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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学院制若干问题探讨
●王晓宇

摘

要

周常明

牛津大学的学院制是众多西方一流大学学院制发展的溯源，也是牛津大学的根本内在管理制度。经过数百年的

发展，学院制在牛津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和发展模式。本文回顾牛津大学学院制的发展历程，考察其运作的特征及其面临
的挑战，以更好地理解牛津大学学院制的演变过程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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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制是牛津大学建校之根本，也是孕育其导师制和寄

16 世纪是学院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女王伊丽莎白

宿制的摇篮。虽已历经几百年历史的洗涤，但学院制的架

一世先后两次巡视牛津大学。1565 年，她颁布《伊丽莎白法

运作特征及其蕴涵的教育理念传承至今。它不仅铸就了
构、

令》，为牛津大学的师生规定了必读书目、辩论方式以及获得

牛津大学的辉煌，而且成为牛津大学最具魅力的地方。英国

学位的条件等。同年，牛津大学以此建立注册簿等相关制

历史学家布洛克指出： “牛津大学能保持其吸引力的原因之

度，将所有成员归属学院院长管辖，学生则置于学院教师的

一，在于它的学院结构。” 英国教育史学家特德 · 塔珀也

管理之下。1571 年，伊丽莎白又颁布《伊丽莎白章程》，正式

说： “正是由于拥有奇特的学院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牛津大

赋予牛津大学法人组织地位，这标志着大学从一个极为松散

学和剑桥大学看成是与众不同的、非凡的高等学府。”②

的组织开始向众多学院组成的学院制联盟大学过渡。不久，

①

一、学院制的由来

牛津大学开始大规模合并寄宿舍，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布雷

13 世纪至 15 世纪是学院制的初创时期。学院制的雏

齐诺斯学院等六所学院。尽管学院捐赠者的意愿有所不同，

形源自寄宿舍或客栈的生活方式。当时，早期的学生来牛津

但所有学院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行仁慈化的管理和开

城求学，都住在从市民那里租赁的房屋或客栈里。由于师生

展传统科目的教育。

学习和生活在里面，这类房屋被称之为“寄宿舍”或“学堂”。
寄宿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舍长由大学任命，负责对住宿的

17 世纪 － 19 世 纪 是 学 院 制 大 学 的 确 立 和 改 革 时 期。
1630 年至 1641 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威廉·劳德发现，大

学生进行集中管理，以避免与牛津市民发生冲突。由于学生

学各个学院制定的院规五花八门，管理标准不一，整个大学

家境贫富不均，不少才华横溢的贫困学生都是在某个捐赠人

生活处于混乱状态。为此，在查理一世的授意下，劳德主持

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这种为贫困生提供基本食宿条件的

起草了牛津大学第一部完整的校规，即《劳德规约》，于 1636

③

初衷，是创建学院的主要动机。 与寄宿舍不同的是，早期的

年 6 月 22 日正式颁布。⑤ 该校规颁布的意义在于： 以往约定

学院是指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俗成的院规最终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学院院长掌握了大

④

分享共同捐赠，并且不受大学干预的一个学者群体。 学院

学的主导权。同时，也标志着牛津大学学院制的确立和牛津

最初的建筑是按照修道院的模式设计建造的，类似于中世纪

大学作为一所学院制大学的形成。

英格兰的庄园建筑，通常由宿舍、教室、厨房、图书馆、礼拜

从 18 世纪至 19 世纪，牛津大学先后诞生了 10 所学院。

堂、钟楼、回廊和花园等组成。巴利奥尔学院、默顿学院和大

然而，牛津大学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 入学人数

学学院是牛津大学最早建立的学院。

大幅减少，大学管理陈腐，科学研究被忽视。整个 18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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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平均每年只有 250 名学生入学。⑥ 由于《劳德规约》

