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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流 “新工科”需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 “点睛之笔”。文章以福建省地方本科高校为考察

对象，通过分析认证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三个问题：思想观念方面，过度偏好工具理性；办学条件方面，

支撑作用有待提升；认证成果方面，认证数量不容乐观。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要领导重视，制度变革

先行；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对标找差，推进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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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新工科建设指高等教育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与产业变革，加快培养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

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主动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

域人才培养的革新活动。［１］它分为新的工科专业和

工科的新要求两个方面，既针对新兴产业的专业，

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又包

括对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与传统工科相比，

新工科更强调学科的实用性、交叉性与综合性，尤

其注重信息通讯、电子控制、软件设计等新技术与

传统工业技术的紧密结合。

新工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如下：其一，民族高等

教育能否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智能时代提供人

才、技术与智力支持；其二，人才、技术与智力支

持的质量能否满足 “国家和区域的战略需求”［２］；

其三，民族高等教育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走向国际。第一个问题是工厂化的产品输

出，第二个问题是本国 “用户”（雇主）对 “产品”

（人才）的态度与评价，第三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对

民族高等教育的认同问题。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来

说，核心是提出一套高校与 “用户” （雇主）对
“产品”（人才）双向度的、符合 《华盛顿协议》原

则精神的质量标准。按照该标准，通过既定程序，

获得本国社会乃至国际同行的承认，最终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有关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论断［３］。第二

个、第三个问题均属专业认证的范畴。因此，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是新工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工科建

设无法脱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保障作用。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

量保障制度，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

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 “五位一体”评

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工程教育的质

量保障和检验标尺。目前，福建省高校主要参加两

类组织机构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即教育部主管、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组织的认证和台湾地区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组织的认证。

“中华工程教育学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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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ｉｗａｎ，简称ＩＥＥＴ）成立于２００３
年，为台湾地区非官方、非营利的社团法人。

ＩＥＥＴ已加入华盛顿协定、首尔协定、悉尼协定、

堪培拉协定等国际性教育认证协定，在专业认证上

具有专业性、权威性，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专业

评估能力。每年５月左右，ＩＥＥＴ开展下一年度的

认证申请工作。目前，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区的

高校均参加此类认证。

表１　福建省高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一览表

序

号
高校名称 办学层次 ＣＥＥＡＡＩＥＥＴ

小

计

１ 福州大学
２１１工程 （省重点建设

高校）
１１　 ３　 １４

２ 福建农林大学
其他博士学位授予院

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３　 ５　 ８

３ 厦门理工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省重

点建设高校）
５　 ４　 ８

４ 福建工程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省重

点建设高校）
３　 ４　 ６

５ 华侨大学
其他博士学位授予院

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２　 ３　 ５

６ 莆田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３　 ３

７ 三明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３　 ３

８ 武夷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３　 ３

９ 福建师范大学
其他博士学位授予院

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０　 ２　 ２

１０ 集美大学
其他博士学位授予院

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０　 ２　 ２

１１ 厦门大学
９８５工程 （省重点建设

高校）
１　 ０　 １

１２泉州师范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１　 １

１３ 龙岩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１　 １

１４闽南师范大学
其他博士学位授予院

校 （省重点建设高校）
０ ０ ０

１５ 闽江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省重

点建设高校）
０ ０ ０

１６福建江夏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０ ０

１７宁德师范学院 地方本科高校 ０ ０ ０

　　数据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中国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关于发布已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

业名单的通告》；中华工程教育协会 （ＩＥＥＴ） 《ＩＥＥＴ９３－

１０６学年度通过认证系所名单》。

祖国大陆从２００５年起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试点。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ＥＥＡＡ）正式成立，负责我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工作的组织实施，由教育部主管。２０１６
年６月，《华盛顿协议》全会通过决议，接纳ＣＥＥ－
ＡＡ成为正式成员，极大提高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

影响力。目前，该协会已经在机械、计算机、化工

与制药、电气信息等１６个专业类开展认证工作。

申请接受认证的专业必须在当年发布的 “受理认证

专业类及专业一览表”中且已有三届 （含）以上毕

业生。ＣＥＥＡＡ每年９月左右开展下一年度的认证

申请工作。

从办学层次分类看，福建省拥有 “９８５工程”

院校１所、“２１１工程”院校１所、一般博士学位

授予院校７所、省重点建设高校１２所、公办地方

本科高校１０所。从福建省地方本科高校看，截至

２０１８年８月，已通过ＣＥＥＡＡ认证的专业２５个，

通过ＩＥＥＴ认证的专业３４个 （见表１）。与其他省
（市、自治区）相比，福建省通过ＣＥＥＡＡ的数量

在我国大陆属于中等水平 （见图１）。

图１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ＣＥＥＡＡ认证专业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中国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关于发布已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

