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10   

72 

比较与借鉴 

DOI： 10.16750/j.adge.2019.10.013 

美国公立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制度研究 
——以华盛顿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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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华盛顿大学为例，对其研究生课程审查的内涵、组织部门及实施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其

研究生课程审查的主要特点，即专业化的审查机构、严格的审查过程、多元的审查主体、翔实的审查材料、

持续的审查活动。华盛顿大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研究生课程审查制度，对研究生学位项目及其课程体系实

施系统、持续的评估与审查，对我国高校研究生课程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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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运行的手段，

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以传达信息、表达意义

和说明价值的媒介。” [1]诚如美国课程专家艾斯纳

（Eliot W. Eisner）所言：“课程领域……正居于教育

的核心”[2]。研究生课程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必要条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然而，就当前我国研究生课程建设而言，高校还没

有成立课程开发咨询机构，不能为课程开发提供有

效指导；院系之间缺乏课程建设的沟通渠道，阻碍

跨学科课程开发；课程开设与审查缺少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仅作为课程申请者、学院与研究生院的事

务等。2014 年，教育部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

课程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完善新开设课

程申报、审批机制……对已设置课程的开设情况和

教学效果进行定期审查，保证课程符合培养需要、

保持较高质量”[3]。因此，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

建立规范完善的课程开设与审查制度，已成为当前

我国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W）

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也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

型大学。UW 于 1885 年开始培养研究生，目前共设

有 110 多个研究生学位项目，学术表现均位于全美

前 40 名；各类在校研究生 14000 余名，约占全校学

生总数的 1/3[4]。UW 研究生教育目标是“积极促进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师生的研究能力，

培养学术领袖[5]”。研究生课程是 UW 实现其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媒载体，“处于教学核心的战场”[6]。

为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UW 建立了一套完善的

研究生课程审查制度，对研究生课程实施严格的评

估与审查，持续改进与提升研究生课程质量。 

一、课程审查的内涵及其原则 

对概念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不仅有利于深入

认识研究对象，还能投射出理论和实践行为所依据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7]。课程是一个用得最普遍、最

不明确的术语之一[8]。为了避免课程定义的单一化

倾向，美国课程专家斯塔克（Joan S. Stark）提出了

一个综合性概念——课程即学术计划（ academic 

plans），旨在丰富学生学术体验，促进学生学术发展[9]。

美国课程理论学家施瓦布（Joseph J. Schwab）提出

实践模式的课程理论，他认为审查是一种实践的逻

辑过程，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反复权

衡而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做出的行动决策[10]。因而，

课程审查（curriculum review）是由来自不同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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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专家对学术项目（academic program）及其组成

部分（单门课程）进行检查的过程，旨在根据学生

的学习状况及成就水平，评估该项目的流畅性、连

贯性及其实施效果。 

课程审查作为华盛顿大学一项重要的学术事

务，遵循以下基本原则：①教师驱动（faculty driven），

教师自主设定课程审查目标，引领并参与审查活动，

在必要时获得相关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指导与支持；

②学生需要（student needs），课程审查的动力来自于

学生的特殊需要，即注重改进学生学习经历；③聚焦

学术（academically focused），每项课程审查都是独

特的，但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目标，即为了改进教学

与学习而实施课程评估和重构；④同行评价（peer 

reviewed），同行评价是课程质量保证和改进的基础，

校内外专家独立做出客观公正的审查结果；⑤包容性

（Inclusive）：课程审查需要学校管理人员、院系领导、

教师和学生的持续参与，教师和学生是最为重要的两个

群体；⑥透明性（transparent），课程审查过程公开透

明，接受校内外各类利益群体的质询与建议。 

华盛顿大学将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审查视作人才

培养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在维护和传播学校核心价

值观，如尊重、合作、创新、卓越、问责制、严格

标准、终身学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华盛

顿大学医学院研究生课程建设秉承两个价值观念：

第一，在教师和患者之间达成共识，即把患者的福

祉放在首位；第二，履行医学院承诺，即尊重学生，

创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满足学生的最大

利益需求，确保具有负面体验的学生免受再次伤害，

为他们提供积极的有意义的学习经验。通过实施课

程审查，华盛顿大学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生

学术项目，巩固其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先地位；

注重革新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 21 世纪

全球竞争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持续产出优质的学

术成果，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机构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是一个系统的、持

续的改进过程，即从评价现行课程到设计出更为完

善的课程方案，再到实施新课程并对其进行周期性

评估。校内外诸多部门积极参与研究生课程的评估

与审查活动，它们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共同做好

课程审查工作。 

学术事务与规划办公室（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Planning，OAAP）是华盛顿大学研究生

