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显

示，1997年中国博士生人数是 6,253人，十年后的

2007年猛增到 41,464人，2015年达 53,778人。随

着博士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最近出现了博士

生难以应聘到大学教师岗位的问题。

日本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出现博士毕业生取

得了学位却无法就业的现象，并且随着人数的增

加，这一现象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2005年，一部

名为『博士が100人いる村』的创作童话揭示了博

士生就业的残酷现实，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此

后，水月（2007）在『高学歴ワーキングプアー』一

书中向世人展现了博士生的实际情况，使得“高学

历穷忙族”一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词。

根据日本政府对博士生的调查（文部科学省

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12c），希望毕业后成为大

学专职教师（研究人员、教师，以下称为大学教师）

而入学的博士生约占攻读博士学位全体学生的

80%，除去医学科（60.9%）后约占 90%（人文科学

90.7%、社会科学 91.7%、自然科学 92.5%、工程学

92.9%）。其中留学生约占博士生人数的 17.5%。

入学时希望成为大学教师的留学生人数占留学生

总数的 89.4%。有 71.4%的留学生希望在国外大

学担任教师，其中49.5%有意向成为日本大学的教

师。反过来，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日本人

每年有数百人，由于暂无日本人赴世界各国留学

攻读博士学位的明确的统计数据，因此这里不作

讨论。此外有数据表明，占博士生人数32.7%的在

职博士生（一般意义上的学生及留学生以外的生

源）中希望成为大学教师的人数比例达 68.5%，除

去对研究类岗位不太热衷的医学科后，约为

80%。由此可知，除医学科外，近90%的博士生在

入学时希望成为大学教师。留学生和在职博士生

希望成为日本大学教师的比例虽稍低于一般博士

生，但由于暂无各学科博士后录用率的相关数据，

故我们在此将其和一般博士生一并讨论。

评估博士生成功应聘大学教师的几率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日本相关研究仍十分匮

乏，所有研究项目均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以下称

为文科省）公布的『学校基本調査』。根据该调查，

日本 2011年春季博士毕业生总计 15,892人，其中

2,369人走上大学教师岗位，约占14.9%，相当于每

7人中有1人当上大学教师（文科省，2013）。前文

提到的『博士が100人いる村』也指出有 14%的毕

业生当上了大学教师。而『我が国の博士課程修

了者の大学院における修学と経済状況に関する

日本博士生高校就业的困境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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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的博士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难问题，该研究利用政府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证明近

年来日本博士生应聘高校教师岗位的录用率远低于政府公布的百分之十几。成功应聘高校教师岗位

的文科类应届博士毕业生仅为 3.7%，理科类毕业生仅为 2.5%。本文将分析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并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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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研究』（2012a）中的相关数据为16%。这一数

