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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特色不明显,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较为严重.为了找出

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研究提出假设: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的原

因,除了培养过程存在“路径记忆”之外,培养目标设计也存在不科学之处.通过对全国４３家培养单位人才培

养目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定位明确、人才类型定位清晰,但

特定职业领域定位较模糊,且对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也较为忽视.研究结果证实假设成立并据此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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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设置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的设置,丰富了我国药学学科的学位类型,为我国药

学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
然而,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毕竟还处于起步

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与完善.这些问题中,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特色不明显,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

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

动摇了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存在的基础,成为影

响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也成为摆在药学教育研究者和药学教

育管理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希望能找出

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目前,我国高等药学教育领域普遍认为,我国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

存在同质化的原因是由于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存在“路径记忆”所导致.即目前我国一

定程度上还是按照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方式,培
养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因此,各培养单位都

在努力通过双导师培养、校企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

努力区分两种研究生的培养路径.但结果显示,这
种努力成效并不显著.那么,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

士同质化还存在另外的原因呢?



“质量源于设计”.培养目标是在一定的教育思

想指导下,通过培养活动使研究生在知识、能力、素
质上所要达到的具体规格和基本要求,是整个研究

生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导向作用[１].
鉴于培养目标在整个研究生培养中重要的作用和地

位,本研究提出假设 H０: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的原因,除
了培养过程存在“路径记忆”之外,还存在培养目标

设计不科学的原因.如果研究结果证实该假设,则
接受此假设 H０.反之,则拒绝该假设.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它的基

本原理是根据研究的目的,从大量信息中筛选有用

的信息单元,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把这些信息单元

归为不同的类别;通过统计、分析各类信息单元的频

数、比例、信息量、变化趋势,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等,
掌握所研究信息的主要特征[２].

本研究内容分析的对象是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制订的人才培养目标文本.目前

我国具有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培养单位有

１０８家,但大部分培养单位尚未开始或尚未完整培

养过一届研究生.因此,本研究没有采取样本抽取

的研究方法,采取的是划定范围内的全样本研究方

法.将研究范围划定在首批获得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的单位(这部分单位是我国药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体).符合该条件的培养单

位共４４家,由于资料获取困难,本研究共收集到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文本表述

４３份.
(三)分析框架

培养目标是各类教育培养人才的目的和标准,
反映着各类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具体而言

是蕴含着人才培养的定位、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要

求.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在人才培养的定位和人才

培养具体要求两个维度.
鉴于专业学位是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

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３].
本研究在人才培养定位的维度上,主要分析人才培

养的层次定位、人才类型定位和职业领域定位是否

清晰准确.在人才培养具体要求的维度,主要分析

人才培养所要求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本研

究的分析框架如下表１．

表１　研究分析框架

研究目标 分析维度

人才培养定位

层次定位

人才类型定位

职业领域定位

人才培养具体要求
知识

能力

二、研究过程

(一)建立类目体系,定义信息单元

类目是内容分析的基本单位,信息单元是内容

分析的最小单位,类目体系的建立和信息单元的确

定是文本分析法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类目体系和信

息单元的确定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依据理论或他

人的研究成果发展而成,二是研究者自行发展而

成.[４]本研究中类目体系的建立是依据理论与他人

的研究成果发展而成.
定义信息单元,建立分类体系是从所要研究的

信息特征出发,尽可能严格、准确地界定信息单元,
并设计出具有互斥性、完备性和可信度的信息单元

分类体系.[５]本研究中,培养目标是用一段文字来描

述该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期望达到的各项要

求.培养目标中的这些信息就是他的基本信息单

元,这些信息单元往往是一些短语或者独立的词汇.
研究者参照已有文献对培养目标的分类,根据既定

分析框架,定义出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目

标的基本信息单元分类体系.本研究的类目体系与

信息单元分类体系详见表２．
(二)编码与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由笔者和另外两位具有十余

年药学研究生教育管理经验的人员共同承担,三位

编码者分别逐条阅读了收集到的培养目标文本,根
据主观认知从中选取基本单元,然后将其编码后一

一归入上述分类体系相应的类目中.编码结束后,
三人对意见不一致的编码展开讨论,统一意见.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虽然是编码者根据主观判断

得出,但是由于编码者都从事研究生管理工作十年

以上经历,都对专业培养目标的表述比较熟悉,而且

对于不同意见是经多方讨论一致后确定的,因此本

编码工作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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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研究类目体系与信息单元分类体系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信息单元

定位

层次定位 高层次人才、药学专门人才

人才类型定位 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研发型人才、管理人才、技术人才

职业领域定位
药学研究、药物研发、药物技术转化、药品生产、药品流通、药品使用、药品监管、药学教学、药
学工程技术

具体要求

知识

药学专业知识、药学相关学科知识、交叉学科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学科前沿动态、专业基