院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协调研究生课程审查活动，

审定和修订研究生课程政策。研究生院委员会

（Graduate School Council，GSC）为学术事务副校

长和研究生院院长提供研究生教育政策、课程审查

等方面的建议，并组织实施研究生课程审查。GSC

代表全体研究生导师的利益，拥有处理研究生教育

所有问题的法定权利，其建议成为华盛顿大学校务

委员会授予研究生学位的基础。 

华盛顿大学课程委员会（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urriculum Committee，UWCC）是实施课程审查的

常设机构，定期对全校所有学位项目及其课程体系实

行审查，包括新设、修订与淘汰的课程。UWCC 成

员有教务主任（担任委员会主席）、本科生学术事务主

任、研究生院院长、塔科马分校（UW Tacoma）校长、

博塞尔分校（UW Bothell）校长等。课程设置和课程内

容的主要由教师监督，他们要确保三个校区课程的一

致性，并使课程设置适应研究生已有的知识水平。 

华 盛 顿 大 学 校 务 委 员 会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ard of Regents，UWBR）是大学管理

机构，拥有课程的审批权，其成员均需得到华盛顿

州州长的任命。学术与学生事务委员会（Academic 

and Student Affairs Committee，ASAC）作为 UWBR

的常设机构，负责监控课程结构、课程质量、课程

认证、课程审查，审核学习目标与学习结果等，从

而保障华盛顿大学的教育质量。 

华盛顿州学生成就委员会（Student Achievement 

Council，SAC）于 2012 年取代了原来的州高等教育

协调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on Board），

它为华盛顿州教育发展提供战略规划、监督与宣传、

项目管理，推动学生不断获得学业上的成功，促进

华盛顿州取得高质量的教育成就。通过实施“十年

发展路线图”（Ten-Year Roadmap）和“短期战略行

动计划”（Short-Term Strategic Action Plan），SAC

制定了华盛顿州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绘制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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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满足华盛顿州日益增

加的教育需求；评估各院校新设学位项目与课程，

定期审核现行课程等[11]。 

三、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 

研究生课程建设是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基础，“直

接反映着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是培养人才，提高

教学质量的基本手段之一[12]”。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

程开设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对课程进行全面评价，以

明确课程设计与开发的必要性、课程设计与开发项

目成功的可能性。文中以学位课程与证书课程为例，

分析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过程。 

1.学位课程 

课程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研究生

培养目标的桥梁[13]。为了保障研究生课程质量，华盛

顿大学研究生院每年要审查 30 门新设课程和 15～20

门现行课程[14]。华盛顿大学现行研究生学位课程审查

贯穿于研究生学位项目审查之中，因此文中主要分析

新设研究生学位课程审查过程（参见图 1）。 

教师产生开设新课程的意向后形成书

面材料，先在院系内部进行讨论。申请者

从学术事务与规划办公室（OAAP）获取课

程开设的指导与建议，并提交课程开设意向

申请书（Planning Notice of Intent，PNOI）。

PNOI 包括课程描述、课程需求分析、经费

预算等内容。课程描述重在介绍课程所适

合的学位、课程的主要内容；课程需求状

况主要说明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提供能够

证明学生和雇主需求的数据；经费预算需

要简单说明该课程开发的必要资源和资

金来源，并估算课程开发的费用，详细的

经费预算会在完整的课程方案中列出[15]。 

OAAP 将 PNOI 提交至 UWCC，邀请

该课程领域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为期 10 天

的评议；OAAP 及时向申请者反馈审查意

见，并由申请者起草课程开发备忘录；研究

生院院长对课程开设计划进行审批；申请者

获 得 “ 课 程 开 发 许 可 ”（ permission to 

develop），制定出完整的课程方案；经研究

生院院长批准后，OAAP 将课程方案提交华盛顿州

学生成就委员会（SAC），由 SAC 组织课程专家审

查课程方案，申请者也要对审查意见做出回复。申

请者向 OAAP 提交课程开发备忘录，OAAP 把课程

方案提交 GSC，GSC 进一步审查后把审查意见反馈

申请者；在得到研究生院院长批准后，OAAP 将课

程方案提交华 UWBR；ASAC 对课程方案审查后报

送 UWBR 批准；OAAP 的课程注册部门负责设立新

的课程编码，并开始对新课程实施周期性审查。 

2.证书课程 

与研究生学位课程相比，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证

书课程开设与审查过程略微简单一些（参见图 2）。

教师产生课程开发意向后撰写书面方案，提交院系

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员有院系领导、教师、学

校规划与预算（OPB）办公室、教务处预算办公室、

职业与继续教育（PCE）办公室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课程申请者向 OAAP 进行简要的课程描述，或向其

提交课程草案，并获得课程开发的指导与建议。

图 1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开设与审查过程 

资料来源：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ew graduate degree proposal-Seattle 

[EB/OL]. [2018-03-20]. https：//www.grad.washington.edu/fac-staff/ 
programreviews/new-grad-degree-proposal-seattle.pdf. 