据虽然高于10%，但仍属低水平，且对于现在的博

士生来说，这一数据并不可靠。那么实际上究竟

有多少博士生在毕业后能走上大学教师岗位呢？

水月（2007）等人已在相关论文中对博士生的就业

情况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和研究，而本文的目的在

于尽可能基于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公布的官方数据

对该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研究生院重点化前

后、以及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毕业后能走上大学

正式编制教师岗位的几率。同时，本文旨在为攻

读博士学位人员就业前景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意义

的资料，并对中国的博士生培养提供借鉴意义。

现在博士毕业生成为大学正式编制教师的途

径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博士毕业后作为应

届毕业生被录用；第二类是博士毕业后，进修博士

后或成为外聘讲师后被录用。以下将分别对日本

博士应届毕业生的录用情况和进修博士后以后的

录用情况分开进行讨论。

1 博士应届毕业生的录用情况

博士应届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录用率按照

以下的具体算式计算：

博士应届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录用率=招

聘人数（应届博士毕业生被录用为大学教师的人

数）÷求职人数（上年度博士毕业生人数）

在此，先分析 1991年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开

始实施前后的就业情况。研究生院重点化是指一

直以来普遍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的高校教研单位将

转变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该政策使研究生院招生的人数规模急剧增加，从而

使博士生生源质量下滑。此外，由于就业岗位数并

未增加，而作为“未来的学者”的博士生人数却急剧

增加，两方面原因加剧了博士毕业生的人才过剩状

况，最终引起诸如“剩余博士”等严峻就业问题。

1.1 研究生院重点化实施之前

笔者首先就 1991年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实

施之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1988年度大学新

录用的教师人数为7,994人，其中新录用的毕业生

（博士毕业生）人数为1,626人（文科省），该数据同

时为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岗位数量（需求量）。另一

方面，同年 3月含期满退学情况在内的博士毕业

生总人数为 5,330人（文科省，2013），该数据同时

为求职人数（供应量）。由此可推导出1988年博士毕

业生的高校就业率为 1,626÷5,330＝0.31，即就业

率为31%。

其次，分析不同专业的情况。表 1显示了不

同专业应届博士毕业生录用人数（需求量）和博士

毕业生人数（供给量）。各专业中如果不考虑“其

他”这一项，农学和自然科学等理科专业的系数值

整体上偏低。文科专业分别为人文科学 26%、社

会科学39%，理科专业分别为自然科学24%、工程

学 42%、农学 17%、医学 28%等，数值基本集中于

30%上下。由此可知，3名博士毕业生中只有 1人

能够走上大学教师的岗位。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期已经出现 3人中有 2人无法走上大学教师岗位

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博士毕业生竞争大学教师

职位时所产生的就业难问题已经以“剩余博士”问

题的形式受到关注。

表1 1988年度博士应届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录用率

专业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工程学

农学

医学

合计

应届毕业生被录用为

大学教师的人数（人）

184

202

140

300

49

648

1523

博士毕业生

人数（人）

695

518

589

721

295

2301

5119

比率（%）

26.47

39.00

23.77

41.61

16.61

28.16

29.75

资料来源；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省，2012a）、『学校基本

調査』（文科省，2013）制成。

1.2 研究生院重点化实施以后

分析 2009年度的大学教师录用人数可知，该

数据为11,066人（文科省，2012a）。该年度博士毕

业生人数为 16,463人（文科省，2013）。假设该年

度大学教师全部从应届博士毕业生录用的话，约

有69%的博士生能就业，但实际上，与重视应届毕

业生的民间企业不同。大学从政府机关及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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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录用人数和博士后往届毕业生的录用人数合计

