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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受２０世纪后半期社会经济形势变化、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以及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影响,于２００３年正式开展.其发展经历了探索阶段、确立阶段和扩展阶段,在

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制定专门法律法规保障专硕制度体系的独立性、适时调整专硕的学科种类以适应市场

的需求、兼顾传统优势学科发展和弱势特色学科的建设等优秀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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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日本正式开始实施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目前已成为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

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了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对专门职

业人才的需求、实现了企业内部在职人员再教育,扩
大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是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也是２１世纪国际竞争加剧,高等教育

改革的必然结果.

一、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产生背景

(一)日本经济发展需要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

的高速增长期,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

变革.这一变革推动了人才需求方向的转变,对专

业人才的质与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公

共卫生、社会健康、会计、教职、信息技术等服务业的

兴起,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大,日本国内迫切需要培

养一大批集知识、技术、创新能力于一体的高层次专

业人才服务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为适应

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一批能在法律、金融、管理等

专业领域有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参与国际

交流,提高国际竞争力.文部科学省制定的«研究生

院设置基准»从最初的“以培养研究型硕士人才为目

的”逐步添加了“重视专门人才的应用实践能力”
[１]３的要求,也正是体现了人才需求的变化,为日本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二)日本高教发展急需完善研究生培养体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着一

些问题,迫切需要完善研究生培养体制.为解决日

本国内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的问题,文部科学省修

订了«研究生院设置标准»,表明要积极推进研究生

教育弹性化发展,开办夜间研究生院,为社会在职人

员学习提供便利条件,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１]５.而

随着日本研究生院的扩招,毕业生人数增多,大批人

才不能很好适应社会工作需求,尤其是人文社科类

研究生的就业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层次人才

专业能力不强、职业能力不足,也严重制约着职业技

术教育的发展.为加强人文社科学科的实践应用

性,防止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培养专门

职业人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呼之欲出.这

也是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成立之初,设置了

大量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原因.



(三)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院对日本的影响

２１世纪初,国际竞争加剧,掌握了先进的知识

和技术,就掌握了竞争主动权.为保持其经济地位

及竞争优势,日本政府意识到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

的重要性,主动拓宽国际视野寻求突破.２００１年,
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各国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
出版了«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一书.其中,关于硕

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研究生教育水平居

世界第一,而造成日美两国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研

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不同.美国为培养高层次人

才,除设置传统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培养研究型

人才外,还设置了专业学位研究生院培养专门型人

才,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招收社会在职人员,学制及课

程设置灵活,重视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毕业

授予“第一职业学位”即专业学位.美国研究生教育

的多样性与招收对象的扩大,对日本国内面临的研

究生教育规模小、较单一的困境有所启发,日本政府

决定以此为蓝本,效仿学习,进行高等教育改革.

二、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探索阶段

１９７４年至２００１年是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初步探索实验阶段.二战后,日本被迫结束

了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在美军占领军当局的敦促下

开始进行战后改革,高等教育改革是其重要改革内

容之一.１９４９年６月日本文部省第２８号令«研究

生院设置基准»中规定“硕士研究生课程要开拓学生

视野,授予学生高深的知识,以培养学生所在学科领

域的研究能力,并具备职业领域内卓越的专业能力

为目的[１]３.”显然,此时研究生教育是以培养研究型

学术性人才为主要目的的.而至１９７４年,日本文部

省在审议考察各类社会现实情况后,于«研究生院设

置基准»的“培养目标”中,添加了“培养高层次人才

的专业应用技能”的要求,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提出在

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从培养“研究

型人才”到增加了“提高应用性技能”也体现出日本

政府对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初步设想.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６日,日本大学审议会通过了

«２１世纪的大学及其改革方案»,指出即将到来的２１
世纪是一个信息流动速度快、复杂多变的科学技术

时代;是谋求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是少子

化、高龄化等社会问题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时代;也
是社会职业人员再学习需求增大的时代;更是丰富

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时代.为与此时代相适应,应
立足于当前日本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实际现状,以创

