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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比较了公立与民办中学校园自主管理在学生学习表现上的作用。 以北京、

上海、广东与江苏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公立与民办中学的多水平模型，
检验两种类型学校的资源自主与课程自主管理的影响系数差异。 结果显示：公立中学的校园
自主管理并未对学生的学习表现有明显影响，但是民办中学的课程自主会负向影响学生的学
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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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推动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１］ 学校自主管理源自西方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教育改革活动，其认为相较于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地方学校更清楚自身的优势与所属学生的特性
及学习需求。 因此，给予校方足够的自主管理权力，将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学
习表现起到积极作用。［２］ 从逻辑上来看，学校自主管理提供较大的弹性，契合当前急速发展的社会。 但
是就实践的层面而言，要真正发挥学校自主办学所带来的积极效果，还需要多方面配合。 举例来说，教
职员的专业能力将直接关系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面的自主管理品质，从而对学生学习表现产生关键影
响。［３］ 由此可见，学校自主管理对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必须考虑到现实教育环境的条件，无法直接从
理念的逻辑性来论断该措施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长久以来基础教育学校都是采取较强的国家政策指引，学校管理者普遍缺乏自
主管理的意识。［４］ 因此，赋予基础教育学校自主管理的权力，该做法是否真能对我国学生的学习表现产
生预期的积极效益，仍有待实证数据的验证。 回顾过去我国关于学校自主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多是
以调查法或案例呈现的方式，探讨中国校园自主管理的困境与所取得的成就 ［５］ ，较少分析此种管理方
式对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 这方面的少数实证研究中，范勇等人的研究相当具有指标性，其以 ２０１５ 年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 ＰＩＳＡ” ） 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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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人事与课程自主管理对学生科学学习表现有正面影响。［６］ 基于范勇等人以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的实
证分析结果，整体看来我国中学的校园自主管理可对学生学习表现带来积极效果。

然而，由于该研究并未将公立与民办中学加以区分，无法进一步厘清此种管理措施所起到的效益，
是否同时适用在公立及民办中学。 从相关文献来看，我国民办中学的教师队伍较公立中学存在更多问
题，例如教师队伍流动率大、教学环境不佳。 这些问题是否可能导致民办中学所拥有的较大自主办学权
力，反而伤害了学生的学习表现？ 针对此疑虑，本研究分别就这两种学校类型，应用北京、上海、江苏与
广东四省市的中国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进行多水平模型（ ｍｕｌｔｉ － 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分析，以比较学校自主管理
对公立与民办中学学生的学习表现影响。

二、文献探讨
我国将学校自主管理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项目，已有较长的历史。 １９８５ 年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就明确提出，“ 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公布
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也将“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作为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涵。 然而，学校自主办学的核心议题———对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国内相关
的讨论却一直较少，即使偶尔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也不是论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多是在文末的建议
启示部分来着墨。 迄今为止，国内这方面主题的实证论文，以范勇等人在 ２０１８ 年针对中国大陆学生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所进行的次级数据分析最具代表性。［６］ 该文通过多水平模型分析，发现不同方面的校园
自主管理对学生科学学习表现的影响有所差异，具有积极作用的是人事自主及课程自主，至于财政自主
与管理自主的影响则较不明显。 不过，如前所述，范勇等人的研究并未将公立与民办中学作区分，因此
学校自主管理对我国不同学校类型中学生的影响，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同时，有别于 ＰＩＳＡ 官方报
告一般会控制住学生与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７］ ，范勇等人所建立的多水平模型，未将学
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纳入其中。 ＰＩＳＡ 项目组指出，同时控制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学生与学校
水平的影响，是将所有学校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设定在相同程度。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该做法有
利于凸显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据此，本研究将按照 ＰＩＳＡ 报告的方式，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学生
与学校水平的影响都纳入模型以作控制。

国外关于学校自主管理对学生学习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当丰富，但是全球各地研究所得到的结

