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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史科德·傅立仁、教授陈抗谈教育培
养目标
[刷新]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人民网强国论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院长史科德·傅立仁教授和陈抗教授，他们将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教育
培养目标为题与网友展开交流。
史科德·傅立仁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治理改革和加强能
力的分析，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反腐战略、公共部门权力下放和社会政策改革的比较分析。
陈抗教授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小组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现任新加坡国
立大学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以及中国项目主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讲座教授。 [15:43]
[陈抗]: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作客强国论坛。谢谢。 [15:45]
[主持人]:那么，当我们两位教授来强国论坛作客的消息贴出去以后，有很多网友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新加坡
的教育制度，以及新加坡国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很多方面提出一些问题。 [15:47]
[爱莲说]:不知道副院长史科德·傅立仁先生能否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说一下，新加坡大学的专业设置和招生
计划的依据是什么？是怎样和社会需求以及就业结构相适应的？ [15:48]
[史科德·傅立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世界上的综合性大学都非常类似，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科学院、
工程学院以及非常大的文学院。这些学科门类的设置和国际上的比较典型的综合性大学都非常类似。至于如何
使得学生跟就业能够搭上关系，主要是靠新加坡政府的指导，对于本科生有这样的指导，比如法学院，政府认
为对法学学士毕业生的需求怎么样，或者做一个预测，四五年以后是什么样的，会做调整。但是对研究生，像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一个研究生院，这方面就不会有这样的要求。 [15:50]
[非迪名著]: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你们的教育是如何适用这种多元的文化，兼顾来自不同的国家、有
着各自文化背景的学生呢？ [15:52]
[史科德·傅立仁]:国际上的主要的大学全球化程度都很高，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也是这样一所大学，像国立大学
的学生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学员来自全世界53个国家。所以，学员来自中国、印
度，甚至来自于欧洲和非洲。环球化的教学的特点就是学生不光是在教室里面学，主要还是在教室外面学，和
同学互相学习，有50%以上的学习都是通过课堂以外的同学之间的互动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学习非常重要。到
了新加坡以后，不光是在新加坡，就像是一个联合国一样，可以和很多同学学习、了解整个世界。 [15:52]
[暖小团团]:请问陈抗教授，在中国公务员是很多人愿意去从事的职业，但是在新加坡，公务员这个职业好像并
不是像中国那样受欢迎，陈抗教授能否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15:54]
[陈抗]: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公务员作为一个社会上的职业，他后面所隐含的很多的待遇不一样。记得中国在改
革开放初期，也有政府官员“下海”的，当时看到的就是非政府部门的机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经过了多少
年以后，发现政府部门的退休、医疗、住房各方面待遇都很高。最近一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国进民退”
有一些关系，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在中国大概10几年前，公务员也不这么热门，我想这是一个发展的阶
段，随着政府的改变，可能就有比较大的改变。在新加坡，公务员不是一个大家非常热衷于参与的部门，但是
也不算是一个很差的部门，我们很多的本科生都愿意到政府部门去工作三四年，在政府部门有一定经验以后，
又跑到私人部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人员交流非常多，这对于政府整个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视角以及态
度会起到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有一个双向交流，他们看问题时的隔阂就会比较少，而
且他们的态度都会从同样一个角度去看。 [15:54]
[高南南]:新加坡大学里面最热门的专业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专业非常受欢迎？热门的专业就一定是就业率高的
专业吗？ [15:58]
[史科德·傅立仁]:新加坡的学科里面比较少讨论什么是热门的问题，因为新加坡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就业问
题，就业率很高，即使是像文学院毕业出来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学什么跟就业的关系不是很
大。 [15:58]
[陈抗]:我们国内对学什么专业看得很重，而且分得非常细。但是在国外，一般大学本科是学习知识的过程，也
就是说对专门性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视，主要培养还是通材。很多毕业生可能是搞工程毕业的，但是可能读了工
程卖保险，所以就业和专业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因为读了大学以后，用人的单位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了，而且