二、学院制的特征

将大学的主导权交给了各学院院长，大学管理出现一盘散

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学院实力的日益壮大，大学的重

沙、自行其是的局面。英国议会于 19 世纪中期先后成立两

要性逐渐降低。最后，学院以一种联邦关系与“中央”大学

个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牛津大学内部管理进行调查，并先

联系在一起，大学仅仅成了学院集合体的名称。没有学院，

后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根据《1854 年大学改革法》，牛

牛津大学“只是一个空壳、一排纪念碑而已”。⑩ 学院制既是

津大学以往由学院院长实行寡头统治的管理方式被改变，教

牛津独特的文化基础，又是维护学术自由和自治的根基。

学中心重新回归到大学手中，牛津大学真正开始由大学和学

1、民主管理

院共治。同时，古典课程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自然科学与哲

牛津大学学院制的民主管理体现为大学管理和学院管

学平起平坐，现代史等新学科受到重视。根据《1871 年大学

理。从大学管理层面来看，全校教职员大会是牛津大学的最

考试法案》，除神学学位和教授职位外，牛津大学的任何人攻

高立法机构，其成员来自各个学院，以及大学的教学、科研、

读学位或担任大学职位，无须遵循任何信仰准则或进行宗教

图书馆、博物馆等管理部门。对牛津大学成员而言，全校教

⑦

信仰宣誓，牛津大学国教徒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根据

职员大会既是一个审议和表决学校重大事项的机构，又是一

《1877 年大学财政法案》，牛津大学专门设立财务管理机构

个展开辩论的论坛，每个成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

和大学公共基金，使得大学有更多资源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

不同的意见。牛津大学赋予全校教职员大会最高立法权，表

活动。一位学者曾于 1868 年这样指出，大学改革法案使得

明大学的权力归全校教职员大会所有成员。每个人的利益

牛津大学在校风和教学质量方面与过去的 300 年相比获得

都与大学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是大学的主人。尽管牛津人有

了长足的进步。⑧

时对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但他们认为，全校教职员大会

进入 20 世纪后，牛津大学学院制进入继承和创新发展
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学院制传统面临着新

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民主可能是隐性的而不是做出
来的，同意也可以是沉默。

的机遇和挑战。从 1878 年到 2008 年，牛津大学先后建立六

从学院管理层面来看，民主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学院自

所女子学院和八所研究生学院。尽管这些学院建立的动机

成立以来，多少次都面临被剥夺独立地位和特权的考验。然

各异，但其创建的模式则与牛津大学已建学院创办的模式相

而，学院始终坚持独立自治的底线，将学院制延续至今。学

同，即由捐助者自愿捐款并且以牛津大学传统的学院模式为

院的一切事务都由学院成员决定，每个成员都拥有参与权，

基础。例如，纳菲尔德学院是由企业家捐赠兴建的； 圣安东

这早已成为每个学院成员所坚持的价值观。无论决定是否

尼学院是由国外人士资助建立的。为招收女生建立的凯瑟

正确，都凝聚了各方（ 包括每个成员） 的力量。这不仅增强

琳学院，为招收研究生以及解决部分教师在学院的地位而设

了每个成员的使命感，而且确保了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在学

立的学院，为整合研究生学科专业、打造一流的研究生教育

院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学院的民主是大学民主的基石，

而于 2008 年成立的格林坦普莱顿学院，则体现了顺应时代

它使得牛津大学全校教职员大会的成员不仅获得来自一个

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革新。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正是这

充满活力的群体的力量，而且学院院士不再以一个旁观者或

些学院接纳了不同生源，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将学

团队中一个从属人员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的事务和问题。

院制传统传承下来。新学院的捐助者不仅仅是英国国内的

尽管民主管理的代价时常会带来拖延、短视和效率低等

人士，还有来自海外的人士和机构，这使得牛津大学的一些

问题，但是，这一管理机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一人

学院在人员聘任和课程设置方面踏上了国际化的征程。

一票的委员会机制，民主确保了牛津大学的政策是由集体决

与此同时，学院的内部改革在一些领域也取得进展。例

定的。为此，英国历史学者布莱恩 ·哈里森作过这样的评

如，有关富裕学院与贫穷学院之间收入再分配，以及制订管

价： 牛津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确保了大学不去主导学院、教

理学院账目的建议，获得了全校教职员大会的批准。这一改

师不去主导学生。从这个角度出发，学院的自治有时也包含

革确立了学院之间相互帮助的机制，使得每个学院都能获得

着保护少数人的观点或做法的价值观。无论师生学习还是

健康发展。然而，无论怎样改革，学院在大学里的地位坚如

娱乐，学院都是一个让任何人乐于表演且不会带来太大风险

磐石。学院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组织，是院士主导的天下。

的舞台。在牛津大学，“学术上的能动性可以源于任何一种

在牛津人看来，维护学院自治是牛津大学的最大利益。凯瑟

动力，任意发扬光大……思想的火花奔放四射，充满整个校

琳学院的创办人艾伦·布洛克曾言，牛津大学学院制传统的

瑡
瑏
园”。

优势应该符合现代环境的要求，以现代的材料建造一座中世
⑨

纪风格的学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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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英管理
卓越的管理依赖一流的管理人才。牛津人坚持的原则

是： 牛津大学是一个学者自我管理的民主机构，学院制是其

曾是萨默维尔学院院长。牛津人认为，关键决策机构人员的

核心，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谁想进入校务管

重叠既是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又是巩固这一分权制模式的

理委员会、学部、系科部及其他管理委员会，那他就必须让选

瑤
瑏
黏合剂。
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大学，在大学各管理层

举委员会相信： 他的学识和人品是出类拔萃的，而最终能否

的委员会会议上，学院的利益总是摆在第一位，这也是学院

当选则由竞争和选举来决定。牛津大学各个管理委员会和

制在牛津大学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职能部门的作用，在于让那些最有能力的人进入大学管理