论并不一致。 例如，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等人 ［８］ 曾考察美国芝加哥地区参与自主管理与 成 效 项 目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的小学，将其与同区域但未参加该项目的学校进行比较，发现自主
管理的措施需要让学校参与一段时间后（ 至少两年） ，才能起到对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作用；Ｃｌａｒｋ 等
人 ［９］ 以英国直接拨款公立学校（ ｇｒａｎ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 为分析对象，检验成为直接拨款、具有校园自主
管理权力的公立学校与非该类型学校的差异，结果表明来自前者的中学生，国家学术水平考试通过率明
显高于后者；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 等人 ［１０］ 以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公立小学数据进行次级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没有明确的证据能支持“ 越高的学校自主管理方式能带来较好的学生学习表现” 。 作者甚至指出对
于没有做好校园自主管理准备的学校，或许中央集权的方式反而能带给学生较好的影响；Ａｒｃｉａ 等人曾
全面性地回顾相关主题的文献，发现在欧洲地区学校自主管理对学生学习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在拉
丁美洲地区很少发现正面的成效。［１１］
对于世界各地的学校自主管理研究出现不一致的结果，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等人发表的文章“ 学校自主管理

在每个地方都能适用吗？ （ Ｄｏ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 ［３］ ，提出了解释，引起后续
相当大的回响，至今被引用超过 ３００ 次。 该研究认为，学校自主管理之所以能对学生学习表现产生积极
影响，是因为学校管理者最清楚该校学生的特质以及学校所拥有的优势，如此管理方式将最具效率。 再
加上权力去集中化的学校自主管理更贴近所在社区对教育的期望需求，从而给予学校更多的监督，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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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学校持续进步的动力。 另一方面，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等人也指出，学校自主管理的成效需要多方面配合（ 包
括教职员的素质与监控机制） ，如果环境的条件不理想，该措施反而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表现。 该文将国
家的发展水平作为学校环境能否支持学校自主管理措施的判断依准，基于 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９ 年的学生
数学学习表现数据，得到的结论为：如国家达到发达水平，学校的自主管理程度越高，学生的学习表现越
高；如属于发展中及低度开发的国家，校园自主管理措施反倒会对学生学习表现造成伤害。

尽管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等人 ［３］ 的分析对象未包括中国大陆学生，但是根据该研究提出的假定，可以推论：由

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基础教育学校的自主管理程度越高，反而会越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表现。 然
而，此推论却与范勇等人 ［６］ 的实证分析结果有很大出入。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因为我国公立与民办中
学的管理情况以及教育环境条件有较大差异，如将这两种类型学校合并分析，将无法反映真实情况，这
也是本研究分开进行检验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次级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使用 ＰＩＳＡ 项目组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原始数据档案。 研究者依

据研究目的，重新针对该数据进行二次分析。 以下依序说明研究的被试、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以及数
据分析方式。
１ 被试

于 ＰＩＳＡ 的网站下载 ２０１５ 年全球学生与学校行政人员的作答档案，从中挑选中国大陆的数据进行

分析。 原始数据中，北京、上海、江苏与广东的中国学生共 ９８４１ 人，分别来自 ２６８ 所学校。 学校行政人
员为 ２６８ 人，为每一所学校的代表。 剔除未作答以及作答有所遗漏的部分，有效的学生数据人数为

９７９９ 人，再从中区分出隶属于公立中学与民办中学的学生 ① ，共 ９３７２ 人（ 公立中学 ８５４５ 人，男女比例分
别为 ５１．７％与 ４８．３％；民办中学 ８２７ 人，男女比例分别为 ５８．９％和 ４１．１％） ；学校行政人员的有效数据人
数为 ２５６ 人，其中 ９０．６％属于公立中学，９．４％为民办中学。 从公立中学与民办中学的位置及学校规模来
看，公立中学的位置分布较民办中学更为平均（ 城市 ３３．７％、乡镇 ５３．４％ 与农村 １２．９％） ，民办中学较少
位于农村（ 城市 ６６．７％、乡镇 ２９．１％与农村 ４．２％） ；公立中学有超过 ４５％的比例属于 ２０００ 人以上的大型
学校（２０００ 人以上学校 ４５．８％，２０００ 人以下学校 ５４．２％） ，民办中学超过 ２０００ 人的学校比例低于 ３０％
（２０００ 人以上学校 ２９．３％，２０００ 人以下学校 ７０．７％） 。
２ 变量与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