你有一般的这方面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就够了，这跟国内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热门的专业，而且毕业
以后干什么跟原来学的专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其实都学了共同的东西，就是如何学习，而如何学习
对于毕业以后更新知识是很重要的。 [15:58]
[主持人]:陈抗教授刚才提到新加坡教育注重的是培养一个通才，而不是一个专才。我们有时会思考，在教育当
中到底哪一方面是重要，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我想刚才陈抗教授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6:01]
[我是一个兵]:陈抗教授曾在厦门大学里读书，并且在中国很多大学里面讲过课，能说一下您对中国大学生的印
象，他们和新加坡的学生有哪些不同？ [16:04]
[陈抗]: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内的大学生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因为人口的基数高，来自于13亿人口的基数
挑出来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到国家的重点大学来学习，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些人智商很高。大学应该因
材施教，帮助他们提高，这方面大概需要有比较多的改进。我觉得国内的学校和国外大学的区别，国内学校的
改革步伐还不够快，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大学的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还是慢一些，就是说，我们的大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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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成以学生需求为主的因材施教的学习方法。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并不一定对。 [16:05]
[凤尾潇潇]:我们看到史科德·傅立仁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又担任了副院长一职，作为副院长的职
责是什么，您更偏重于哪个角色？ [16:07]
[史科德·傅立仁]:作为一个副院长，我的主要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学院的一些学位课程。李光耀公共政
策学院有4个硕士学位课程、1个博士学位课程，一共有400多个学生。作为学院的学术领导，我关心这些学生的
学习的经历、学习的经验。二是管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学院有来自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一共40位教师，我的工作
还包括招收这些老师，比如假如我们需要招收新老师，这也是我的任务。
在国外的大学里面，一个研究人员在领导的岗位上不会待太长时间，因为待太久了就把研究荒废了。所以，我
在当了3年副院长以后，我很快就要回到研究的岗位上做研究，这样就轮换，做一个领导到学院的领导岗位上来
看学院的发展，来对学院的发展有所了解，而且有所贡献。回到自己的研究岗位上，也能够更好地把自己的研
究和学院的发展方向联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我的经历就是不要在领导位置上太久，因
为时间毕竟有限，研究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
在很多专业性很强的单位里面，领导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领导的位置上待太长的话，你
的专业可能就会荒废。举一个例子，像飞行员飞行里数、积累飞行经验非常重要，如果飞行员当上了航空公司
领导的话就没有什么机会去飞，我有一个朋友当了几年行政人员以后，还要再回去当驾驶员；同样医生也是一
样，在医院当领导的都是医生，医生当久了领导以后就可能影响实习的经验、看病的经验，这是有一个矛盾
的，在国外这个矛盾都是通过轮替解决的。 [16:08]
[罗拉快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始终致力于官员、尤其是国外官员的专门培养，这世界范围之内的大学里都是
非常少见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办学初衷和理念是什么？ [16:11]
[史科德·傅立仁]:公共政策的学科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科，这是因为公共部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复杂到不是任
何单一的学科可以解决，有的问题看上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管理问题、社会学的问题，在所有问题中间各
方面都有一些，在公共政策的教学方面就希望把它综合起来、联系起来，找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比如在治理
贫穷问题、环境变化问题、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像以前说的盲人摸象，有的摸到的是身体，有的
摸到的是腿，有的摸到的是耳朵。所以，由各个单一的学科看这些问题的话，可能看的就非常片面，我们的目
的就是要通过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其综合在一起。 [16:11]
[主持人]:史科德·傅立仁教授对中国的文化非常了解，他非常形象地用了盲人摸象的说法来解释了他们办起李
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初衷和办学理念。 [16:14]
[一天一地一广仔]: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来会进入到什么领域？
[16:15]
[史科德·傅立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培训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核心课程。不同的学位课程都要有核心课
程，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这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二是选修课。允许大家到一些专门的领域
里面去，比如公共卫生、水资源管理、环境管理以及发展经济、国际关系等等，补充大家所感兴趣的某个部
门、某个专门化的知识。三是如何应用。这点很重要的，因为学了一些理论知识但是不能应用的话就等于没有
用。
我们有几方面的尝试：一是论文。学生写论文的时候，要先找一个公共部门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定下来以后，