建独立有个性的大学和高层次多样化的研究生院为

基本理念,注重短期大学以及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

校的发展,对国立、公立以及私立大学的发展方向也

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明确提出:“今后研究生院的发

展除致力于推进学术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外,还要

注重培养高层次专业职业人才,发挥对社会在职人

员的再教育作用,努力建成以培养专门职业化人才

为目标的研究生院.并为培养特定职业所需要的高

级专业知识、能力,设置一些实践性硕士课程[２].”这
一文件的发布表明日本政府提出要培养社会各阶

层、各行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建立专门培养职业人才

的教育组织机构,并开始注重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

育的衔接,使二者共同致力于社会发展而培养专门

技术人才.
１９９９年,在时代诉求和社会需求越来越强烈的

背景下,日本设立“专门研究生院”,日语书写为“専
門大学院”.此时的“专门研究生院”类似于我国教

育工作的“试点”,因为没有专门的法令法规,不成系

统,只能沿袭现行法令,是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雏形.２０００年,日本政府选取了六所“试点”大

学,成立“专门研究生院”,它依托大学而成立,分别

是京都大学、一桥大学、青山大学、九州大学、中央大

学和神户大学,开设了工商管理、技术经营、医学、会
计等专业课程,专门培养管理经营类、医学及会计等

领域的专业应用型人才,但由于缺乏专门法律法规

的规范,导致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无法

突出此类专业的职业特性、与普通研究生教育课程

区分度不明显、教育的实践性不强等.因此 “专门

研究生院”面临着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总体来说,在探索时期,虽然还未形成一个完整

系统的体系,甚至还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但这一阶

段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形

成的必经阶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

为后来专业学位的正式设置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是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正式确立

成型的草创期.
(二)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确立阶段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是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正式确立开展阶段.２００１年,日本司法考试

制度改革兴起,它带动了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为随

之而来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

础.２００２年８月５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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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设置基准»和«关于研究生院对

高层次专门职业人才的培养»两份咨询报告书,促使

“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正式设立.“法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院”是专门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

专业人才的机构,毕业授予“法律博士专业学位”.
它的可复制、可推广性启发日本高等教育界在更大

范围、更多领域内培养专门职业人才,极大地推动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使日本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有了可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了«专

业学位研究生院设置基准»(専門職大学院設置基

準).将原来的“专门研究生院”(専門大学院)改称

为“专门职业研究生院”(専門職大学院,为便于理

解,以下译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院”),专门培养高层

次专门职业人才,授予专业学位.从日语名称中可

以看出,“専門大学院”改为“専門職大学院”,强调了

“職”字,日语中“職”即中文“职业”的意思,进一步表

明了日本政府培养应用型职业人才的目标,突出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不同,避免“专业学位研究生

院”在发展过程中与普通学术硕士研究生教育相趋

同.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院设置基准»的规定,专
业学位研究生院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在原来试

点大学的基础上,综合考评高校条件及审议意见,多
依托日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或单独成立,设置商

学、技术管理、医学等专业性学科.专业学位研究生

院作为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门机构,负责

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各项工作.从２００３年

４月１日开始招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此,日本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正式开展实施.
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独特之处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一些职

业技术类的专业学位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实践操作

技能;其次在师资队伍方面,要求增加实践型教师,
并规定必须占全体教师的３０％以上,实践型教师需

要具备专业领域内的教育指导能力,并在职业技能

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第三在教育方法上,要
采取多样化、实践型的教学方法;第四是关于学位授

予标准,毕业条件更为灵活,毕业论文不是毕业必需

条件,修完一定的学分即可毕业,授予的学位名称为

“(学科领域)硕士专业学位”[３]１.«专业学位研究

生院设置基准»是为便于“专业学位研究生院”开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而专门制定的法令,主要

针对硕士阶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它与之前«研
究生院设置基准»相互独立,各成系统.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院设置基准»正式

颁布,有了专门法令规范的保驾护航,专业学位研究

生院正式设立,为顺利开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提供了必备条件.从“专门研究生院”到“专业学

