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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一直都有是非之争，这些认识问题一定程度上妨碍了
其应有的进程和成效。本文以支持者的姿态，分别与“赞扬派”、“怀疑派”、“反
对派”对话，力争提高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广度和深度。文章最后初略提出，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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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O9000

质量体系

认证

问题的由来

ISO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简称，为一
非政府的国际科技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具权威的国际标准制订、修订组织。
它成立于 1947 年 2 月 23 日。ISO 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全体大会"，其日
常办事机构是中央秘书处，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ISO9000，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质量管理标准（ 可能也是人类社会第一个
“管理” 标准），自 1987 年发布第一个版本以来，它为众多的企业构建了一个关
于质量的保证信用体系，使得千千万万的企业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极大地推动
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
ISO9000 在产业界的成功实践，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各类组织纷纷推行应用，并产生
了一定的积极效用，服务行业、医疗卫生组织、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都有相关
信息，甚至政党组织也有推行 ISO9000 的成功案例。
从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总的情况是不错的，相对其它领
域在推行的数量和深度，都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由于一直都有一些是是非非的认
识问题，还是较大地影响了推行效果，使得 ISO9000 的效能没有充分地在教育领
域得到发挥。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结合新的资讯，再次论论这个老问题—
—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认识问题，对提高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质量和效
果，是有现实意义的。

2.

对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不同观点

曾经一度，学术界关于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研究和讨论很热闹，有许多不同
的具体看法。北京科技大学的李婧璇、毛祖桓的文章“中国教育领域的 ISO9000”，
将我国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不同观点归纳为三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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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派

第一种观点基本赞同导入 ISO9000 族标准, 认为对学校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可以称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为“赞扬派”。
持这种态度的包括一些研究员及已经通过 ISO9000 认证的学校人员。他们认为学
校引入 ISO9000 的好处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 引入 ISO9000 实现了教育管
理与国际接轨, 改变了过去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想观念及管理模式, 借鉴了
企业精神, 强化了学校的服务意识；第二, 有助于规范学校的管理, 使学校最大限
度地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学校领导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重视过程控制,
有利于更好的实现教育目标, 有助于增强依法治校, 等等；第三, 促进了教育评价
主体的多元化；第四, 引入 ISO9000 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增强其核心竞
争力。
2.2

怀疑派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引入这一标准, 但强调了导入标准后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和
消极后果, 对教育的 ISO9000 不是完全认同, 而是持“走着看”的态度, 可以称其
为“怀疑派” 或者为“中立派”。
持这种态度的教育界人士不占少数, 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 ISO9000 虽是先进的管
理理念但也存在着很多不能较好的适用于教育界的问题, 对我国教育界而言尤其
如此。如有学者提出了四点质疑：第一，ISO9000 是否适宜于学校教育；第二，
ISO9000 质量因素是否能转化为教育质量标准；第三，谁最有资格认证教育质量；
第四，质量体系的管理能维持多久。并认为，ISO9000 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科学方
法值得教育界借鉴, 但既不可消极对待, 也不可盲目跟风。这四点质疑较全面的阐
明了我国教育界引入 ISO9000 存在的不能忽视的问题, 是“中立派”中最具代表性
的观点之一。
华东师大赵中建教授提出了一个观点：学校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应用 ISO9000 质量
管理体系的思想, 与全面质量管理相结合, 建立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 以促进消费
者中心和质量持续提高观念的树立, 但未必一定需要进行认证。
结合我国的实际, 这种认证很可能使学校为了认证而认证, 甚至出现“认证书商品
化”的问题。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为相比企业, 教育有其自身
的特点,ISO9000 虽好, 但要转化成适合教育系统的认证体系还需要一个过程；另
一方面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ISO9000 还值得探讨。
2.3

反对派

第三种观点则把学校引入这一标准的消极方面分析的很透彻, 认为教育领域贯标
还不成熟, 切勿导入, 可以称这一派为“反对派” 。
持这种态度主要是教育界的专家。他们认为 ISO9000 认证体系完全不适合我国教
育领域。理由主要有三点：(1) 教育作为服务产品的固定模式不科学, 很多 ISO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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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无法套用到教育上。“ISO9000 质量管理系统是以制造业为导向的, 其话
语与结构在强调学术自由标准的组织当中可能不是很适合” ；(2) ISO9000 标准
强调规范化, 使教师工作压力更大, 个性创造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3) 由于
ISO9000 认证需要一笔费用, 会成为学校的经济负担, 很难在较大范围推广。

3.