业名单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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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困境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过度偏好工具理性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在
《经济与社会》一书阐述 “合理性”概念时，把理

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追求行为的结

果，后者重视行为的价值［４］，该理论也适用于专业

认证的实践。

首先，地方本科高校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认识不足，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经

验主义。主观主义指没有经过全面客观的调查研究

即做出 “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只是９８５、２１１
大学的盛宴，地方本科高校不可能通过认证”的结

论。从全国ＣＥＥＡＡ认证专业分布情况看：９８５高

校专业２１５个，占２５．４１％；２１１高校专业２２１个，

占２６．１２％；地方、部委所属高校专业４１０个，占

４８．４６％，其中包括合肥学院等地方本科高校。这

说明地方本科高校仍有机会通过认证。经验主义者

认为，９８５工程高校的专业即使没有通过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其社会声誉仍然高于通过专业认证的非

９８５、２１１高校。换言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没有
“价值”。实际上，经验主义者眼里的 “价值”是工

具理性，即能够获得金钱、权力等感官所能把握的

物质利益，把专业认证核心价值，即提供一套质量

保障的理念标准、模式和方法看作虚无，把这种能

够保障学生自由、平等、发展的价值理性视为 “没

有价值”。

其次，部分教师与管理者仍未全面深入掌握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内涵。受到望文生义惯性思

维的影响，相当部分教师与教育管理人员对 “以

学生为中心”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的理解存在

三类认识误区：第一类观点认为，我国恢复高考

至高考扩招时期的高等教育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

中心。这类观点可称为 “教育历史退步论”。第二

类观点认为，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教学实践时时

处处都 “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没有

任何新意。第二类观点可称为 “以在校生中心”，

主张１００％毕业率才是符合人性的教育，认为没

有毕业的学生将给家庭带来巨大压力，这类观点

可称为 “学生至上主义”。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实质

是未看到从传授主义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到 “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历史演变规律，未掌握历史进

步论的整体鲜活事实。第二种观点的错误实质是

没有把握 “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要义是以 “从

事专业对口的职业的学生为中心”，或者说以 “学

生的职业能力为中心”，或者说以毕业５年后的
“总体学生”为中心。有了这一基本判断，第三种

观点的错误实质就显而易见，这类观点把 “以学

生为中心”理解为 “学生至上主义”，即为了满足
“人人都毕业”的仁慈心理，不惜放低考核标准，

纵容违纪学生，满足学生不合理的要求。为此，

树立以学生的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非常重

要。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未深入区域产业企业

调研论证，而是高校院系闭门造车或者专业 （系）

主任独自一人东粘西贴式的 “作品创作”，也不是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时，未安排学生进入行业

企业开展长时间的实习实践，以获得最新实用的

职业能力，这也不是 “以学生为中心”。

最后，人才培养的认证准备不充分。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起源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执行。从

福建省地方本科高校公布的部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看，除了龙岩学院、莆田学院等，多数高校人才培

养方案缺乏专业认证理念。他们对如何确定培养目

标，没有提出充分进行社会调研的要求以及与之配

套的检查措施，对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也

没有明确规定。从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

课程类别的学分占比看，表２中所有地方本科高校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均未达到认证标准，这

说明这些高校的课程设置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

性。在专业课程部分，三明学院、莆田学院、龙岩

学院、武夷学院、宁德师院未达标，这是由于这些

高校在开设专业课时，未考虑到既有理论教学又有

实践教学的专业课，其实践学分算入 “工程实践与

毕业设计”部分，造成专业课学分过低。在工程实

践与毕业设计方面，厦门理工学院的土木工程专业

未达标，这说明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专业

认证意识仍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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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福建地方本科高校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

序

号

高校：

专业

名称

（方向）

总

学

分

数学与自

然科学类

课程

专业

课程

工程实践

与毕业

设计

通识

课程

学

分

占比

（％）

学

分

占比

（％）

学

分

占比

（％）

学

分

占比

（％）

１

福建工程学院：

材 料 科 学 与

工程

１８１．５　 １９　 １０．５　 ７７　 ４２．４　４３．５　 ２４．０　 ４２　 ２３．１

２
厦门理工学院：

ＩＳＥＣ土木工程
１７６　 ２３　 １３．１　 ７２　 ４０．９　 ２３　 １３．１　 ５８　 ３３．０

３
闽江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
１６５　 ２４．５　 １４．８　 ５３．５　３２．４　 ４５　 ２７．３　 ４２　 ２５．５

４

泉州师院：计算

机科 学 与 技 术

（智 能 制 造

技术）

１６０　 ２３　 １４．４　 ５２．５　３２．８　４１．５　 ２５．９　 ４３　 ２６．９

５

三明学院：计算

机科 学 与 技 术

（嵌入式技术）

１５５　 ２０　 １２．９　 ２４　 １５．５　 ６５　 ４１．９　 ４６　 ２９．７

６

莆田学院：计算

机科 学 与 技 术

（物联网控制）

１７４．５　 １９　 １０．９　 ４７．５　２７．２　 ５９　 ３３．８　 ４９　 ２８．１

７
龙岩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
１６０　 １２　 ７．５　 ３７　 ２３．１　 ６７　 ４１．９　 ４４　 ２７．５

