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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学术类型，在我国发展相对较晚。近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
发展规模迅速但质量令人担忧。科学的评价机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本文着力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估机构展开研究，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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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一直在下降，有人甚至称其为函授研究

一、研究背景
专业学位 （ Professional Degree） 是相对于学

［2］
生、进修研究生 ” ，因此我们在为专业学位的

术性学位（ Academic Degree） 而言的学术类型，我

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感到欣喜时 ，专业学位

国的专业学位主要招收具有一定职业背景的考

研究生教育质量也着实让人担忧。 众多研究表

生，教育过程以实践性与应用性为主要特点，培

明，确保专业学位教育质量需要充分发挥评估手

养社会特定职业的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员。 专

段的作用。

业学位与相应的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 ，培养

我国从 1985 年就开始探索运用评估的方式

的规格不同、各有侧重。 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位

来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监督与管理 ，当年颁布

研究生教育正逐渐被人们认可，并成为社会培养

的《中 共 中 央 关 于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 》中 明 确 提

高层次、复合型实用人才的重要途径，专业学位

出： “国家及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越来

宏观指导和管理，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

越突出，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大势所趋。 然而如何

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办学水平

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使其良好有序

进行评估。”1990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评估

发展，这是我们正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科

暂行规定》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

学的评价机制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着举足

框架。显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亦是高等

轻重的作用。

教育评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没有像学术性
学位研究生教育那样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 ，专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中介
评价机构

业学位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问题 ，例
［1］

如： 部分专业学位生源短缺现象

我国的教育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

； 出现功利性

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事业完全由

倾向； 特色不够鲜明，与学术学位区别不明显； 导

政府所垄断，政府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唯一主

师缺位和指导不到位，以至于“专业学位的社会

体，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外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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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仅仅是政府，它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联
系，因此高等教育的评价主体也相应多样化 。 本

所等。这些机构独立或者相对独立于政府 ，受政
府的干扰比较少，也具有相应的独立性、专业性

文将目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中介机构大体
上分为两类： 一类是政府主导型的中介评价机

以及公正性。
（ 二） 社会中介评价机构

构； 另一类是社会中介评价机构。
（ 一） 政府主导型的教育中介评价机构

社会中介评价机构主要指独立于政府与学
校之外，由社会各界的群众组织与民间机构，如

本文所要研究的政府主导型的教育中介评
价机构指的是以“直属”、“下属 ”等字样出现在

专业协会、学术团体、企事业用人部门以及新闻

文件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以营利为目的、

媒体组织并发起以及具体执行对高等教育的评
价组织。目前，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介于政府与学校之间以承担教育评估和咨询为
［3］
主要职能的公益组织 。 目前参与专业学位研

1.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
隶属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二级学会，

究生教育评价的政府主导型的教育中介机构主
要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专业学位

遵守其章程。学会是由从事学位与研究生工作的
单位和评估机构组成的全国性的社会学术团体，

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省市级教育评估院等机
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不同侧面参与专业学位研究

并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业务指导和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管理。评估委员会的

生的教育质量的评估工作。
1.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该

工作直接涉及到其评估职能的有： 自主组织或接
受委托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专题调查、评估

中心是具有社会中介机构性质的 ，非营利性的社
会组织。其职能中涉及研究生教育评估方面的

等工作；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咨询工作；
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的宣传工作等。

有： 承担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开展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评估、评审工作，并根据需

2.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该联席会由
全国 33 所研究生院在 1999 年一致建议成立，秘

要面向社会自主开展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有关
的评估与评审工作； 根据政府授权与有关非政府

书处挂靠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全国 57 所研究
生院为联席会会员单位。 联席会正式会员由各

组织和民间机构签订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
估及互认的合作协议。从其性质与职能，我们可

研究生院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组成。 联席会每年
召开一次年会，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和

以发现，该机构属于半政府型的社会中介评价组
织，并且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质量监督发挥

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改革和发展建议，为国
家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促进我国研究生制度的发

着重要作用。
2. 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 该委员

展与完善。
3. 学术团体。与美国以学术团体为主的研

会是专门服务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事业型单位，是各专业培养单位之间联系的纽

究生教育评价中介机构相比，我国对研究生教育
进行评价的学术团体则相当匮乏 ，目前比较典型

［4］

带，又是与行业主管部门紧密联系的桥梁

。专

业学位指导委员会是介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社
会中介评价组织，尽管评估职能只是其众多职能
中的一项，但是该机构的工作方向相对比较具
体，并且在直接评价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则主要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研
究生院排行榜”、“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创新环
境排行榜”、以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
心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等。
三、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介评价机