对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再认识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发展的质量管理体系，
它凝聚了人类关于组织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的最高智慧，其核心是把质量管理
从传统的对结果（产品）实行评估, 转为对过程实施控制。即对形成最终结果（产
品）的全过程实施过程控制, 对影响质量的各个环节进行监测、纠错、反馈、修正,
以保证每一过程质量管理在严格的监控之下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学会生存》中指出:“最近的各种实验表明, 许多工
业体系中的新管理程序, 都可以应用于教育。”
在 ISO9000 标准引言中明确指出：“标准是通用的, 不是专门为某一具体行业或经
济部门而制定的。” ISO9000 族标准覆盖了房地产、信息技术等 39 个行业, 教育
列在第 37 类, ISO9000 族标准在制定和实施中就包含了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加快推进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步伐，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水平，促进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本文的鲜明观点——支持派。
给“赞扬派”点个赞，给“怀疑派”打点气，让“反对派”转变观点，是本文努
力要达到的目标。
3.1

对“赞扬派”要说的话

你们在推行 ISO9000 中得到的收获和好处，既是你们的，也是 ISO 组织的，更是
人类社会的。应该积极地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与他人分享。
3.2

与“怀疑派”谈心

1） ISO9000 把质量管理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概括为著名的八项基本原则：即以
顾客为中心、领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持续改进、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与供方互利的关系。同时, 提出质量管理任何过程都
遵循的 PDCA 循环：P —策划(plan)；D —实施(do)；C —检查(check)；A —
处置(act)。对各类组织提高工作成效，都有现实指导价值。
2） 在教育领域应用 ISO9000 族标准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了, 全球范围内通过
ISO9000 族认证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为数众多, 包括哈佛、牛津、剑桥这样的
名牌大学。我国教育界关注和导入 ISO9000 族标准, 最早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早期实施的主要集中于航海类学校, 目前已有一大批中学和各类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幼儿教育机构通过该认证,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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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O9000 具有两大价值点，对内可提高组织的工作质量，对外可以提供组织
的质量保障信用。后者，只能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来实现。
4）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对教育机构的质量保
证体系进行评估或认证验收等行为，会越来越少，而是采信于第三方认证机
构的认证结果。
5） 认证机构的职业道德和“认证书商品化”的问题，这些消极问题并不是
ISO9000 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个别的社会腐败问题。
3.3

对“反对派”的敬言

1） 从国际视野来看，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教育机构质量体系认证的实践都要
早于产业界的质量体系认证。而 ISO9000 质量体系则是产生于 1987 年，它凝
聚了人类社会各领域（包括教育界）关于质量管理的智慧。因此，不能认为
ISO9000 专业术语无法套用到教育机构上。
2） 曾经 ISO 9000 标准确实存在一定的过分强调规范化,，甚至是僵化问题。
ISO 9000-2015 版标准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使用新术语“文件
化信息” ，取消了质量手册、文件化程序等大量强制性文件的要求，合并了
文件和记录，统一叫“文件化信息”；通篇未出现“记录”这一术语，全部用
（活动结果的证据的）“形成文件的信息”来代替。
3） 用经济学成本收益原理来分析教育机构推行 ISO 9000 的得与失，是不对称的。
收益是指推行标准后提高质量带来好处，往往是难以计量的，但为之而付出
的成本是明确的，就是花了多少钱。如果总是把眼睛盯在花了多少钱，而忽
略了效率提高而带来的经济，极易产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行为，以极
为消极的态度对待教育机构推行 ISO 9000，会误了自身的发展机会。

4.

新时代下对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的展望

4.1

我们开始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应该要大力鼓励包括教
育机构在内的各行各业推行 ISO9000，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争取在下一
个标准修订节点（2022 年左右），贡献中国智慧。

4.2

伴随着国家政府机构的深化改革，政府通过中介机构认证提供信用保证，是
未来的趋势。这将进一步促进教育机构推行 ISO9000 进入良性循环。

4.3

我国产业界和教育界步入“一带一路”，ISO9000 可以成为互联互通的铺路石。

5.

结束语

要解决对事物的认识问题，是有很大挑战的。尽管如此，本文还是尝试性地以此
为主题。如果文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把它转化为一个课题吧，希望能够引
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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