校以及

大学和学院制定了单独但可比较的排名框架

和参数。虽然所考虑的领域保持不变，但分

配给每个分区的权重取决于各院校的主要方

向。例如，虽然 A 类院校被赋予更多的科研

权重，但 B 类院校则被赋予更多的教学权重。 

数据来源和院校范围 

参加印度的排名活动是自愿的。这项工

作涵盖了所有入学人数超过 1 000 人的高等

教育机构。这一人数限制对于专门的、单一

学科机构则例外。总共有 3 313 所高等教育

机构参加了 2017 年的排名。在印度排名中，

科研出版物的数据来源是知识网（the Web of 

Knowledge）上的科学引文索引（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th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 A＆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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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学、包容性、成果和观念的数据直接

来自参与排名的机构。 

排名结果 

排名结果于每年 4 月公布，2016 年和

2017 年的结果已经公布。仔细观察结果可以

发现有趣的趋势。在所有类别中，排名前十

的院校大多是公立院校。医药学教育是个例

外，大多数相关院校都是私立院校，入学人

数占总人数的 90％以上。就普通高等教育而

言，前十位的院校中只有一所不是公立院校。

其中许多院校，尤其是中央资助的机构，获

得了更多的资金；学生入学是根据入学考试

成绩；他们享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换句话

说，国家院校排名框架名单中排名靠前的院

校体现了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在

2009 年定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所包含的一些重

要特征。 

如果我们查看 2017年排名前 100位高等

教育机构的成绩，那么名单上只有三所私立

大学出现。排名前 100 位的院校中，近 60％

是专门院校，其余是公立大学和学院（后者

有三所）。排名前 100 位院校的得分差异很明

显。虽然排名前十位院校的最高整体平均得

分为 83.28 分，但在下一组院校（排名 11~20

位）中急剧下降至 58.25 分，在排名第 91~100

位的院校中进一步下降至 38.68 分。排名

11~20 位院校的最高总体平均分数低于前 10

位院校的最低平均分数。在教学和学习以及

拓展和包容性方面，最高平均分数的变化要

小于科研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在这两个方面

差异最大。 

排名结果受到的批判评论低于预期，部

分原因是结果本身并非出人意料。其中一个

批判论点在任何排名中都是常见的：将与大

学相关的所有信息简化为一个数字是无用

的。另一个严重批评涉及院校在 2016 年和

2017 年排名中的相对位置变化。在 2017 年

排名前 100 位的院校中，有 47 所学校是新进

入者，而 2016 年排名中，排名 50 到 100 位

的大学中有 35 所从 2017 年名单中消失。还

有一种批评质疑将单学科院校与多学科大学

进行比较的有效性。这些批评是有效的，它

们也反映了印度排名实践的问题。 

印度排名实践中的经验 

对排名结果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为提

高院校在排名中的位次，科研和观念是重要

的考虑因素。实际上，科研是推动观念变化

的关键。因此，建立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

大学的努力可能是攀登全球排名顶峰的必要

步骤。 

为从参与院校获得可靠数据所采取的措

施，似乎在印度运作良好。排名机构对院校

的记录和审核账号进行随机抽查。提交给国

家院校排名框架门户网站的数据是为了可见

性和公众监督而上传的。在数据提交中有不

道德行为的院校，一经发现将被取消参与未

来排名的资格。这些措施迫使各院校提供可

靠的数据，并提高国家院校排名框架中所使

用数据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许多国家排名工作的积极结果是突出研

究型大学和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印

度计划建立 20 个卓越机构。但是，这不应被

视为促进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科研工作的替代

方案。排名不能替代提高该部门的整体质量，

因为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参加排名。

印度不需要过度依赖排名，而是需要增加对

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并采取有效的策略来

促进科研，以此改善绝大多数低质量高等教

育机构的教学。 

 

注 ： 印 度 排 名 网 址 为

https://www.nirfindia.org/ranking20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