本研究的多水平模型包括因变量、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参见表 １） 。 因变量

采用学生的科学学习表现，以便于与范勇等人 ［６］ 的研究对照；模型的自变量采用 ＰＩＳＡ 项目组通过项目
反应 理 论 （ Ｉ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 计 算 得 出 的 衍 生 变 量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 ＲＥＳＰＲＥＳ ” 与
“ＲＥＳＰＣＵＲ” ［１２］ ，分别代表学校在资源运用及课程评价方面的自主程度，前者具体的测量题目包括“ 聘
用与解雇教师、决定教师起薪与薪资调幅、提出学校所需的预算并且自主安排这些预算的运用方式以及
决定校内资源” ，后者的题目包括“ 建立学生评估的方针、决定教材及课程内容以及决定提供课程的类
型”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个人水平的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水平的学校位置、学校规模以
及整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表１
模型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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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学习表现

自变量

资源自主

（ 学校水平）

课程自主

模型的变量与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

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

变量测量指标 注１
十个科 学学习表现的拟真 值
（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ｓ，ＰＶ） 注２
ＲＥＳＰＲＥＳ
ＲＥＳＰＣＵＲ

原始题项
ＰＶ１ＳＣＩＥ－ ＰＶ１０ＳＣＩＥ
ＳＣ０１０Ｑ０１—ＳＣ０１０Ｑ０６

ＳＣ０１０Ｑ０８、ＳＣ０１０Ｑ１０—ＳＣ０１０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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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模型的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 学生水平）

年级

变量测量指标 注１

控制变量

学校位置

（ 学校水平）

学校规模
整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数据来源：研究者整理自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技术手册

原始题项

ＳＴ００４Ｄ０１Ｔ

ＳＴ００１Ｄ０１Ｔ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对应的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

ＥＳＣＳ

加权 ＨＯＭＥＰＯＳ、ＨＩＳＥＩ 与 ＰＡＲＥＤ

ＳＣＨＳＩＺＥ

加总 ＳＣ００２Ｑ０１ＴＡ（ 男） 与 ＳＣ００２Ｑ０２ＴＡ（ 女）

ＳＣ００１Ｑ０１（ 选项由乡村至大城市排序）

聚合学生 ＥＳＣＳ

注 １：变量测量指标是模型变量所对应的数据。 该数据直接取自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的来源档案，所有的英文名称与来源档案保持一致，计算

方式是基于原始题项（ 即表 １ 最右方的栏位） 来进行处理，有三种方式：加权所得、直接加总以及直接使用原始题项的数据。 注 ２：根据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手册，ＰＶ 值的数据处理不宜直接取均值作一次性的分析，而是需要将每个 ＰＶ 值都进行分析，接着在综合这 １０ 个 ＰＶ 值的分
析结果，处理其显著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 ＨＬＭ 软件可以进行上述处理，得出正确的综合性的显著水平检定结果。

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分成描述统计与多水平模型分析。 描述统计部分，除了学生的学习表现变量外，其余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是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０ 来进行数据分析。 至于学生学习表现的均值与标准差，因为该
部分涉及 ＰＶ 值的处理，故研究者先以 ＩＤＢ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４．０ 产生正确的程序码，再以 ＳＰＳＳ 执行程序码来呈

现该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多水平模型分析，以 ＨＬＭ ６．０ 软件分别建立公立与民办中学的多水平模型，
考验在纳入学生与学校水平的控制变量影响下，资源以及课程自主对两种学校中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
所有数据分析，皆按照 ＰＩＳＡ 手册规范 ［１２］ ，分别以“ Ｗ＿ＦＳＴＵＷＴ” 与“ Ｗ＿ＳＣＨＧＲＮＲＡＢＷＴ” 两个加权变
量，进行数据加权。

四、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先分别呈现公立中学与民办中学在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量，然后，执行多水平模型
分析来回答主要探讨的问题。
１ 描述统计

表 ２ 为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均值及标准差。 从表 ２ 中可看出，民办中学学生的学习表现要高于公立

中学，且学生与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高于公立中学；学校自主管理的部分，公立中学在学校
自主管理两个维度中的均值皆为负值，根据 ＰＩＳＡ 项目组的报告 ［１２］ ，当该值为负值时，表示程度低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 的学校。 民办中学的
自主情况有较大空间，校方对资源安排的自主程度为正值，高于 ＯＥＣＤ 的学校，但是课程自主为负值，说
明低于 ＯＥＣＤ 的均值。