为 9,881人，占教师录用总人数的 90%，应届毕业

生的录用人数为 1185人，只占教师录用总人数的

10%。由此可导出2009年度博士毕业生的大学就

业率为7.1%：

1,185人（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人数）÷16,463

人（博士毕业生人数）=0.071，即就业率为7.1%。

高校就业率从1988年的31%大幅度降至7%，

即14名博士毕业生中只有1人能成功应聘大学教

师的岗位。从不同专业分析 2009年度的就业率

（参照表 2），可发现大约每 20名希望成为大学教

师的理科专业博士生中只有 1人能够被录用，就

业形势严峻（自然学科 6%、工程学 5%、农学

3%）。而除大学教师岗位之外几乎无处可去的文

科专业博士毕业生能被录用的比率，人文科学为

6%，社会科学为13%。这意味着大约每17名文科

专业博士毕业生中只有1人能够成为大学教师。

表2 2009年度博士应届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录用率

专业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工程学

农学

医学

合计

应届毕业生被录用为

大学教师的人数（人）

80

163

86

176

38

502

1045

博士毕业生

人数（人）

1370

1285

1483

3714

1114

5026

13992

比率（%）

5.84

12.68

5.80

4.74

3.41

9.99

7.47

资料来源；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省，2012a）、『学校基本

調査』（文科省，2013）制成。

同时，也不能忽视往届博士生的存在。很多

博士生虽在期限内修完博士课程，然而由于无法

就业或未被录用为博士后，只能选择在留级、休学

并保留学籍的情况下尝试求职。如果将这一群体

的数据纳入计算，得出的竞争率将更高。此处的

博士毕业生包含取得博士学位者和修满博士课程

学分后退学的学生。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往届的

博士毕业生中未被录用为博士后或未能成为研究

员的情况将在后文中分析，在此不纳入讨论范围。

其次，通过计算日本博士学位平均攻读年数

可知，2011年博士毕业生平均为 3.7年，其中文科

专业博士生在册年数分别为人文科学4.7年、社会

科学4.3年（文科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12c）。

在博士课程第 3年后，博士生基本具备修满学分

退学（修完博士课程）的必要条件，并能够以应届

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就业。考虑到上述潜在的博士

学位应届毕业生这一群体，修完博士课程的学生

人数则为该年度毕业生人数的约1.7倍，此倍率若

适用于2009 年，则近28,000人。若将该数据纳入

计算，则高校就业率为4.2%，这一数字和博士生对

就业形势的实际感受也较接近。表3显示了将往

届入学者考虑在内后实际增加的系数。

表3 往届入学者造成的倍率增加（2011年度）

不同专业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工程学

农学

医学

其他

合计

平均在读年数（年）

4.7

4.3

3.4

3.3

3.7

4.0

4.0

3.7

倍率增加幅度（倍）

2.7

2.3

1.4

1.3

1.7

2.0

2.0

1.7

资料来源来源；根据文科省科学技術政策研究所『我が国の博士

課程修了者の大学院における修学と経済状況に関する調査研

究』（2012c）制成。

同时，根据专业不同，博士毕业平均需要的年

数也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文科专业博士毕

业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参照上文表 3）。下页表 4

显示了补充往届生数据后各专业的录用率。

在所有博士生中成为名列前茅的 4%非常困

难。博士生需要有才能，并且勤奋努力，拿出成

果，此外还需要运气。究其原因，竞争大学教师岗

位的对手不仅有在读的博士生，还包括具有博士

后、研究员和外聘讲师的经历、学术成绩和教育经

验非常丰富的竞争者以及具有实际社会经验、已

取得实绩的对手。

大学录用教师人数从 1988年度的 7,994人增

加到 2009 年度的 11,066 人，约 20 年间增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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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然而，博士应届毕业生录用人数反而从1,626