在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更好的发展上起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构的理论思考

3. 省、市级教育评估院。 近年来，我国地方
性的教育评估专业机构也逐步发展。 目前我国

方的社会中介评价机构与社会中介评价机构的
梳理，我们对这些机构的性质及其评价职能已有

已有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各具特色的省
级教育评估机构和评比中心。 如江苏省教育评

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些机构在保障专业学位研究
生质量等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专

估院、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辽宁省教育评价事务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凸显 ，以及与国外

通过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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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介评价机构丰富完善相比 ，我们发现作为
专业学位质量保障机制的中介评价体制的确存
在许多问题，因此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些
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 一） 专业学位中介评价机构还未真正建立
上文梳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中介评
价机构中，我们可以发现具体谈到针对专业学位

位与专业学位之间、不同专业之间评估指标体系
的区分度不高，模糊、雷同现象明显，导向性作用
［6］

无法有效发挥 ” 。 我们知道学术性学位与专
业学位同一层次，不同规格，两者在培养目标、课
程设置、导师指导、论文撰写等方面是有差别的，
但是由于专业学位在我国设置的时间较短 ，人们
对两者的培养模式的差异性认识还不够 ，以至于

研究生教育的评价机构只有一家 ，即专业学位全
国教育指导委员会。 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

人们对学术性学位的习惯性关注淹没了专业学
位的地位。因此，我们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必须

员会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家专门服务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的部门，然而评估职能只是其众多职能

区别对待，凸显专业学位的特色与地位。 譬如，
我们可以加大对专业学位的宣传力度 ，使更多的

中的一种，所以说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的中介机构 。

人了解和参与专业学位的教育。
（ 三） 评价机构的独立性不强

目前我国也“尚未能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 质 量 评 估 标 准，未 能 构 建 完 善 的 评 估 体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
中介评估机构是受政府委托建立起来的 ，无疑具

［5］
系” 。然而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在保障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 而美、英

有不可替代的行政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使
评估工作更加便捷，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导致

等西方国家的专业学位发展比我国早了很多年 ，

的后果是其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 。 可以发现，

相比而言有发展较好的中介评价机构以及比较
完善的教育评价体系，因此这些国家的评估体制

我国专业学位评介机构的评价项目主要是接受
政府委托，评估的经费也主要是政府支持，所以

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譬如他们在“对授予具有
明确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的学科 ，则采用同行评

说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以政府主导
为主，中介评介机构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估和社会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在此，我们针对专
业学位应用性强、职业特色明显等特点，可以委

系，因此这些评价机构的独立性相对不强 。 并且
我国专业学位评价机构类型相对较为单一 ，这种

托一些行业协会或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其进行评
价，同时我们也鼓励各种学术团体等组建的评估

评价主体相对单一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 例如，不

中介机构、毕业生雇主以及原工作单位对其的评
价，这样不但丰富了专业学位评价中介机构的主
体，同时也加强了专业学位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让学校了解社会对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 ，积极满
足社会多样性要求。
（ 二） 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评估分 界 不
明显
从前面介绍的中介评估机构中我们可以了
，
解到 这些机构主要的评估对象是研究生教育，
甚至范围更为狭窄，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
“中国大学研究生院排行榜 ”只是对中国研究生
院的评价。在研究专业学位中介评价机构的评
价项目以及评价程序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对专业
学位与学术性学位分别加以说明的评价体系。
显然，我国的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评估分界不
明显，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我国目前对专业学位

能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沟通社会和学校联系的桥
梁作用，更谈不上社会各界支持、监督高等教育
评估活动的顺利开展，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
高； 评估中高校处于被动的地位，主体意识淡薄，
高校不能充分意识到自评的重要性 ，对政府自上
而下的评估结果只是消极的接受 ，这样对改进高
校工作起不到真正的作用。
因此，处理好中介评介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关
键而紧迫。关于政府与中介评价机构的关系问
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针对一些
人所说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的现状，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我们很赞同这样的一
个建议，即国家应该只管“要不要评估 ”，而“怎
么评估”则应该交给专业的评估机构，政府在大
的原则方针上进行宏观把关，而具体的实施方案
和方法则应放手给中介评价机构来执行 。

教育的评估，多借鉴科学学位的方式”、“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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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中介评价机构的法律、法规保障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研究生教育

评价机构的法律法规，这也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中介评价机构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显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介评价机构需要相
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保障，这可以从许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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