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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的实施对日本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而被科
学技术依赖的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评估体系也在社会的要求和教育的竞争环境中逐步形成。
[关键词]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日本；高等工程教育；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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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高度

济、支持企业再建重任的金融机构自身

的浪潮中取得领先地位。而作为世界第

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也陷入了危机状态。因此,金融机构的问

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信息化发展水平同

的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

题使经济变得更加萧条,日本企业也出

美欧相比尚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面对

的实施促进日本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现大规模倒闭的状态。

美欧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日本意识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高等工程教育
的发展质量,因此高等工程教育质量的
评估工作的实施和评估体系的形成就显
得很重要。

1.1.2 90年代前后日本科技发展
状况
技术发展一直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占

到80年代的技术立国方针需要适时做
出调整,来应对信息化时代科技创新的
需求。

有很大的比重,80年代中期日本强调基

1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

础研究,但基础研究的整体环境不容乐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科技发展

观,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支柱,科研环境

1.2“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的
实施
日本政府1995年出台的“科学技术

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引进,并在引进的

远不如以开发研究为主的民间研究机构,

基本法”是日本第一部有关科学技术的

基础上消化吸收、改良革新。80年代后,

同时民间企业在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也

根本大法,其中指出日本目前技术发展

日本开始执行“技术立国”的国策,强调

比较低,所以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限制了

要完全摆脱技术引进与模仿,强调要加

独立自主的创造性技术研发。进入90年

日本科技的发展。此外经济不景气对日

强独立科研创新的能力,要推动科研体

代以后,日本经济出现
“零增长”的局面,

本基础科研也有所冲击,日本科研转向

制的改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寄希望于

为可以快速见效的应用研究。而此时的

尖端科技,以尖端科技推动新兴产业的

科技发展更多侧重于对已有技术的改良,

发展,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开发与

而非技术创新。因此日本的科研活动明

创新,在“技术立国”的基础上提出了“科

显放缓,科技创新能力仍旧是薄弱环节。

日本制定了相关政策来扭转科技局面。

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希望通过科学技

90年代日本的科技发展虽已处于世界领

在1996年通过的《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

术创新重振日本经济。

先行列,但日本的技术主要体现在成熟

划》中强调要增加科研投入,改善科研

期的产业领域,在新兴产业中的技术含

环境,提高科技研发能力,尤其是创造

量并不是很高。

性的基础研究能力。日本在为期五年

1.1“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提出
的背景

1.2.1加大科研投入,推动基础研究
发展
在“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国策下,

1.1.1 90年代日本脆弱的经济状况

1.1.3信息革命的形势

(1996—2001)的第一期科学计划中共

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信息化的迅

投入了17.6万亿日元,而第二期科技计

在89年达到了顶峰,90年泡沫经济全面

速发展为基础,世界经济出现了由工业

划(2001—2006)中又明确提出增加科

破碎,日本经济进入常年的低迷,生产效

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折的新局面。美

研经费,实际投入24万亿日元,在2011

率快速下降。受影响最大的是金融机构,

欧针对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纷纷采取

年第四期科学计划中,日本投入25万亿

本来在经济萧条时应担负向企业提供救

对策,增加科研经费,力图在新技术发展

日元。高额的科技投入极大带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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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发展。