人减少至 1,185人（文科省，2012a）。由于博士生

人数增加导致的竞争激化以及人才能力整体水平

下滑，博士毕业后直接成功应聘大学教师的毕业

生人数减少，再加上公务员和企业家跳槽到大学

以及来自博士后的竞争等，使得应届毕业生高校

就业比例降低。应届毕业生在业务能力和教育履

历方面不敌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进修博士后或

从事外聘讲师的同时，还要为应聘正式编制的大

学教师做准备，就业负担更为沉重。同时，现在大

学对实践型教师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实用科学相

关专业对“纯粹培养”型的博士毕业生的需要正在

减少。博士生毕业后成为大学教师的这一传统就

业方式现在只占总体就业选择的约4%，可见这一

就业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

2 博士毕业后的录用情况

2.1 博士后的录用情况

除应届毕业生外，被录用为大学教师的人多

来自政府机关、民营企业、个体经营、博士后、研究

员、临床医生等。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

省 2012a），2010年度政府机关、民营企业、个体经

营人士被录用为大学教师的人数分别为：政府机

关 492人、民营企业 1,048人、个体经营 125人，三

者录用比率均较高。此外，上述人士被聘为教授

的情况最多，这是因为教授这一职位要求社会业

绩和社会经验，所以在各行各业中实际业绩丰富

的人更符合要求。而在狭窄的科研领域长年从事

研究的博士生由于年龄等缘故已难以走上公务员

或民营企业的就业方向。再加上缺乏实际的社会

经验，个体经营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在政府和

民间等机构积累经验和成绩后再重新应聘大学教

师并不现实。另外在此需说明，临床医生被聘用

为大学教师的人数多达2,941人，然而医学博士大

部分走上医生岗位，故在此不作讨论。

对博士生来说较为现实的选择是，先争取成

为博士后或其他研究员，并在博士后期间为应聘

大学正式编制的教师做准备。博士后一般由日本

学术振兴会（以下简称为学振）和（日本）科学技术

振兴机构（JST）等机构资助，其他类别的博士后还

包括产业综合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通信综合研

究所、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原NASDA）等机构

的研究员。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省，

2012a），2010年度大学聘用博士后和研究员的人

数分别为 845人和 1,286人。通过该途径被录用

的博士生主要任助教或助手职位。

根据学振（2012、2013）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读

博士生中近 3成（2008年 28%、2009年 29%、2010

年30%、2011年23%、2012年26%、2013年26%）被

录用为DC（DC指以博士在读研究生为对象的特

别研究员），毕业后被录用为博士后的博士生中

96%都可就业于专职的研究类岗位。上述说法容

易让人产生“近 3成的在读博士生中，96%都可就

业于专职的研究类岗位”的误解，然而实际情况却

与此大相径庭。

实际上，以2011年度为例进行分析可知，相对

于博士毕业生人数的 15,892人，博士毕业后被录

用为博士后的人数为 529人，仅 3.3%能被录用为

学振的博士后（文科省 2013，学振 2013）。而且即

使被录用为博士后，根据学振自主进行的就业情

况调查结果显示，博士后 3年间或者博士后任期

结束后能走上专职的研究类岗位的人数比例为

61.6%，5 年后为 92.5%，10 年后为 96%（学振，

2012）。然而这一数据排除了博士后任期结束后的

表4 博士应届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录用率（2009年度）

不同专业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工程学

农学

医学

其他

合计

新录用

人数（人）

80

163

86

176

38

502

16

1185

数据补充后的

毕业生人数（人）

3699.0

2955.5

2076.2

4828.2

1893.8

10052.0

3794.0

27987.1

录用率（%）

2.16

5.52

4.14

3.65

2.01

4.99

0.42

4.23

资料来源；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省）和『学校基本調査』

（文科省，2013）及文科省科学技術政策研究所『我が国の博士課程

修了者の大学院における修学と経済状況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2012c）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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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者。此处“下落不明者”所占比例较大（实