８
武夷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
１６０　 １９．５　 １２．２　 ３０．５　１９．１　 ６２　 ３８．８　 ４８　 ３０．０

９
江夏学院：土木

工程
１５４　 １７　 １１．０　 ５２．５　３４．１　４３．５　 ２８．２　 ４１　 ２６．６

１０

宁德师院：计算

机科 学 与 技 术

（软件技术）

１６４　 １４　 ８．５　 ４６　 ２８．０　 ６０　 ３６．６　 ４４　 ２６．８

教育部ＣＥＥＡＡ标准 ≥１５ ≥３０ ≥２０ ≥１５

ＩＥＥＴ标准

（ＥＡＣ）
≥２０ ≥３７．５

须与专业

领域均衡

　　数据来源：福建省地方本科高校官网资料；数学和自然

科学类课程等４类指标内涵均根据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标准》进行计算。

总之，工具理性代表实用主义，侧重当下利

益；价值理性代表浪漫主义，侧重长远利益。工具

理性在新工科建设、应用型转型等教育教学改革浪

潮之中有其合理性，但是过多的工具理性必然挤压

价值理性的生存空间，形成教育教学重眼前、轻长

远的短视主义。

（二）办学条件方面，支撑作用有待提升

伯顿·Ｒ．克拉克 （Ｂｕｒｔｏｎ　Ｒ．Ｃｌａｒｋ）认为，

大学和学院内部存在程度不同的 “相互依存性”［５］，

这说明专业认证离不开学校的整体支撑作用。因

此，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把包括师资队伍和支撑资源

在内的办学条件列为考察重点。ＣＥＥＡＡ认证标准

是按照国内一流大学的一流专业的标准打造的，［６］

对地方本科高校而言是高难度的 “最低标准”。退

一步看，低难度的 “最低标准”———普通高等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地方本科高校的达标情况如何？对

照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增列福建省重

点建设高校主要指标》等标准，从普通高等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看，“生师比”不合格的高校有厦门理

工学院、武夷学院、福建江夏学院、宁德师范学

院，“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不合格的高校有厦门理

工学院、莆田学院 （见表３）。 “师资博士学历学

位”未达标的高校有莆田学院、三明学院、龙岩学

院、武夷学院、福建江夏学院、宁德师范学院，

“师资硕士学历学位”未达标的高校有福建工程学

院、厦门理工学院、泉州师范学院、莆田学院、三

明学院、龙岩学院、武夷学院， “生均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值”没有达标的高校有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江夏学院 （见表３）。如果连低难度的 “最低标准”

都未达标，那么高难度的 “最低标准”岂能达标？

通过专业认证的成功率有多大？答案可想而知。

从低难度的 “最低标准”未达标的影响看，办

学条件相关指标未达到标准，无疑将削弱学校整体

资源对所认证专业的支撑作用，从而影响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受理与实地访评的结论。不管是专业评

估、专业认证或是审核评估，师资不足或者缺乏工

程背景、教学行政用房不足、教学科研仪器不够等

问题都是需要持续改进的关键观测点。既然此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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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观测点未达标，那么在诸如ＣＥＥＡＡ认证这类有

着高难度的 “最低标准”的认证活动中，专业要纳

入认证直至通过认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表３　福建省地方本科高校办学指标一览表

序

号

高校

名称

专任

教师

总数

生

师

比

博士

（专任

教师）

硕士

（专任

教师）

人

数

比例

（％）

人

数

比例

（％）

生 均 教

学 行 政

用房（万

ｍ２）

生均教

学科研

仪器设

备值

（元）

１
福建工程

学院
１２４２　１７．８９　３４２　２７．５　７０８　５７．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２８２