同时,日本转变科技“吸收”,更加注重

己的办学行为。对工程院校实施自我评

1.2.2完善产学研政策

科技的输出,并且技术输出额和收支比

估,能够促使各工程院校、各教师把工

经济危机使日本的产学研体系受

都在增加。此外,日本对高科技产品的研

作重心放在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上,

到冲击,因此日本开始继续强化“产学

究、开发和出口,不仅缓解了国内商业销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长期以来重研究轻

研”的紧密结合,希望形成创造型国家

售的压力,还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这

教学的倾向。此外自我评估是在国家追

体系来推动产业效率和科研竞争力。

意味着“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已成

求高校自由发展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日本1988年实施的《关于促进大学等

为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促进工程院校自我完善、提高工程教

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事业者技术转

2 日本高等工程教育评估体系
的形成

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自我评估的实施为

移法》,鼓励学界和产业界之间的技术
流通,为大学研究注入民间资本。为进

日本高等工程教育的评估工作是从

一步促进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向民间

二战以后开始的,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

2.2“第三者”评估

产业界转移,又于1999年颁布《关于大

教育质量评估才受到各界的广泛重视,

日本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由日

学等技术研究成果向民间产业转移促

被当作提高教育科研质量的一种重要手

本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即JABEE实施的对

进法》。200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力强

段,而90年代的自我评估模式的开展,为

工程教育质量的“第三者”评估,主要对

化法》允许大学教师到企业担任管理

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日本高等工程教育评

工程教育课程是否满足和达到社会、特

职务 ,在 企 业 和 大 学 之 间 构建 交 流 的

估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日本的教

别是工业企业要求的水准进行公平公正

桥梁。同时,政府又强调加快尖端科技

育评估借鉴了英国模式的“第三者评估”,

的评估,并对达到需要的教育课程进行

领域 的 产 学 研合 作 ,促 进 大 学 和 企 业

而随着日本自身独特的“准政府机构论

认证。

间的长期合作。

①

证评价制度” 的确立,日本高等工程教

高等工程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

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协会沿袭并发

育评估体系趋向成熟。

展了基辛格·戴尔关于“工程设计”的

2.1自我评估

实践理念,以法、德“科学导向”的技

统的科研体制已经不适合科技发展。

所谓自我评估,是各大学根据本校

术教育和英国的“学徒式导向”的技术

2001年推出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的教育研究理念、目的和标准对自身的

与技能教育为基础,根据美国EC2000的

提出了对科技综合管理机构内阁的改革

教育及研究活动状况进行的自我评估,

要求,制定了符合日本国情的高等工程

办法,其规定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被指定

并据此提出整改措施和发展方向的过

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其包括通用标准和

为四大政策会议之一,由内阁总理大臣

程。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社会放松管

专业补充标准,通用标准是所有认证专

领导,科学技术政策担当大臣直接负责,

制、自由竞争机制的加强,日本已认识到

业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专业补充标准

这促使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规模和权威

高等教育的评估模式要改变,意将目标

是根据具体专业的特殊要求对通用标

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此外,文部省和

指向自我评估模式。1991年文部省在修

准的补充,包括本科和研究生两个教育

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改变了

订《大学设置基准》时,增加了“大学为

层次,主要有土木工程、化学工程、机

学界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模式,使两

提高其教育研究水平,实现本大学的办

械工程等16大类,分别由相关的专业学

者之间产生技术交流,协同促进基础研

学目的及其社会使命,应努力就本大学

会负责制定。

究,把产学研紧密联合在一起。在2002

的教育研究活动等情况开展自我评估”

事实上,日本高等工程教育“第三

年和2003年分别将日本学术振兴机构和

的条款,从法律上规定了大学有实施自

者”评估的实施体现了日本工程教育评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改制为独立行政

我评估的义务。一般来说,高等工程教育

估体系的多元化,增加了工程教育评估

法人,这一做法提升了大学和科研机构

自我评估主要分为对工程院校整体的自

的客观性。首先,从制度构成来说,日本

的科研自主权,提高了科研人员流动性,

我评估和学生对工程类学科教学的课程

高等工程教育的第三者评估需在自我评

为科研活动注入活力。

评估。其中,大学审议会制定的对高等工

估的基础上实施认证,即采取了自我评

程院校自我评估的项目和内容主要包括

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其次,从实

1.2.3科研体制的完善
面对科技快速发展的趋势,日本传

1.3“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的

教育理念和目标、教学和科研工作、教

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主体来看,

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和科学计划

育方法、教师组织、设施设备、现状分

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协会是日本民间设立

的实施,把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推向了

析和达成程度评估、教育改革以及国际

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新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95年起,

交流等。

的非政府组织。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协会

成效

日本每年的科研经费都在不断增加,日

自我评估方式强调的是高校的内

实施的是对工程教育专业课程的评估,

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科学技术创新立

部评估,高校实施自我评估意在力争掌

根据高校自身所提出的教育目标以及日

国”战略的指导下也加强了基础研究。

握评估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积极评估自

本工程教育认证协会所要求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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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检查某个专业是否达到了国际同类专

才能带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以促进经济

业的最低水准要求。尽管日本工程教育

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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