本技能、专业科研方法、专业科研思路、药学实践方法、教学方法、药学工程领域基础理论、合
理用药知识、执业药师理论知识与技能、接受继续教育必要的专业基础、临床前开发流程、科
技成果转化流程、注册与申报法规、管理知识、社会人文知识、外语

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学以致用能力、专业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药学工程设计、实施、

研究、开发、管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查阅资料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教学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管理能力、适应能力、自学能力、科
技成果转化能力、专业技术能力、批判思维能力、药学服务能力、归纳沟通能力、了解学科发展

动向的能力

三、研究结果

(一)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的层次定位明确

调查显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单位中,明确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占全部调查单位(n
＝４３)的８８．３７％(n＝３８).在通才教育与专门教育

的维度上,大部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

位(n＝３２)培养的是药学专门人才,占全部调查单

位的７４．４２％(n＝４３).我国研究生教育处在高等

教育的最高阶段,处于高等教育培养层次的塔尖部

分,因此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通常被称为高层次

专门人才[６].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属于研究生层

次的教育,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定位在培养

“高层次药学专门人才”是准确的.
(二)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的人才类型定位清晰

调查显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绝大多

数的培养单位(n＝４０,占比９３．０２％)培养应用型人

才,部分培养单位(n＝６,占比１３．９５％)培养复合型

人才,少部分培养单位还培养管理型人才(n＝４,占
比９．３０％),技术型人才(n＝３,占比６．９８％)、研发

型人才(n＝１,占比２．３３％)和创新型人才(n＝１,占
比２．３３％).专业学位教育主要培养的是面向特定

职业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坚持培养应用型人才,符合专业

学位教育的价值取向.
(三)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的职业领域定位贪大求全,不聚焦

根据产业链理论,医药产业主要包括药物研发、

药物技术转化、药学工程技术、药品生产、药品流通、
药品使用、药学研究、药学教育等主要的职业领域.
调查显示,有８１．４０％(n＝３５)的单位面向药物使用

领域培养研究生,有７４．４２％(n＝３２)的单位面向药

品生产领域培养研究生,面向其它领域培养的情况

分别为:药品流通领域(n＝３０,占比６９．７７％)、药品

监管领域(n＝３０,占比 ６９．７７％)、药物技术转化

(n＝２５,占比 ５８．１４％)、药物研发 (n＝１０,占 比

２３．２６％)、药学研究领域(n＝３,占比６．９８％)、药学

工程技术领域(n＝３,占比６．９８％)和药学教育领域

(n＝２,占比４．６５％).从上述调查数据不难看出,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针对全产业链的所有

职业领域培养人才的,并没有针对特定的职业领域

培养人才.
(四)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对知识方面的要求重理论知识,轻职业实践知识

科学学位教育着重知识的理论性,专业学位教

育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职业性.但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对知识方面的要求还是

重理论知识、轻实践知识和职业知识.对调查样本

进行信息单元筛选时,一共筛选出２０个事实知识方

面的信息单元(详见表２),对这些信息单元进一步

按理论知识范畴、实践知识范畴、职业知识范畴进行

分类.发现属于理论知识范畴的信息单元１５个,占
比７５％,属于实践性知识范畴的信息单元２个,占
比１０％,属于职业知识范畴的信息单元３个,占比

１５％.进一步对各类知识的信息单元及其词频(该
类型所有信息单元被明确要求的培养单位数总和)
进行统计计算,发现理论性知识最受培养单位重视,
理论性知识被培养单位要求的总频次,占全部被要

求知识总频次的９１．７２％,远远高于实践性知识和职

业性知识被要求的频次.具体数据如下表３．

８４ 张永泽,等:我国药学专业学位与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成因探析



表３　三类知识受重视程度

事实知识类型
词频(要求掌握该信息单元的

高校数)及比重

理论性知识 １３３(９１．７２％)

实践性知识 ６(４．１４％)

职业性知识 ６(４．１４％)

　　(五)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对能力方面的要求重实践能力、轻职业能力

对调查对象进行信息单元筛选,一共筛选出能力

要求方面的信息单元(能力要求)共２２个(详见表２),
对这些信息单元进一步按创新类能力、实践类能力、
职业类能力、科研类能力、综合类能力五种类别进行

分类.并对各类型能力的词频(该类型所有信息单元

被明确要求的培养单位数总和)进行统计计算,发现

最受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单位重视的是

实践类的能力.全部４３家培养单位中,明确培养属

于实践类能力的词频数高达９２,占全部被要求能力

数的５３．８０％,远远高于其他类型能力的词频数.其

它依次是科研类的能力(n＝３５,占比２０．４７％),创新

类的能力(n＝３３,占比１９．３０％),综合类的能力(n＝６,

占比３．５１％),最不受重视的仍然是职业类的能力(n
＝５,占比２．９２％).具体数据如下图１.