表２

描述统计结果

公立中学
学习表现
学生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
学校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
资源自主
课程自主

民办中学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５１８．５３

１０４．９４

５３７．７１

８９．８２

１．１８

０．７２

－０．８８

０．９５

－１．０７
－０．５９
－０．９５

数据来源：研究者根据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自行分析

１．１０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７８
０．６８

－０．７７

１．１１
１．００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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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多水平模型分析

表 ３ 为本研究多水平模型分析的结果。 首先进行学生学习表现的虚无模型（ ｎｕｌｌ ｍｏｄｅｌ） 检验，借以
确认因变量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ｎｔｒａ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ＣＣ） 以及组间变异成分可满足执行多水
平模型分析的要求。 经计算，得到公立与民办中学学生的 ＩＣＣ 值分别为 ０．４８ 及 ０．５９，且两个模型的组
间变异成分（ τ ００ ） 显著不为 ０。 一般认为，当 ＩＣＣ 值高于 ０．０５９ 就要使用多水平模型分析才能得到不偏
的结果。 由此凸显出针对 ＰＩＳＡ 非独立抽样的巢套数据（ ｎｅｓｔｅｄ ｄａｔａ） ，以及采用多水平模型的必要性。

由于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焦 点 是 检 验 学 校 水 平 自 变 量 的 效 果， 因 此 直 接 采 用 截 距 预 测 （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ａ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的模型设定方式（ 如下所示） 。 结果表明，在纳入学生与学校水平的控制变量后，公立中学的
资源及课程自主不会对学生学习表现产生明显影响，但是民办中学的课程自主会对学生学习表现带来
负向影响。 当民办中学的课程自主提高一个单位，会降低该校学生学习表现将近 ５１ 分（ γ ０ ５ ＝ － ５０．８７，ｐ
＜０．０１） 。
Ｌｅｖｅｌ １：学习表现 ｉｊ ＝ β ０ｊ ＋β １ｊ（ 性别 ｉｊ ） ＋β ２ｊ（ 年级 ｉｊ ） ＋β ３ｊ（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ｉｊ ） ＋γ ｉｊ
Ｌｅｖｅｌ ２：β ０ｊ ＝ γ ００ ＋γ ０１（ 整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ｊ ） ＋ γ ０２ （ 学校位置 ｊ ） ＋ γ ０３ （ 学校规模 ｊ ） ＋ γ ０４ （ 资源自主 ｊ ） ＋
γ ０５（ 课程自主 ｊ ） ＋Ｕ ０ｊ
β １ｊ ＝ γ １０
β ２ｊ ＝ γ ２０
β ３ｊ ＝ γ ３０
表３