去研究和找资料、数据，最后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二是见习。学生可以到新加坡的政府部门，比如一些部和
局去见习，和新加坡官员交谈，了解很多问题新加坡是怎么做的，通过这些交谈、了解以及见习回来以后写报
告，结合谈自己的体会，从这方面加深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我们通过这几个方法和方向来提高学生或者是帮助
他们进入公共部门领域。
还有就是海外的田野调查，学员可以通过几个月到不同的国家，跟自己的国家不一样，看看其他的国家对同样
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通过这样来开拓视野，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他们有一个很刺
激的作用。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在应用这些理论知识的时候或者经验的时候，由于各个国家的环境不同，所以采取的方
法也不一样，像我们的课程里面，特别是英文的课程，任何一个国家来的啊，都不会超过学员的20%。所以，我
们不会采用单一国家的经验来教这么多学生，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如何转移经验的国
家，如何把一个国家的经验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对环境有所了解，而不是机械、僵硬、生搬硬套，这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学习环节。所以，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我们教大家的就
是什么猫抓什么老鼠、什么颜色的猫什么时候抓老鼠，这就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的。 [16:19]
[白云黑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招生主要面向哪些国家？官员们都来自哪些政府部门？对申请的条件有哪些要
求？ [16:26]
[史科德·傅立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学员，我们的学院是全球化非常高的学院，在我
们的学员构成中间有20%是新加坡的学生，还有20%是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就是其他亚洲国家，剩下20%是其他
世界国家，包括从欧洲、非洲、美洲来的学生，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奖学金来支持学生的申请。我要强调的一
点，这些学员不光是来自公共部门，也可以是来自私人部门或者非政府组织。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公共部
门的问题不能由公共部门单独来解决，必须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合作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
都是我们的招生对象。在我们学员来的最多的国家里面，前三位经常变化，排名是新加坡、中国、印度，排在
第四位的是美国。所以，这些基本上是我们学员构成的情况。 [16:27]
[主持人]:刚才史科德·傅立仁教授介绍到，中国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16:29]
[抱水]:公共政策学院与中国政府是否有一些培养行政人才的合作项目，双方有没有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16:29]
[史科德·傅立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有一个硕士学位项目，是专门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叫做高级公共行
政与管理的硕士学课程。这个课程是与中组部和各个省市委组织部合作的项目，在这个项目里有很多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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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到新加坡学习。其实我们学院里面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之所以成为优秀的专家，就是跟这些学员
学来很多东西。所以，你刚才讲的教学相长、互相学习，我们通过很多渠道了解到很多中国公共部门的问题也
好，或者解决的方法也好，都是通过向学员学习的。有这么一个班，对我们了解中国、对我们做中国问题的研
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渠道。 [16:29]
[安全出口]:当学员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有没有向老师或者学院作过一些反馈，学院这方面会收集相关的反
馈信息来指导下一步的教学吗？ [16:31]
[史科德·傅立仁]:“优秀”的学校和“好”学校的区别，就是如何向学员了解他们的反馈来提高自己，所以我
们不断地向学员了解，不光是他们回去以后，其实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系统的收集信息来改进我们的
课程。当然，过程甚至是痛苦的，有的时候老师不愿意改，有的时候学员提出的问题可能是矛盾的，有的需要
更多的这样，有的不要太多这样，他们的意见是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学院要做判断，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
保持一个反馈渠道的畅通，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高。 [16:33]
[三个人的晚餐]:很多学员学成归国之后，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效果究竟怎样？ [16:41]
[史科德·傅立仁]: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1992年从一个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千位毕业生，
他们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各个级别都担任很重要的职位。所以，我们在国际上进行访问的时候，去见到这些校
友的时候都会谈到你们学了以后有没有用，当然我们发现能够应用是非常不容易的。以战略管理为例，我在学
院是教战略管理的，前不久有一个战略管理学生的聚会，我碰到了一个一位十年前毕业的学生，我问他战略管
理有没有用？他说我想过很多，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你上课时候讲的战略管理的步骤应该怎么做，我