际数据未公开），他们基本指被视为失踪、死亡等不

太理想的状态的人，因此博士后走上专职研究类岗

位的实际数据应该比学振公开的数字更低。

同时，学振定义的专职的研究岗位极有可能

包括博士后，且可以认为博士后的延期和更新、对

新博士后的录用等情况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博

士毕业生中仅3%被学振录用，因此不能将学振的

博士后就业率视为实际博士后就业率。

2.2 对其他途径的录用几率的考察

2012年的 16,260名博士毕业生中，除医学专

业博士毕业生外，占总人数 6成（文科专业 7成以

上）的毕业生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下面分析该毕

业生群体成为大学教师的可能性。

在成功应聘大学教师的人当中，博士毕业生

以外的“其他”群体被录用的比率明显较高，例如

2009年度达 2,668人（文科省，2012a），其中，由该

群体出任的大学职位为教授 374 人、副教授 395

人、讲师637人、助教992人、助手261人。一般认

为教授、副教授等中高级职称多由转行而来的企

业家或因工作调动而来的其他大学教师担任，然

而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毕业后并未直接走上大学

岗位而是从事其他工作的博士生中也有一些人成

为大学教师，在此考察的就是此类毕业生的录用

率。另需说明，博士生一旦毕业，将难以跟踪了解

隶属博士后等组织以外的毕业生情况，目前也没

有准确的调查资料显示该类毕业生中有多少人继

续以成为大学教师为就业目标。虽然以下观点会

使推论篇幅增加，但此处仍假设多数毕业生在从

事非正式职员、打工等短期工作或处于无职状态

的同时仍希望成为大学教师。

根据“关于博士生、毕业生就业意识的实际情

况调查报告书”（未来工学研究所，2009），针对博

士毕业后走上大学教师岗位的 3,998名毕业生进

行的调查显示，53%的毕业生在博士毕业后直接

任职为大学教师。该调查是从平成 19年度（2007

年度）的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中抽取样本进行的

调查，准确度较高。根据该调查结果计算可知，博

士生在毕业后不进修博士后，而是经历无职或打

工状态后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文科、理科专业都

在 0.7%左右。需说明这一数据为文科、理科的综

合数值，文理专业可能分别存在一定程度的误

差。由数据可知，如果博士生在毕业后未能直接

成为大学老师或博士后，其将来成为大学教师的

几率只有0.7%左右，可以说极其困难。

3 从文理科看博士后录用几率

前文论述了博士生的就业情况根据其专业不

同会出现差异，而理科专业中差距较大。尤其是

在博士毕业后能否取得博士后或研究员名额方

面，文科和理科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学术领域

的不同，理科有些专业具备供毕业生暂时留校继

续从事研究的条件，8成以上的毕业生能成为博士

后或研究员；与此相比，文科专业主要以学振的博

士后为主。在此分开讨论文科、理科的情况。首

先探讨就业方向局限于研究类岗位的文科专业，

文科可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两门学科

就业岗位和就业比率基本相似，因此统称为文科

一并分析。

3.1 文科专业的情况

文科专业博士毕业生人数在 2003年为 3,348

人，2010年为 2,621人，2012年为 2,573人，基本维

持在3,000人左右。2012年2,573名文科专业博士

毕业生中，取得博士后的人数为329人，即约12.8%

被录用为博士后（文科省2013）。而2012年度学振

在该领域录用的博士后人数为203人，文科博士毕

业生中取得学振博士后名额的约占 6.6%（学振

2013）。此外，根据文科省（2012b）的调查，文科专

业博士后人数为2,133人。博士后经常会出现多次

签署协议书的情况，博士后任期结束后再次取得其

他机构博士后名额的人数比例约为30%。同时，文

科专业博士后任期结束后，19.4%的人被聘用为正

式编制的大学教师。总的来说，文科博士毕业生中

约 2.5%在结束博士后任期后，能成为正式在编的

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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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科专业的情况

理科专业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工程学、农学、

医学等领域。由于理科专业博士毕业生根据专业

方向不同差异较大，故在此分别讨论。2012年理

科专业博士毕业生人数为 11,191人，不同专业的

数据如下：自然科学 1,358人，工程学 3,561人，农

学 1,004人，医学 5,261人（文科省，2013）。此外，

2012年度学振在理科领域录用的博士后人数为

529人（学振，2013），即理科专业博士毕业生中被

学振聘用为博士后的人数比例约为 4.7%。同时，

2012年度博士毕业生中取得博士后名额的比率分

别为自然科学367人（27%）、工程学445人（12%）、

农学 143 人（14%）、医学 210 人（4%）（文科省，

2013）。此外，根据文科省（2012b）的调查，2009年

度理科专业博士后人数分别为自然科学4,754人，

工程学 4,267人，医学 2，107人，农学 1,641人，总

计高达 12,769人，可见长期内多次签署协议书的

人数较多。而理科专业博士后任期结束的 4,958

人中，595人成为大学教师，占 12%。根据不同专

业方向来看，自然科学10.8%、工程学11.9%、医学

15.6%、农学 10.6%的博士后成为了大学教师。即

除去多数成为医生的医学博士，理科专业博士毕

业生5,923人中的13%被录用为博士后，而任期结

束的博士后中有 11.3%能成为大学教师。然而理

科专业博士生毕业后就业方向还包括企业和医院

等机构，选项较丰富，且这些机构为理科毕业生的

主要去向。据调查（文科省，2013），理科各专业博

士毕业生除大学教师以外的正式就业人比率分别

为：自然科学 37%、工程学 60%、医学 71%、农学

41%。可见，工程学和医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与其

他专业相比更容易就业，同时可知理科专业中自

然科学的毕业生要想实现正式就业比较困难。

4 对未来形势的预测

本节将探讨今后博士生人数的变化趋势。

1990年至2011年间，博士生入学人数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增加，到 2003年度入学人数为 18,232人