位研究生院”的转变,突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独

特性、职业性,使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

化、正规化,并能够被广泛推广实施,意义更为鲜明

重大.
(三)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扩展阶段

２００４年以后是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深化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竞

争不断加剧,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开始转向知识

的传播与应用,而创造和应用知识的高素质专业人

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拥有了知识和人才,就占据了竞争的优势,
控制了科技制高点.２１世纪初,在国际竞争中保持

人才优势成为日本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出发点,２００５年９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新时

代的研究生教育»,关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培养目标又增加了“培养国际化的高层次专业能力”
一条[４].加入了“国际化”意味着日本政府随着国内

外形势变化,对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还在招生对象上

逐渐扩大了范围,招生对象也从早期的招收在职人

员扩大到招收应届毕业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多.
２００３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招收５７２人,２００４年

为１４６５人,２００５年为２４５２人,２００６年为３１２３人,
２００８年增至３４３４人,至２０１６年新生入学人数为

６８６６人,在籍学生人数为１６６２３人[５].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开始招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至今,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招生人数

逐年增长,比例不断增加.
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种类也不

断增多.硕士专业学位设置种类从最初的商学、技
术管理、医疗专业扩展到教育及理工科等领域,主要

侧重于服务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
涉及第一产业较少[６].截至２０１８年,硕士专业学位

方向已有十一种,包括商学、经营管理类、教育、艺术

类、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国际教育、会计、临床心理

学、护理类、公共卫生和理工类,授予学位类型共计

４１种.已有１１４所大学设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院,并在教育、财务会计、公共政策等学科领域开设

３９李文英,等: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经验



了１６２个专业课程[３]４.
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不断

充实,教学方法逐步多样化.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日

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现状

及今后发展»报告指出,２０１０年后日本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充实课程内容和教学方

法,通识课程与专业实践教育并重,并提出“应联合

产业界和各企业,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在了解市场需

求规模、特性以及动向的前提下,共同开发新教材,
开展案例研究、实地调查等多种实习方式.以国际

视野制定课程内容,学习相关国际标准、国际条

约[７].”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越来越重视与职业联系,并进行实践性教学,开始

开展校企合作等教育模式,专业学位研究生院与产

业界、社会团体的联系不断增强.
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从毕业就业状况来看,教育

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最高,占就业总人数的２１．９％;
其次是制造业,占１７．０％;再次是专门技术服务专

业,占１０．５％;信息技术专业占８．７％,为不少企业和

专门领域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８].从社会影响来

看,技术经营类专业硕士、会计类专业硕士、教育类

专业硕士等认可度较高.
总体来说,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随

着科技发展和经济产业调整不断发展完善的.伴随

着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整个社会对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空前增加,日本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从最初的只招收社会在职人

员转向同时招收应届毕业生,学科类别增多,教育内

容逐渐充实,教学方法逐步多样化,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与企业和产业界的联系明显增强,其承载的时

代使命也更加强烈地凸现出来.

三、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

(一)制定专门法令保障专硕制度体系的独立性

日本政府对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建

设十分重视.在其发展过程中,初期关于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学校教育法»
和«研究生院设置基准»,发展后期制定了专门文件

«专业学位研究生院设置基准»,详尽细致地规范了

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师资、学分要求及评估条件等,
如:师资方面要求严格细致,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实

践型教师需占全体教师的３０％以上;课程学分方

面,分为理论课学分和实践课学分,实践课学分需占

全部学分的一定比例;质量保障方面,评估机构较专

业,依学科专业划分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中央审议

会的“咨询报告书”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官方意

见书”等,细化明确各部门的行为准则,严格保障日

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独立性、规范性.
目前我国关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法律法规

包括«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高等教育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除«专业学位设置审批

暂行办法»外,并没有单独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撑,在
一定程度上无法体现硕士专业学位的法律地位,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依附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倾向.因此,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制度建设是十

分必要的,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整体

全局出发,完善关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

门立法,使其有法可依,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实现独立自主发展,避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走向