２
厦门理工

学院
１０６０　１８．３４　４２３　３９．９　４８４　４５．７　１２．００　 １８４２１．７８

３ 闽江学院 １００６　１６．６８　３１１　３０．９　８６８　８６．３　１５．１１　 １１９００

４
泉州师范

学院
９７０　１６．７６　２４５　２５．３　５２０　５３．６　１６．３５　 ６７２４．５９

５ 莆田学院 ７７３　１６．６９　１０２　１３．２　４９６　６４．２　１２．８４　 １４３００

６ 三明学院 ７１５　１７．８７　１１０　１５．４　４３５　６０．８　１５．３５　 ９６７２．９３

７ 龙岩学院 ５９８　１７．７３　９９　１６．６　３５８　５９．９　２０．８２　 ９６０５．９２

８ 武夷学院 ７３９　１８．７７　１１８　１６．０　４９２　６６．６　１７．２５　 ９００３．４５

９
福建江夏

学院
７１９　１８．２５　９５　１３．２　５０６　７０．４　１９．６１　 ６４７１．６７

１０
宁德师范

学院
３７９　１９．１５　４２　１１．１　２６６　７０．２　２４．２２　 １５３００

普通 高 等 学

校基 本 办 学

条件指标

≤１８ ≥１４ ≥５０００

福建 省 重 点

建设 高 校 高

校基本条件

≥２０ ≥７０ ≥８０００

　　数据来源：福建省高校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本科教学质量

报告　　
（三）在认证成果方面，认证数量不容乐观

与全国其他省 （市、自治区）相比，福建省地

方本科高校通过ＣＥＥＡＡ认证数量为１３个，排名

第１４位，处于中档水平 （见图２），数量并不突

出。如果把地方本科高校的 “地方”界定为地级市

的 “地方” （非省级重点建设高校），那么华侨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和厦门理工学院

等省级重点建设高校的认证数量就会被扣除，福建

新建地方本科高校ＣＥＥＡＡ专业数量则为０。与台

湾地区对比，二者数量相差悬殊。截至２０１８年６
月，祖国大陆省 （市、区）高校通过ＩＥＥＴ认证的

专业数量分别为：福建３４个、广东２５个、上海１
个；通过ＣＥＥＡＡ认证的专业数量８４６个；台湾地

区高校通过ＩＥＥＴ认证的专业数量１５３０个。祖国

大陆高校已通过的ＩＥＥＴ和ＣＥＥＡＡ专业数量之和

仅占台湾地区通过ＩＥＥＴ认证专业总量的５９．２％。

图２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本科高校ＣＥＥＡＡ

认证专业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中国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关于发布已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

业名单的通告》

三、出路
（一）顶层重视，制度变革先行

专业认证作为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高等

教育评估体系的组成部分”［７］，具有专业性、系统

性和动态性。就系统性而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既

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顶层设计与有效推动，又需要

高校顶层举全校之力的运筹帷幄，深化 “放管服”

改革［８］，实行高校内部制度变革，解决 “赫斯柏格

矛盾”［９］。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的政策倾斜，运用政策杠杆推动高校教育

管理者积极参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高校领导

应加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学习，有组织地赴省内

外、国 （境）内外考察交流。高校应意识到专业认

证是专业建设的有力抓手，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

有效方法，更是提升学校办学层次的关键指标。在

此基础上，推动职能部门与院 （系）参加专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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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并在绩效考核、职称评聘等方面加大对认证工

作的激励力度，以校内制度的变革消除院 （系）、

专业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观望、轻视与误解。

（二）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新工科建设的 “点睛之

笔”，新工科建设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检验对象。

不论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还是新工科建设，都需要

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而言，师

资力量是首要建设任务。只有不断下大力建设数量

足够、能力出众、具有企业经验和工程背景的双师

双能型师资队伍，专业才有实力参加认证。此外，

校园占地面积的扩大、征迁地工作的推进、教学行

政用房的建设以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购置等硬件

设施，应根据专业建设的新需要不断地加大投入、

加强建设。这些硬件设施是认证专家在阅读完专业

认证自评报告进校考察后必看的内容，其建设成果

会直接影响专家评断。高校还应加大对参加认证专

业的资金支持，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开展专业认证。

（三）对标找差，推进专业建设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高

校根据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前瞻性设计执行人

才培养方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组织教育教学满

意度调查，归集专业认证的证明材料。尤为关键的

是，高校要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把基于课

程和知识的传统模式转向基于学习产出的模式 （以

下简称ＯＢＥ），并使之成为所有教师的自然习惯。

要使教师摒弃熟悉的传统教学模式而转向相对陌生

的ＯＢＥ模式，若无长年累月的持续建设，恐难以

达到理想目标。教务管理部门应制 （修）订 ＯＢＥ
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根据 ＯＢＥ模式

修订其他管理文件。二级学院 （系）应常态性地开

展教育教学质量的外部评价，开展毕业校友的跟踪

和调查、雇主对毕业校友的工作满意度调查、校友

毕业后的成长自评、学生学习经验问卷调查等活

动，反思专业教学质量，把调查结果作为专业教学

改革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专业与教师应补齐专业课

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对应矩阵关系短板。围绕和支

撑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要求的实现，以学生全面发

展和职业能力为导向，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１０］，

构建专业知识能力达成矩阵，明确每门课程及每个

培养环节的目标和作用，厘清课程之间的逻辑关

系，精心制订课程教学大纲，优化教学内容。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

要途径，是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有力抓手。地方本科高校应从领导者思想观念

的更新入手，集中全校之力，系统性地解决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的障碍问题，推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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