图１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对各类型能力重视情况

进一步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最受

重视的５种能力分别是技术创新能力(n＝２８,占比

６５．１２％),专业实践能力(n＝２７,占比６２．７９％),专
业外语听写能力(n＝２４,占比５５．８１％),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n＝２０,占比４６．５１％),学以致用的能

力(n＝１１,占比２５．５８％).可见,我国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各培养单位对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比

较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各单位对药学职业能力

的要求却明显较低,只有４．６５％(n＝２)的培养单位

明确对药学职业能力提出要求.详见图２．

图２　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能力要求情况

　　综上,可得出本研究结论: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在层次定位和类型定位

上较为清晰;但在职业领域定位上空泛不聚焦,缺乏

特定的职业领域定位.与此相对应,我国药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和能力方

面,对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也略显不足.可

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H０ 成立.

四、对策建议

为改善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

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同质化较为严重的现象,本研究

提出如下建议:
(一)精准定位职业领域,进一步明确我国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学位教育是面向特定职业领域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的专业教育.这里包含了三个维度:一
是专业的维度,即面向的是特定的职业领域;二是人

才类型的维度,即应用型人才;三是教育层次的维

度,即高层次专门人才.只有这三个维度的“交点”
才是专业学位教育的精准定位.目前,我国药学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在“专业维度”定位的模糊,就导致

了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

硕士教育的区分度不是非常清晰.因此,要解决我

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学科科学学位硕士

教育同质化的问题,除了努力克服药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路径记忆”外,还需要在人才培养

目标上精准定位;而要实现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的精准定位,必须进一步明晰我国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定职业领域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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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定职业

定位应该是什么呢? 我国专业学位都是以“XX 专

业学位”命名,其中XX表示特定的职业领域[３].因

此,要明晰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定职业定位,
必须准确理解药学硕士专业学位中“药学”一词的本

质含义.根据我国专业学位的命名规则,这里的“药
学”指的不是“普通职业”,而是“专业”.根据社会学

家布朗德士对“专业”和“职业(Vocation)”概念的界

定,本研究认为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职业定位

应定位在培养新药研发领域的药物研发工程师与药

物使用领域的高层次临床药师较为合适.
(二)重视职业知识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加快我

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任职资格的对接

众所周知,专业学位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就是

职业性,职业性也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它学位类型

最根本的特征[７].专业学位职业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就是与职业任职资格的有效衔接.这一点在发达国

家已是共识.发达国家许多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准

入和资格认证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在药学专业学

位教育最为发达的美国,药学专业学位Pharm．D教

育就是美国执业药师的唯一准入学位,即在美国要

想成为执业药师,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拥有

Pharm．D学位.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的

衔接虽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紧密,但也受到了充分的

重视.我国１９９４年颁布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

办法»中就明确指出:“各专业学位所涉及的有关行

业部门应逐步把专业学位作为相应职业岗位任职资

格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要想形成有别于药学学

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的特色,有效路径之一就是遵

循专业学位教育的本质特点,加快与职业任职资格

的衔接.但值得一提的是,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与职业任职资格的衔接,不仅仅是制度配套等表观

形式上的衔接,而是本质内涵的衔接.这就要求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必须根据职业任职资格的要

求,加大对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只有在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更加突出职业知识和职业能

力的培养,才能实现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药学

学科科学学位硕士教育在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的区

分,才能从本质上实现两类教育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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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eaturesofthe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npharmacyinChinaarenotso
distinctive,andthehomogeneitywiththemaster＇sdegree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npharmaceuticsisserious．Inorderto
findoutthecauseofthisproblem,thisstudyfirstlyassumesthatthecauseofthehomogeneitybetweentheprofessionalmaster＇
sdegree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npharmacyandthemaster＇sdegree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npharmaceuticsisthe
deficienttrainingobjectivedesigninadditiontothe“trackＧmemory”duringthetrainingprocess．Uponthecontentanalysisof
thetrainingobjectivesof４３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nationwide,theauthorfindsthatthepositioningoftrainingtargetand
personneltypeare welldefinedforthe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educationforpostgraduatesinpharmacy,yet,the
positioningofsomespecificoccupationalareasisindistinct．Moreover,thecultivationofprofessionＧorientedknowledgeand
professionalＧorientedabilityismoreorlessneglected．Thefindingsconfirmthehypothesis,baseonwhich,theauthorproposes
som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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