 

图 2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证书课程开设过程 

资料来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ew graduate degree proposal - 

Seattle[EB/OL]. [2018-03-20]. https：//www.grad.washington.edu/fac-staff/ 
programreviews/new-grad-cert-proposal-seatt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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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PP 对课程方案进行初步审查，并由 3 校区学术

委员会联合职业与继续教育办公室、图书馆对其进

行为期 10 天的评议；OAPP 向申请者反馈审查意见，

并与申请者共同拟定课程开发备忘录。改进后的课

程方案经研究生院委员会审查后，由研究生院院长

批准并将其发送给 UWBR；同时 OAPP 将课程开发

备忘录提交给校务委员会。由校务委员会批准课程

方案，OAPP 课程注册部门为其建立课程编码，新

课程方能实施并开始进行周期性的课程审查。 

与此同时，华盛顿大学课程委员会也参与到特

殊的研究生课程审查之中。课程委员会成员包括课

程委员会主席、寄宿课程主任、课程协调员、教师

代表，以及一些无表决权的成员，如学生事务主任、

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等成员，任期 2 年。其主要职

责是：开发、审查、评估与修订寄宿课程，为研究

生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提供必要支持，制定寄

宿教育的先修课程。课程委员会对所有学术课程的

变化进行审查，包括开发新课程，完善与淘汰已有

课程。在开发新课程与完善现有课程的过程中，课

程委员会需要确定最合适的课程方案，以适应学生

现有的知识水平。对于有关的课程变化，课程委员

会需考虑课程方案的普适性。课程委员会向研究生

院院长提供课程建议，再由研究生院院长转呈于大

学教务长，由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University 

Curriculum Review Committee）负责课程的最终实

施。每当有重大的课程变动或涉及重要的课程预案

时，课程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利就由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uncil）或战略规划与预算委员会

（Strategic Planning and Budget Committee）承担。 

四、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的特点 

课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科

学性与先进性不仅关系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而且还直接决定着大学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的

胜败[16]。华盛顿大学通过设置专业化的课程审查机

构，实施严格的课程审查过程，制定规范的课程审

查标准，评估详细的课程开发资料，促进利益相关

者积极参与，建立了一套完善规范的研究生课程审

查制度，持续改进研究生课程体系，为保障研究生

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健全的课程审查制度，提高课程建设的水平 

大学课程设置作为大学开设课程的制度与安

排，是大学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的具体化，是大学

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17]。华盛顿大学主要有 5 个

校内外机构负责研究生课程开设与审查事务：一是

研究生院学术事务与规划办公室（OAPP），负责课

程开设与审查的组织与协调工作；二是华盛顿大学

课程委员会（UWCC），负责实地考察并参加课程审

查会议；三是华盛顿州学生成就委员会（SAC），以

外部第三方的角色参与课程评价；四是研究生院委

员会（GSC），负责对完整课程方案的审查；五是华

盛顿大学校务委员会（UWBR），负责课程的最终审

批。这些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既有组织与协

调机构，也有评估与审查机构，它们相互配合，共

同完成研究生课程审查工作。 

2.严格的课程审查过程，确保审查结果权威性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过程复杂且严格，

要经历讨论、评价、反馈、修改、再审查等过程才

能通过。研究生课程审查既包括新设与现行研究生

课程审查，又分为外部审查与内部审查。学校严格

审查新设研究生课程，定期审查现行研究生课程，力

争使“每门科目所要求掌握的精确知识，都应在经过

最审慎的调查后予以确定”[18]。外部审查由华盛顿

州学生成就委员会（SAC）组织实施，审查人员包括

校友、社区人士、校外课程专家等，对研究生课程方

案提出改进建议；内部审查主要由教师、院系领导

以及校内相关部门参与，课程方案在得到研究生院

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批准后才能正式实施。 

3.多元的课程审查主体，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 

华盛顿大学以学校为基础建立一个“课程集

体”（curriculum group），“由校长、教师、学生、社

区代表、课程专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人员组

成，并从中选出一位主席来领导整个审查过程。”[10]