固定效果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虚无模式
Ｓ．Ｅ．

γ 系数

γ ００

截距预测模式
ｐ

年级 γ ２０

ｐ
＜０．０１ ａ

５．３６ ｂ
３６．５２ ａ

７．５２ ｂ
４．０９ ａ

０．４７ ｂ
＜０．０１ ａ

４６．６４ ｂ
５．６１ 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γ ３０

１．５４ ｂ
６０．４２ ａ

整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γ ０１

５８．８１ ｂ
１．９４ ａ

学校位置 γ ０２
学校规模 γ ０３

课程自主 γ ０５
变异成分

χ２

４８２１．６４ ａ

８２１７．９１ ａ

６７４８．５７
５２２０．８８ ａ
ｂ

１１１５．０８

４６７５．０７ ｂ

ｂ

＜０．０１ ａ
＜０．０１

ｂ

８．４４ ｂ
１．４９ ａ
６．７３ ｂ
６．４０ ａ

１２．１９ ｂ
４．２７ ａ

１７．１４ ｂ
－１２．０１ ａ

１１．５３ ｂ
８．６４ ａ

０．００３ ｂ
１４．８１ ａ

６．４６ ｂ

变异成分

χ２

１６１３．６５ ａ

３０５９．９７ ａ

７７２．０２
４９１１．８９ ａ
ｂ

１４３．７７

０．０２ ｂ
＜０．０１ ａ

＜０．０１ ｂ
＜０．０１ ａ

５．４２ ｂ
０．００２ ａ

－５０．８７ ｂ

ｐ

７７．４８ ｂ
２．９６ ａ

－２２．１１ ｂ
－０．００３ ａ
０．００６ ｂ
－３．２１ ａ

资源自主 γ ０４

σ２

Ｓ．Ｅ．
４１．３２ ａ

１８６．７９ ｂ
１２．３４ ａ

性别 γ １０

τ ００

γ 系数
１６６．１４ ａ

０．８１ ｂ
＜０．０１ ａ
＜０．０１ ｂ
０．６５ ａ
＜０．０１ ｂ
０．１９ ａ
０．０２９ ｂ
０．８３ ａ
０．１５ ｂ
０．１６ ａ

＜０．０１ ｂ
ｐ

ｂ

＜０．０１ ａ
＜０．０１ ｂ

４１６５．２４ ｂ

数据来源：研究者根据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数据自行分析；ａ 与 ｂ 分别代表公立中学与民办中学的结果

五、讨论

１６

基于多水平模型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发现我国公立中学的校园自主管理并未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产

陈奕桦，周

谊：公立与民办中学校园自主管理对学生学习表现影响的比较

生明显作用。 然而，民办中学关于课程评价方面的自主管理行为却会负向影响学生的学习表现。 根据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的界定 ［１２］ ，课程自主的测量涉及该校对学生的评价政策、教材内容与课程类型选择等方面的
综合自主程度。 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意味着，当民办中学在这些方面的自主管理程度越高，反而越会伤
害学生的学习表现。

１ 与国外研究的比较

整体而言，本研究结果与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３］ 提出的假说相符，即学校自主管理不一定在每种教育环境下

都能产生积极作用，当相关的配合条件不佳时，该措施将对学生的学习表现造成不良影响。 这也反映了
我国的公立与民办中学办学环境条件有相当大的差异，使得校园自主管理措施对这两种学校带来了不
同影响。 此外，本研究关于我国公立中学的分析结果与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的官方报告一致。 该报告 ［７］ 显示在
控制住学生及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以及不区分公立与民办中学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与其
他 ４７ 个国家（ 地区） 一样，学校自主管理并未与学生的科学学习表现有明显关联。②
２ 与国内研究的比较

本研究呈现出与范勇等人 ［６］ 完全不同的发现，该研究的结论显示，就中国大陆学生整体而言，学校

的课程自主行为有益于学生的科学学习表现。 对于两个研究结果的差异，研究者认为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将公立与民办中学加以区分的必要。 尽管范勇等人的研究有将学校类别纳入多水平模型，能控制
住不同学校类别对学生科学学习表现的影响，但该做法仍无法看到校园自主管理措施对民办中学学生
的单独作用。 有鉴于过去研究已经发现我国民办中学存在较多的教师队伍问题，而教职员素质与学校
自主管理品质的好坏有密切关联，因此将公立与民办中学分开探讨仍有必要，本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对于
民办中学的校园自主管理可起到警示作用；第二，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的考虑。
本研究与范勇等人研究的差异点，在于是否将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纳入模型进行控制。 ＰＩＳＡ

项目组在报告中曾提醒 ［７］ ，进行统计推论时，如果不将学生与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纳入控制，
可能会过于高估所欲考验的变量之间的相关。 然而，另一方面项目组也提到，不将该变量进行控制所得
到的结果，或许更符合真实的情况。 因为学生的学习表现受到自身与学校环境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
响甚大，如果不以统计分析方式控制，描绘出的结果可能更满足家长对相关信息的需要。③ 总之，控制或
不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各有其虑，所揭露出的是不同层面的信息，本研究的结果可与范勇等
人的研究结果相互参照。
六、研究结论与借鉴
推动基础教育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然而，根据本研究的分析，当前我国

公立学校的自主办学落实情况并不理想，资源及课程自主程度都低于 ＯＥＣＤ 学校，而且该措施并未如预
期般能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 民办中学虽然有较高的自主管理权力，但是越多的权力反而更加不利于
学生的学习表现。 由此看来，这两种学校的校园自主管理措施，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以下本文从建
立外部监控问责机制与提高学术型科学教师 ④ 比例两个方向，提出给予公立与民办中学推动校园自主
管理的借鉴。