想使用它，可是每次都失败了。听到这些话以后，是不是会感到非常气馁呢？也不是。因为我们起码把决策者
从一个盲从的决策者变成一位具有反思的实践家，他会经常的反思，这说明他跟其他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
了。当然，他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包括政治环境的问题，有领导人变更太快的问题，以及资源缺乏的问题—
—可以做，但就是没有资源做。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权力有限，有很多的学员跟我讲，如果我的职位再高一
点，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他职位更高一级的人也说，我也是这样，我要再高一级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其
实他们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决策系统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就不容易由个
人来解决了。
公共政策问题有很多的制约和限制，准备的比较好的政府官员和没有准备的政府官员的区别，在于准备的比较
好的官员有很多的机会，即使是有这样的约束；准备不好的官员，就会完全失望，他觉得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所以，他们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比如在克服资源的困难和限制的时候，有的人会一步步做，像搭积木一样，
一步步往前走，有的人可能就会完全放弃，所以还是很有区别。 [16:41]
[新亚飞]: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你们建设成这么好的一个旅游国家，有怎样的公共政策，使你们
从中受益？ [16:44]
[陈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作为没有旅游资源的国家，可是旅游人口每年大概有1100万，新加坡
人口有500万，可是每年到新加坡访问的人口有1100万。如何做到的呢？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现在新加坡的地标，就是“鱼尾狮”，这是新加坡旅游局的创造出来的东西，一个狮的头和鱼的尾巴，然
后就说这是新加坡，其实那是1972年旅游局搞出来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十分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并
在与时俱进和不断地创新。包括最近综合娱乐城搞了两家赌场，这些都是在新加坡的政府里有很大的争议，包
括老百姓也都有很大的争议，本来李光耀非常反对建赌场，他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新加坡不能有赌场”。
但是后来他自己改变了，改变以后，他还说服了内阁里的很多部长。当然建赌场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看不
出来，还要长远地来看。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看到，像李光耀讲过，他一辈子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最
后还愿意改变。所以，新加坡政府的务实性在这里面可以体现出来。 [16:45]
[一天一地一广仔]:为什么公共政策学院叫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他和李光耀有什么关联吗？ [16:46]
[史科德·傅立仁]:李光耀先生是非常关心这个学院，他不断观察学院的发展，他希望这个学院可以把新加坡公
共政策方面的经验，能够比较好地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李光耀本身也到学院很多次，但是这样的机会不
多，并不是你在学院里面就不小心会碰到他，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说他非常关心这个学院的。
李光耀对学院的作用还有两个方面：第一，使学院在筹集资金方面非常容易。所以我们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
筹集资金方面相对比较有优势。第二，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鞭策。一方面通过他的名字，我们学院在
全世界有更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有了他的名字，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压力，也就是我们不能滥用他的名
字，所以我们的学院不能失败。 [16:46]
[微风]:现在很多美国大学都公开了自己的课程，与大家一起分享宝贵资源。新加坡大学是否也有这样的公开课
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课程会与大家共同分享吗？ [16:49]
[史科德·傅立仁]:关于分享资源的事情我们正在做，我希望网友到我们的网站上看一下，我们有一些链接，包
括一些演讲的片断，以及一些课程。我们正在鼓励老师们把更多的课程资料传到iTunes上供感兴趣的人下载，
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学校都在进行的做法。但是如果在网上分享一些国家失败的经验，会不会对这些国家的官员
或者学生造成不好的影响呢？当然会，他们也会感到反感，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重要，有的时候会使他们感到尴
尬，有时候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我们非常注意敏感性。不过我们跟学员有一个约定，你们到了课室里来，就
是一个普通的学员，你们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的代表人，特别不要把自己当做这个国家外交部的发言人，
你要当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公共部门的官员，这样的话，你学到的东西会更多。 [16:49]
[主持人]:各位网友，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为我们讲解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育培养目标。我
想，各位网友已经非常了解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课程设置以及他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教
授。谢谢。 [16:51]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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