申请者的课程开发意向先在院系内部讨论，院系领

导、教师、学校规划与预算办公室（OAPP）、教务

处预算办公室、职业与继续教育办公室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都会参与讨论。在课程方案的 10 天评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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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盛顿大学三个校区的相关人员、校友、社会

人士都会参与。他们都是课程开发的利益相关者，

与课程建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够在课程建设问

题上表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准。在研究生课程审查过

程中，校内外各类群体都能积极参与，为开发出高

质量的研究生课程提供了智力支撑和组织保障。 

4.充实的课程审查资料，增强课程开设可行性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需要院系提交充分

翔实的课程审查材料，“对学术课程的选择、组织、

结构及其内容的逻辑和动机考虑进行深入分析”[19]。

课程方案在接受审查前，申请者需准备大量的材料，

填写一系列表格，还要预算课程开发费用等。在课

程开设过程中，申请者需要设计初步的课程方案，

经院系讨论后形成课程开发意向申请书（PNOI），

在研究生院院长批准后制定完整的课程方案。在课

程审查过程中，申请者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以便回

答审查者的各类问题。同时，申请者还要围绕课程

目标，设计出完整的教学大纲，为研究生提供大量

阅读材料，设计课程考核方式等。这些都被纳入课

程开发与审核的过程之中。 

5.持续的课程审查工作，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 

华盛顿州学生成就委员会（SAC）和华盛顿大学

定期开展研究生课程审查工作，持续改进研究生课程

体系。“课程是教学的先导和依托，教学是对课程的

解读和再现。”[20]学术事务与规划办公室（OAAP）

负责组织和协调研究生课程审查工作，研究生院院

长、院系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广泛参与其中。通过

实施课程审查，学校能够发现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进行修正与调整，甚至淘汰某些“水

课”。与此同时，课程审查也是大学认证机构对大学

学术评估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学认证机构定期对大

学进行专业排名，在其推动下，大学必须积极培养

优势学科，不断完善课程建设，以提高学校竞争力。 

五、结论与启示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程审查基于明确的教育哲

学，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秉持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教师高度重视课程建设工作，广泛认

同并积极参与课程开设与审查；学校通过体制机制建

设，鼓励院系、社会人士、用人单位、研究生等利益

相关者广泛参与课程开设与审查；课程开设与审查环

节较多，程序严谨、严格；新设课程批准层级较高，

通常由全校性的组织如课程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等批

准通过。通过对研究生课程开展系统、持续地审查，

华盛顿大学得以全面了解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与实施情

况，也为教师提供反思其教育目标与教学成效的机会，

并有助于提升外部认证机构对其进行的学术评价。 

基于什么样的教育目的与理念设计课程体系，

这些课程体系内部各类课程之间的关系，如何对研

究生的选课做出要求和提供指导，如何评价研究生

在课程中的表现等，都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与设计，

更需要细致的组织与实施[21]。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课

程是按学科由教师自行开发的课程，服从并服务于

研究生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通过对华盛顿大学研

究生课程审查制度的系统分析，深入探究世界一流

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之道，这对于推进我国高校研

究生课程开发，打造“金课”淘汰“水课”，实现中

外研究生“同堂授课，同室创新，同台竞技”，进一

步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大学联盟高校之间交流互鉴，全面提高我国研究生

教育质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日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就是明天国家竞争力的

水平[22]。我国高校必须高度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

基于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研究，制定研究生课程建

设管理办法，规范课程开设程序，实施新设课程申

报与审批制度和现行课程定期检查与评估制度；成

立研究生课程开发咨询机构，如研究生课程委员会，

为教师开设课程提供咨询与指导服务，并对各类课

程进行严格评估、认证和审批；完善研究生课程开

发激励制度，赋予利益相关者权利与机会，鼓励专

业人员、教师、研究生和用人单位等广泛参与课程

建设；实行研究生课程准入与退出机制，明确课程

评价与审查标准，加强课程开发与建设，为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教育评价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而在于改进。”[23]

研究生课程评价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它既对课

程开展评估和审查，不断改进和优化课程体系，也

对课程评价本身进行调整和革新，以适应新的变化

与需求。在研究生课程评价过程中，高校应以目标

为导向，建立“课程矩阵”，深度考察各门课程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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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的相关性；以学习者为中心，不仅要评价研究

生的知识与能力掌握程度，也要考察其态度、价值观

念、思维习惯等养成情况；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关注课程实施过程，也要分

析课程“预期学习结果”的达成状况；创建一个理

解、支持的校园环境，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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