达到顶峰，随后的 2004年度为 17,944人，2005年

度为17,553人。可见近年来博士生入学人数处于

缓慢下滑的趋势（文科省2013）。同时考虑到研究

生院规定招生人数的限制，预计今后博士生入学

人数将稳定保持在1万5~6千人。

4.1 对大学生人数及大学教师岗位数增减情况

的预测

针对日本私立大学的数量，文部省一直采取

限制新办大学数量的方针。然而随着政府限制放

宽，1991年开始，大学办学的批准条件更为宽松，

因此全国的私立大学从1990年度的372所大幅增

加到 2012年度的 605所。受此影响，大学入学率

开始上升，1991 年度 25.5%的大学入学率，到

2009年超过 50%达到 50.2%。现在，大学市场出

现饱和，入学率增长出现停滞，2012年度止步于

50.8%。同时，由于少子化趋势不断加深，18岁人

口一直保持在 120万人左右，预计 2018年以后将

再次开始下跌，到 2023年度会减少至 107万人。

这必然会使大学入学人数减少。

此外，2012年度入学人数低于规定招生人数

的私立大学已达总数的 45.8%（日本私立学校振

興・共済事業団 2012）。在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已

成为全国性课题的情况下，文科省于 2012年 6月

公布了『「大学改革実行プラン」について』（文科

省，2012b），明确提出“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大学

等机构应退出市场”的方针，采取严格措施整治经

营状况和教育环境等方面存在问题的私立大学。

2012年9月公布的“下一年度预算要求”中也涉及

了补助金重点发放等措施（文科省，2012c），以加

速推进停止招生、大学停办和合并工作。目前日

本的大学已形成以下局面：“1万人规模的大学只

有60几所，然而其招生人数却占到全国所有生源

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则由近500所大学你争我抢，

这就是现在日本大学市场的现状，因此被淘汰也

毫无办法”（諸星，2008）。考生集中报考办学规模

较大的名校，拥有新办本科学院的大学及规模较

小的单科性大学争夺剩下的生源。并且由于学生

招不满，后者面临着经营困难的问题。考虑到

2018年开始18岁人口将逐渐减少，10年后即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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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所私立大学宣布破产也不足为奇。2010

年，三重中京大学、圣托马斯大学等5所大学停止

招生，2013年东京女学馆大学停止招生。今后不

可避免会出现经营基础较薄弱的地方中小规模私

立大学逐步停止招生或停办，最后破产的情况（安

田，2012）。

大学因停止招生或停办等原因而被淘汰，直

接意味着大学教师岗位会减少。这不仅会导致工

作岗位的减少，还意味着随着大学破产，失去工作

的大学教师会再次走入求职市场。不难想象，工

作岗位数量原本已持续减少，而在原单位已获得

丰富教学经验和实际成绩的大学教师们又重回就

业市场，岗位争夺战只会愈演愈烈。同时根据日

本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諮問会議とりまと

め資料等 平成18年 経済財政運営と構造改革に

関する基本方針 2006』显示，针对文教、国立大学

运作费用拨款，为贯彻高效化规定，各年度预算额

名义值与上年度比值定为-1%（年率）。国立大学

运作费用拨款与上年度比值削减1%，因此国立大

学的专任教师岗位也会不断减少。

4.2 专职岗位和非专职岗位（外聘、有任期岗位

的变化趋势）

根据文科省的调查显示，2012年大学在编专

职教师人数达 177,570 人，外聘教师人数达 191,

308人，外聘教师占大学教师总体的比率为51.9%

（文科省 2013）。外聘教师比率的长期变化趋势，

计算如下：1960年为27.2%，1970年为35.9%，1980

年为 39.0%，1990 年为 42.1%，2000 年为 47.7%，

2012年为51.9%。可见外聘教师人数比率一直处

于上升趋势，目前其涨幅已超过50%。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大学通过增加聘用工资

较低的外聘教师来降低人员开支。考虑到少子化

使多所大学面临经营危机，因此这一倾向也是必

然的。在美国，外聘讲师的待遇也成为重大问

题。现在大学逐渐商业化，大学的经营状况被置

于优先地位。由此专职教师规模被缩减，被视为

廉价劳动力的全职及兼职的非专职教师人数持续

上升。举例来说，美国所有大学教师中，专职以外

的教师人数在 1969 年只占总体的 3.3%，然而到

2006年该比例升至 65%（AAPU）。在日本，预计

今后专职岗位的比率也会持续减少，非专职岗位

的比例将进一步扩大，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5 结 语

前文概观了日本博士毕业生成为大学教师的

几率。在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实施前，成为大学

教师原本就绝非易事；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实施

后，其难度急剧增大，现在来看可以说更是难上加

难。如果今后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这种严峻形

势就无法得到改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1988年博士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的就业率约为

