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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教师发展型人才评价指标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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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着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影响到民办高校的教科研工作的持续发展。究

其原因是人才评价体系的不合理，本研究采用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民办高校人才评价体系现状分析，总结问题

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民办高校发展型人才评价的多元化指标的权重分析，构建发展型人才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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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long faced the problem of talent loss,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 research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ason is 
the unreasonable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This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mmarize the problem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propose the diversified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al talent evalu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al tal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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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疫情的影响，很多就业者倾向于追求稳定、

收入较高的工作，民办高校相较于公办高校不具有优

势地位，因此民办高校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人才流失的

挑战。民办高校要想保证教科研的持续发展，就必须

要对人才流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寻找解决对策。通过

对民办高校的人才流失现状研究梳理，发现相较于老

职工，青年教职工流失较为严重，青年教师不认同学

校价值观，对学校归属感弱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此

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教职工学历层次较为符合公务

员和事业单位的招聘要求，他们对于稳定感的追求会

促使他们离开；此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校人

才管理方面和评价机制的不合理，很多民办高校都存

在重人才引进，忽视人才管理的问题，不合理的人才

评价机制是造成职工流失的根本原因。 
当前的民办高校的人才评价机制存在以下四大弊

端：（1）民办高校评价主体专业素质不足。（2）考

核指标制定照搬公办院校标准，对于考核指标及细则

的制定没有实际征求教师意见，考核细则在执行前没

有经过验证，对有些工作的考核存在量化问题，使考

核起不到激励作用。（3）民办高校人才评价的接受度

较低，大多数教职工或者社会人士对于民办高校的评

价机制均较为不认可。（4）民办高校人才评价机制大

都停留在表面，将发展性导入民办高校人才评价机制

的研究几乎没有少之又少。 
发展性教师评价是在教师工作过程中开展的形成

性评价，它通过诊断教学方案、过程、进展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反馈，及时改进，调控、矫正以达

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其主要作用在于明确存在的

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向，以获得改进工作的依据，求

得更理想的工作效果。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尝试从民办高校人才评

价的现状分析入手，结合时代背景与国家人才发展战

略，提出民办高校发展型人才评价的核心指标，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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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相关理论和专家意见提出民办高校发展型人才

评价的具体评价指标，探索发展型高校人才评价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通过对山东省某民办高校教师岗教职工发放人才

评价机制问卷，分析研究发展型人才评价机制各个指

标在民办高校教师人才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

过层次分析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权重的确定，初步确定

民办高校教师发展型人才评价机制。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研究以发展型人才评价理论做支撑，通过咨询

人才评价专业人士，借鉴刘峰（2016）高校人才发展

性评价指标，结合当前民办高校办学过程中的特殊性，

本研究确定民办高校发展型人才评价指标为：教师的

基本素养指标、文化知识结构指标、能力素养指标、

教学工作指标、科研工作指标、学生工作指标、继续

教育指标等七个指标。 
2.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某民办高校为研究样本。以学

院为单位，随机选取 33 名教师岗教师为调查对象。研

究总共发放问卷 33 份，回收问卷后，根据“问卷填答

是否完整”，“问卷中是否答案都为一个选项”等标

准，进行筛选、匹配后，获得有效问卷 30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0.91％。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23 人。硕士研

究生学历的 27 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 3 人。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 

cess，简称 AHP）进行人才评价指标的权重分析。层

次分析法主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分析系统中各

因素间的关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关系；第二

步，同一层次中的每一个因素间对上一层次中某一准

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然后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

矩阵；第三步，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对于该准

则的相对权重，并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若不

满足一致性条件，则要修改判断矩阵，直至满足为止；

第四步，计算各层因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排序。 
表 1  民办高校教师发展型人才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基本素质 文化知识 能力素质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学生工作 继续教育 