在教学上，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士、教授和高级讲师，

确保牛津大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牛津大学前校长弗
层，

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具有另一个身份，即大学的教授或研究

兰克斯特别推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精英

员。由于每个学院不可能开出所有的学科，因此，学院之间

竞争式民主理论。他认为，通过选举从精英中挑选精英是最

就必须在某些学科领域开展合作，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学院

瑢
瑏
好的办法。
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牛津大学执行校长职

的教师除尽可能完成学院的教学任务外，还要开设面向全校

位人选为例。牛津大学第 293 任执行校长彼得·诺斯是国

的讲座和课程。大学设立的 4 个学部及其下设的 27 个分部

际知名法学家，第 294 任执行校长科林·卢卡斯是历史学家

和系，由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组成，其任务是面向各个学院

和高等教育管理专家，第 295 任执行校长约翰·胡德是新西

的学生开设讲座和课程。这些教师的身份或权力都与学院

兰奥克兰大学前执行校长。牛津大学现任执行校长安德鲁

有关联，其福利待遇由各学院与大学协商解决。如此，学院

·汉密尔顿是化学家、耶鲁大学前执行校长。这些历任执行

与学院、学院与大学相互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一复杂关

校长都是教授专家级的管理人才，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

瑥
瑏
系已超出学院制模式的内涵。

验。任职前，都曾在世界知名高等学府任教或从政。牛津大

在教育和文化资源上，学院作为一个独立和自治的实

学为了获得优秀的管理人才，甚至面向全球招聘管理精英。

体，
拥有自己独立的教学、科研和生活设施，如图书馆、实验

同样，牛津大学各个学院的院长、导师和学者也都是学

室和运动场地等，以此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具有独特历史

术领域的一流专家。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全体学院院士推

文化底蕴的学习空间。大学所拥有的教育和文化资源则是

选出来。以默顿学院为例，现有正式院士 69 人，候补院士 7

学院教学设施的一种补充。例如，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服务系

人。在院士中，除 4 人是学院专职管理人员外，其他人都具

统整合了大学、学部、系科部的 40 多个图书馆，面向全校师

有博士、教授和研究员头衔，学者的数量远远超过职员。院

生开放。除此之外，大学还为学院师生提供了博物馆、学位

长杰西卡·罗森是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学的教授。学院的

考试科目、研究所，以及其他各种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实验

其他管理职位也都由院士兼职或轮流担任。为了实现精英

室等设置和资源。另外，大学还有大量的文化体育设施，如

人才培养目标，牛津大学在教师招聘过程中把高水平的教

体育中心、剧院、音乐厅等。总之，大学和学院既有独立的设

学、科研成果和优秀的人品作为聘用的条件，努力打造一支

施，又有共享的资源，这体现了学院制大学的管理特点。

世界级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才队伍，以确保其世界一流学

三、学院制面临的挑战

府的地位。例如，牛津大学现有教师中的 38% 是从全球招

从管理体制上看，学院是一个自治的实体，与大学构成

聘来的，大多数来自科技强国，如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联邦制的格局，实行双轨制的管理。大学有大学的收入，学

等。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牛津大学各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以

院也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财务上双方互不干涉。学院拥有


瑏
瑣

及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院规、管理机构和人员，开设相关专业并招收自己选择的学

3、交叉和重叠

生。学院的师生更加忠诚于学院，而不是大学。与此同时，

牛津大学及其学院的管理既有独立性又有统一性，相互

牛津大学的中央管理层设有各种委员会、学部、系科部等组

之间形成管理上的交叉和重叠。

织，这些机构责任重叠，界定不清。更为复杂的是，委员会的

在管理体制上，大学和学院都是独立和自治的机构，各

很多成员都来自学院，而且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又往往兼任其

自都有一套管理体系。然而，大学各管理层的职位大多由学

他委员会的委员。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牵扯各方利益，一个

院的院长、导师或教授担任。大学的评议会、全校教职员大

提案或建议往往要在委员会或委员之间周旋几个回合才有

会、校务管理委员会、各学部以及系科部等都有来自学院的

结论，因而大大降低大学的决策效能和管理效率。鉴于学院

成员。大学执行校长以往都由各学院院长轮流担任，直到

在牛津大学里的核心地位，学院经常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

19 世纪中期改革后，该职位人选才面向全校选举产生。即

益，
而非大学的整体利益。这就造成大学的中央管理越来越

使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职位通常还是由某个学院院长

难以适应外部挑战，不利于提高今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

来担任。例如，牛津大学第一位专职执行校长艾伦·布洛克

2004 年，牛津大学校务管理委员 会 成 立 治 理 工 作
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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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针对大学管理结构进行全面审查。2005 年，治理工作组

大学的发展目标相呼应。只有这样，学院制的设置才有意

发表《牛津大学治理结构绿皮书》，提出的主要问题有： 大学

义，也才能使一所大学办出水平和特色。

和学院双轨制的管理体制使得大学的决策过程缺乏民意和
理解； 校务管理委员会办事效率低，决策缺乏重点； 委员会的
瑏
瑦
成员未发挥应有作用，以及机构重叠和职责不清等。
同时，

工作组还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例如，设立独立的学
术委员会、继续保留各学部委员会和学术机构、成立理事会，
等等。这些建议旨在加强牛津大学的中央管理，消除学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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