１ 公立中学应建立外部监控问责机制

我国公立中学推行学校自主管理，并未对学生产生预期的积极作用，这除了受到目前国内公立学校

的校园自主管理仍不普及的制约外，缺乏完善的外部监控问责机制也可能是关键原因。 因此，未来校园
自主管理的推动，除了放权给学校外，更要建立外部监控的问责机制，督促学校将学生的学习作为引导
校内管理措施的依归。 事实上，校园自主管理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运作上，权力与责任密不可分，非常
强调对于学校绩效的要求。［８］ 例如，美国近年所推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不管是依赖考试分数的联邦问责
制“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 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 ，抑或是弹性评估的州问责制“ 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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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ｃｃｅｅｄｓ） ” ，都有规定对学校绩效的评价标准，促使公立学校有足够的动机，为学生的
学习品质而努力。［１３］ 相较而言，这部分现阶段在我国的落实情况较差，仍没有完善的评价学校方式。［５］

吴云勇等人 ［１４］ 曾提出科学的基础教育管办评分离观点，或许该框架可作为后续基础教育学校校园自主
管理推动的参考，即要求政府负责宏观层面的管理，学校落实微观层面的办学，社会群体或机构作为评
估者，负责中观层面的评价，从而建立以学生教育质量为中心的有效管办评分离模式。 研究者建议，在
明确的学校绩效问责机制出台前，不宜太快或大规模进行基础教育学校的校园自主管理。 比较合适的
方式，还是先进行各地区小规模的试点实验，累积足够的经验并且完善相关办法。
２ 民办中学可增加学术型科学教师的比例

我国民办中学的课程自主管理程度越高反而会越伤害学生的学习表现，可见该类型学校的课程自

主管理品质较公立学校存在更多问题。 由于课程自主管理与教师有密切关联，因此要改善此情况，还是
得从民办中学的教师维度着手。 民办中学的教师队伍除了过去国内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的问题（ 例如人
员流动性较高及教学环境恶劣，较公立学校还存在着什么不足） 。 对此，我们可以从 ＰＩＳＡ 项目组的报
告找到蛛丝马迹。 在学生科学学习表现相关的师资队伍构成类别中，ＰＩＳＡ 项目组格外重视学术型科学
教师的比例。 其公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民办中学的学术型科学教师比例显著低于公立中学。［７］ 此结果
在亚洲几个主要国家中显得尤为特殊，因为日本、韩国与新加坡等国的公立与民办中学的学术型科学教
师比例没有明显落差的现象。［７］ 许多学者认为在科学学科方面，相较于自身的能力，教师所接受的学科
教学训练会对学生的学习表现产生更大的影响。［１５］ ［１６］ 此论点说明了学术型科学教师对学生科学学习
表现的重要。 据此，建议民办中学未来应尽可能提升校内的学术型科学教师比例至八成以上，优先从这
个方向来逐步改善课程自主管理的品质。
七、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５ 的中国大陆学生数据，该数据的调查范围局限在我国的发达省份与城市，因

此本研究对于公立与民办中学校园自主管理的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本研究所定义的学习
表现专指科学学科领域，所得结论无法推论阅读与数学领域的学习表现。 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截距预测
模型只处理校园自主管理对学生学习表现的直接影响，校园自主管理是否还会与学生水平的一些变量
产生对学习表现的跨水平交互作用，此部分必须使用截距与斜率预测模型来处理，而且还需要引入相关
的理论来进行模型路径推导，已经超出本研究的范围。 然而，探讨该类型的跨水平交互作用仍相当有意
义，可以更清楚地捕捉到校园自主管理对不同特征学生所产生的净影响，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挖掘。

注释：
①ＰＩＳＡ 数据中的学校类别变量，除了公立与民办中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政府支持的民办中学。 这类学校的情况较为特殊，兼具公立学
校与民办中学的部分特征。 为了避免造成结果推论的困难，该类别学校不纳入分析。

②该报告虽然与本研究公立学校的结果相同，但是 ＰＩＳＡ 项目组的控制变量仅包括学生与学校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本研究的数
据处理方式不同。

③ＰＩＳＡ 项目组的意思是指，家长最在意的是学校学生的学习表现情况，即便该表现是因为较好的家庭背景学生选择就读该学校，而不是
学校本身的若干作为所导致。

④是指该类型教师拥有科学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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