0.1586 0.1856 0.1343 0.1378 0.0391 0.1807 0.1637 

职业兴趣 心理学知识 信息搜寻能力 教学工作量 科研专利情况 兼职育人导师工作 培训 

0.25 0.25 0.1190 0.1239 0.4721 0.3333 0.50 

身体健康 教育学知识 表达能力 教育、教学获奖 论文、著作情况 兼职班主任工作 学历提升计划 

0.25 0.25 0.1020 0.0876 0.4442 0.6667 0.50 

心理健康 知识背景与广度 规划设计能力 教学成绩 科研项目情况   

0.25 0.25 0.1020 0.1239 0.0836   

学术道德 专业知识 学习能力 教学方法    

0.25 0.25 0.1102 0.1351    

  抗挫折、抗压能力 课堂氛围    

  0.1190 0.1351    

  创新意识 教育设计    

  0.1286 0.1239    

  团队合作意识 教育观念    

  0.1190 0.1351    

  科学思维能力 师德    

  0.1190 0.135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在目标层的权重分析中文化知

识结构指标所占权重最高占到 18.56%，不论是对于公

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文化知识结构都是较为重要的。

其次是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较为明显的特点学生工作

所占权重也较高，占到 18.07%，仅次于文化知识结构，

这跟民办高校教师身兼多职，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

负责相应的学生工作密切相关。并且还可以看到一个

较为突出的权重指标是继续教育，这跟民办高校教师

受教育层次密切相关，在调查的对象中 90%的为硕士

研究生，仅 10%的调查对象为更高学历。此外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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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时代背景的现象，基本素质指标占到的比重也

较高，这跟目前的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占比最低的是科研工作指标，仅占 3.91%，这跟调查

对象为教师岗群体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教师岗群体

而言，科研都是相对有压力的事情，因而在教师岗人

群的调查中该项所占指标权重会较低。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发展型评价指标中文化知识结构和

学生工作指标所占权重较大，其次是继续教育指标和基

本素质指标，此外是能力素质指标和教学工作指标，最

低的是科研工作指标。该结果具有明显的民办高校特

色。该结果与以往普通公办院校研究结果较为不一致，

但是刚好反映了民办高校的人才评价要切合办校实际，

不应直接拿公办院校的人才评价指标照搬硬套。 
民办高校教师发展型人才评价的具体指标要符合

人才评价的目标和整体评价方向，并且要设置指标差

异化，根据人才类别及层次的不同，建立不同的指标

体系，针对教师岗教师的人才评价应注重教师的文化

知识结构，尤其是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

相关知识以及知识背景和广度，这意味着这项评估不

仅要看教师已有的学历水平，还要深入到教师的教学

实际中。另外人才评价还需要考虑到教师的实际工作

的开展比重，对于民办院校而言，教师的学生工作会

占用教师大量工作时间，但是以往考评中学生工作比

重较低，但是教师岗的权重分析中可以看出学生工作

多占比重较高。此外关于继续教育指标较高，这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教师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学校

应看到这种诉求的同时，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机会满足

教师的需求。关于能力素养指标和教学工作指标这两

项作为以往的人才评估的核心指标，可以根据具体目

标所占比重合理化，比如说教学工作指标中的师德所

占比重较高，这也跟当下越来越多的师德反面新闻密

切相关，从长远来看学校也应该将师德纳入考评范围，

并且提升评价比重，以此约束教师的行为。除此以外

还需要额外关注到的指标就是基本素质指标，该项指

标跟教师的幸福感、健康密切相关，学校在关注教师

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术道德、职业兴趣的同时，

也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满足教师的需求，比如设置心

理放松室、健身房或者组织户外体育活动等。关于科

研工作指标，针对目前各高校的科研压力，高校也应相

应减轻教师的科研压力，将教研、科研加以区分，区分

教学人才和科研人才，不要所有教师都得搞科研，针对

科研人才重科研，教学人才重教学，做到因人而异。 

综上所述，民办高校教师发展型人才评价指标要

尽可能的覆盖教师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且要结合教

师诉求与学校发展实际选取科学的人才评价指标，对

教师进行合理的人才评价，要根据人才的层次和类别

设置符合的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 
5 结论 
本研究尝试从民办高校教师人才评价的现状分析

入手，通过文献法对当前民办高校的人才评价现状加

以梳理，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了民办高校发展型人才

评价机制的指标权重，结果显示文化知识结构和学生

工作指标所占权重较大，其次是继续教育指标和基本

素质指标，此外是能力素质指标和教学工作指标，最

低的是科研工作指标。该结果具有明显的民办高校特

色。对此⺠办高校发展型人才评价要符合民办高校教

师发展的实际，并且要设置指标差异化，根据人才类

别、层次和需求的不同，结合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制定

符合民办高校属性的科学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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