依附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制定

相关内容时,参考国外优秀先进经验的同时,吸纳本

国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如综合参考高等教育立法人

员、相关院校及专业学科的资深专家教授以及社会

行业企业家等的意见,从政府、学校、企业三方面考

察内容是否具备建设性、可操作性,保障立法内容的

专业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我国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独立化、法制化、规范化保驾护航.
(二)适时调整专硕学科种类以适应市场需求

在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兴起之初,文
科比重较大,这是由于第三产业崛起,大批服务业出

现,公共卫生、社会健康、公共政策等人文社科类可

以服务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社会进步与科技

发展,理工科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两者之间产生了严

重的偏差,已不适应日本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应社

会需求变化、新型行业兴起,日本专业学位研究生院

逐渐新增了信息系统学、电影制作以及绿色环境景

观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学科.而目前,我国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设了四十种硕士专业学位学

科,自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２０种专

业学位,２０１５年新增中医硕士外,没有进一步的更

新调整[９].我国现今正处于新型复合型产业大量兴

起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加大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力度的同时,还应适时调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学科种类.一方面,可提前论证开设相关课

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再落实增设近年兴起的新兴

学科,如能源开发与应用、家政服务业以及环保绿化

等专业;另一方面,还需考虑当前所设学科与市场需

求的适切性,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相关学科进行删

减或整合,以便形成科学合理的硕士专业学位学科

４９ 李文英,等: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经验



类别结构,从量和质两方面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

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三)兼顾传统优势学科和弱势特色学科的发展

在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中,教育类和商

学、经营管理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规模较大,
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完备性方面,远远超过其

它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商学、经营管理类和教

育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每年招生人数占招生总

数的６０％以上,截止到２０１６年,设置商学、经营管

理类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院的大学有５８所,
占总数的５０．９％[３]１０.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

于社会发展对不同行业人才需求数量不同,但学科

内部发展不均衡易导致政府在弱势学科领域投入资

金较少,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偏差,而造成弱者更弱,
强者更强的恶性循环.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办法是引导某些弱势冷门专业根据自身特色与当地

政策导向相结合,如绿色园林景观专业的学生可参

与地方绿化实践,为设计建设献计献策;或有些学科

不以扩大规模为发展导向,特意培养少数高精尖专

业人才,如原子能学科专业人数较少,而研究经费充

足、设备高端,引导少数专门人才的研究向纵深化方

向发展.我国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发展中也

存在学科发展差异明显问题,面对这一困境,应正视

学科内部发展不均衡现状,我国国情决定了各地区

和各校学科发展不均衡,难以兼顾,正确看待不同学

科发展各异的观念,树立发展弱势学科的决心是必

要的,适度调整或缩减,不可一刀切式的盲目扩充、
合并或撤销.其次在具体做法中,可因地制宜、因校

制宜,引导不同学科特色发展,利用经费倾斜重点发

展或积极引导等方式,适当兼顾传统优势学科发展

和弱势特色学科建设,避免出现生搬硬套、单一重复

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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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ExperienceofMaster＇s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inJapan

LIWenying,CHENYuanyuan

(CollegeofEducation,HebeiUniversity,Baoding,Hebei０７１００２)

Abstract:Japaneseprofessionalacademic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wasofficiallystartedin２００３tomeettheurgentneed
forhighereducationdevelopmentundertheinfluenceofthesocioeconomicchangesandthedevelopmentoftheprofessional
academicpostgraduateschoolsintheUnitedStatesinthesecondhalfofthe２０thcentury．Thedevelopmenthasundergonean
initialexplorationstage,anofficialestablishmentstageandanexpandingstage．Intheprogressofthedevelopment,the
Japanesegovernmentgraduallyestablishedandamendedsomespeciallawsandregulationstoconsolidatetheindependenceof

professionalacademic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system,properlyadjustedthedisciplinesandprogramsforpostgraduates
tomeettheneedsofthemarket,andcoordinated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strongdisciplinesandtheimprovementofthe
weekbutfeatureddisciplines．Allthis,theauthorbelieves,isworthyoflearning．
Keywords:master;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process;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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