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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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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专业学位 ( Professional Degree) 是相对于学

术性学位( Academic Degree) 而言的学术类型，我

国的专业学位主要招收具有一定职业背景的考

生，教育过程以实践性与应用性为主要特点，培

养社会特定职业的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员。专

业学位与相应的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

的规格不同、各有侧重。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正逐渐被人们认可，并成为社会培养

高层次、复合型实用人才的重要途径，专业学位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越来

越突出，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大势所趋。然而如何

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使其良好有序

发展，这是我们正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科

学的评价机制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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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学位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问题，例

如: 部分专业学位生源短缺现象［1］; 出现功利性

倾向; 特色不够鲜明，与学术学位区别不明显; 导

师缺位和指导不到位，以至于“专业学位的社会

信任度一直在下降，有人甚至称其为函授研究

生、进修研究生”［2］，因此我们在为专业学位的

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感到欣喜时，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质量也着实让人担忧。众多研究表

明，确保专业学位教育质量需要充分发挥评估手

段的作用。
我国从 1985 年就开始探索运用评估的方式

来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监督与管理，当年颁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

出:“国家及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

宏观指导和管理，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

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办学水平

进行评估。”1990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评估

暂行规定》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

框架。显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亦是高等

教育评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中介

评价机构

我国的教育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

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事业完全由

政府所垄断，政府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的唯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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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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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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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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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以营利为目的、
介于政府与学校之间以承担教育评估和咨询为

主要职能的公益组织［3］。目前参与专业学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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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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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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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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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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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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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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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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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重要作用。
2. 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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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又是与行业主管部门紧密联系的桥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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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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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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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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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院、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辽宁省教育评价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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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公正性。
( 二) 社会中介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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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协会、学术团体、企事业用人部门以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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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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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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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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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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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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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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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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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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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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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与完善。
3. 学术团体。与美国以学术团体为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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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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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的理论思考

通过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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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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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凸显，以及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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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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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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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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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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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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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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西方国家的专业学位发展比我国早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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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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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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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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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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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评估，多借鉴科学学位的方式”、“科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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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有效发挥”［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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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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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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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解和参与专业学位的教育。
( 三) 评价机构的独立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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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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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后果是其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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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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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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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主体相对单一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例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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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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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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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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进行论证，譬如“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以考虑自

身发展空间为出发点，希望自己的评估行为和结

果得到政府的认可，同时也希望政府通过法律或

政策手段来规范高等教育评估活动，使自己的评

估行为合法化”［7］。通过立法确认评估中介结

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是搞好评估的根本保证和

重要前提。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社

会中介机构发展与国家对高等教育评估的法律

保障体系分不开，因此很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综上，我们认为在积极发展专业教育社会中

介机构过程中，不能否定政府的评价以及学校的

自评，因为一个完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应该由政府、社会、高校三个评价主体

构成，各评价主体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

需求，能 够 全 面 地 评 价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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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heoretical Study on Education Intermediary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in China

Fan ZhaoJuan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Professional degree which is relative to the academic degree developed relatively late in our country． The quali-
ty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cale is worrying，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
antee for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the research focusies on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in order to find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some specific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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