30%，到 21 年后的 2009 年大幅度下滑为 3%左

右。据推测，博士后等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为文

科 2.5%、理科 1.5%，此外往届毕业生通过其他途

径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约为 0.7%。即博士毕业

后，30岁前能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为文科 3.7%、

理科2.5%，经历博士后或外聘讲师阶段、在30~49

岁间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为文科 2.5%、理科

1.5%，通过其他途径成为大学教师的几率约为

0.7%；而博士生中最终获得大学教师职位的比率

文科约为 7%、理科约为 5%（参照表 5）。此外，普

通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和名校毕业的博士生差距较

大。虽然这种大学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但是目前

尚无相关先行研究。

表5 博士毕业生应聘大学教师岗位录用几率

应届（包括留级）

往届（博士后、研究员）

往届（外聘、其他）

合计

文科（%）

3.7

2.5

0.7

6.8

理科（%）

2.5

1.5

0.7

4.7

注：不包括医学博士。

资料来源：根据『学校教員統計調査』（文科省，2012a）、『「大学改革

実行プラン」について』（文科省，2012b）、『我が国の博士課程修了

者の大学院における修学と経済状況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文科省，

2012c）、『学校基本調査』（文科省，2013）、『特別研究員審査・採用

状況』（学振，2013）、『博士課程の学生、修了者等の進路に関する意

識等についての実態調査報告書』（未来工学研究所，2009）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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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篇提到，针对博士毕业生应聘大学教

师的就业率，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为14%，而本文

推导出的数据为 2.5%~3.7%，两者差距较大。笔

者推断其原因如下：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对如今

博士生严峻的就业形式应承担责任，以及从大学

经营的角度来看，为了掩盖博士生就业难的现实，

各大学上报给文科省的数值和文科省公布的就业

率都是在未对职业类别和就业形式进行明确分类

的情况下算出的。

实际上，就业方向仅限于大学教师的文科专

业及一部分理科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中，部分博士

生沦落为“高学历穷忙族”或者处于无职、失踪、死

亡等状态，这一因素不容忽视。

日本博士生教育（尤其是文科专业）以培养研

究人员为第一要义，并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或社会经验。根据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科学

技術の状況に係る総合的意識調査（定点調査

2009）総合報告書』，2009年对研究人员展开的意

识调查显示，针对“鼓励具有理想能力的人才读博

深造的环境是否完善”“具有理想能力的人才是否

希望读博深造”的提问，调查对象的打分分别为23

分和28分（满分100分）。由于文科省和大学无法

改革相关社会体制，因此也无法强制民间接收其

不需要的人才。研究固然重要，今后仍需注重。

然而在有限的制度下，很多大学为了达到规定的

招生人数而招收能力不足的学生，或者鼓励有能

力的学生深造博士的环境过于恶劣，这会导致优

秀生源目睹博士毕业生的艰难就业前景后对博士

敬而远之。博士毕业生如果无法发挥自身的价

值，对于国家来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这也是国家

政策失误带来的后果。

要解决上述问题，大学和文部科学省应先承

认现实。同时，由于国家无法强制社会大量吸收

博士毕业生，因此文部科学省和大学自身应从根

本上改变政策。

首先，应从预算分配标准中剔除博士生规定

人数充足率这一指标，在此基础上添加博士生研

究成果量和就业率，尤其是博士毕业生应聘研究

类岗位的就业率等指标，以确保预算分配的效果。

其次，国家要求拥有博士点的大学匿名公布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并尽量做到具体和明确，

这也不失为有效之策。该措施可淘汰水平较低的

研究生院，同时提高研究资质和能力较低的生源

入学门槛，确保教育的严谨性和质量。如此一来，

博士生人数得到限制，博士毕业生的人才质量则

会随之上升，企业等机构对博士毕业生的录用也

会更为积极。上述结果可催生良性循环，使优秀

生源愿意继续深造。同时，对希望读博的学生来

说，准确信息的公开是帮助其进行准确、合理判断

的重要因素。

日本博士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已持续 20多年

之久，采用上述对策也无法在朝夕之间解决该问

题。希望本文可以为日本与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制

度改革提供参考。可以适当增加对中国目前博士

生培养或就业现状的了解，这样更有借鉴意义。

今后，笔者也将继续研究解决该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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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for Japanese Doctoral Students Applying for Univer⁃
sity Teaching Positions

Abstract: Japanese doctoral graduates are facing great difficulties finding employment. By utilizing the data publish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is study proves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recruitment rate of Japanese doctoral students who applied

for jobs as university teachers is much lower than the rates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other subjects. Only 3.7% of the

doctoral graduates in liberal arts and 2.5% in science have applied for the post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successfull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is gap,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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