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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设置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意义重大。目前我国保险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尚处于初步阶段，其课程设置也在摸索之中，不能完全适应保险业发展对专
业人才的要求。文章在介绍我国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课程设置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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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硕士专业教育发端于英、美、澳等发达国家。为了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先后开展了保
险硕士专业教育。1980 年，我国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作为朝阳产业，保险业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存在经营
管理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益复杂的风险环境对应用型保险人才培养的需求变
2010 年，我国国务
得十分迫切，保险业深入发展对保险人才的需求也更加具体化和专业化 ，在这种背景下，
院学位委员会第 27 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硕士等 19 种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启动了我国保险硕士的培养
工作，并通过了《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 试行） 》作为保险硕士培养的纲领性文件。 保险
硕士专业学位（ 下简称保险专硕） 的开设，对解决我国保险行业面临的经营与管理人才队伍不足与人才结构
不合理的制约保险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我国保险硕士培养刚刚起步 ，经验还不丰富，培
养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值得探讨 ，本文拟就保险硕士课程设置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我国保险专硕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现状
2011 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等 25 所高校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
第一批招收保险专硕的院校。随后，学位办又陆续批准一批高等院校开设保险专业硕士 ，使保险专业硕士教
育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保险专硕教育在保险研究生教育中逐步普及 ，成为学生继续攻读保险专业研究生的
重要选择方向，保险专业硕士教育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可 。
各校按照《保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 试行） 》的要求，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办学特
点，设计了自己的保险专硕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目前全国保险专硕开设的课程可划分为三类 ： 一类是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如英语、科学社会主义等，这部分校际之间的一致性较高。 二是专业基础理论，
如保险学、风险管理、保险数学、保险财务分析、保险法律与监管等，这部分课程是属于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统
一要求，故各校之间在具体名称设置上略有差异 ，但差别不大。三是专业选修课，也是最具各校特色的部分，
校际之间的差别较大，具有共同性的课程包括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保险经纪与公估、理财规划等。 从各高
校保险专硕课程设置看，其特点表现为：
一是以 2 年学制为主。学制方面，大部分高校均采用 2 年制。保险专硕开设以来，大多数的学校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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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科学型研究生采用 3 年学制不同，将学制定为 2 年，第一学年为授课时间，第二学年为实习、撰写毕业
论文时间。学制时间的减短，有助于专业型研究生尽快就业，符合培养专业型研究生为应用高级人才的开设
目的，但是也存在学年短而造成所学内容不够完整等问题 。
二是课程设置目标不明确。通过各校培养计划、课表可见，目前大部分高校在专业型与学术型研究生的
培养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专业性和应用性特点不够突出，实践课程学时所占比例少，具体安排也不够完善。
三是课程结构有共性也有区别。一方面，基本上各高校都开设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风险管理、保险法
律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与实践联系较为密切，在保险工作中运用广泛，，有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另一方
面，各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各有特色。如，部分高校将精算作为必修课。南开大学将精算学，西南财经大学将
非寿险精算作为保险专硕必修课 ，首都经贸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专业必修课设置中也都有保险数理基础和保
险精算等。再如，部分高校有开设金融经济方面的课程 ，注重知识框架的完整性和专业知识的广度，如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部分高校开设的课程比较偏重保险专业各细化方向 ，注重专业知识的深度，如南
开大学提供了风险管理和国际保险两个方向供选择 ，其菜单课程较为详细和具体。
四是课程设置中普遍缺乏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课程 。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开设经济学的基础课和计
量经济学等课程。尽管保险专硕属于应用经济学科，经济学知识和基础的扎实程度对于全面掌握及理解相
关知识密切相关，但在各高校中，仅西南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开设了经济学的基础课 ，仅南开大学开设了计
量经济学的课程，其他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基本都无经济基础课程的身影 。
五是课程实施存在隐忧。有些高校的理论型保险师资力量可能存在不足 。 如广西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原本并无保险学术型课程，在国家增设专业型硕士的大潮中开设了保险专硕，存在缺乏保险研究生教育经
验、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我国保险专硕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 一) 课程目标不明确，规范化程度低
课程设置的结构、内容及实施均应围绕课程目标进行 ，因此，课程设置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课程目标 ，其
［1］

是否准确合理，对整个课程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 但在我国的保险专硕教育中，课程设置目标存在以下
问题：
一是课程设置目标错位。保险研究生教育包括科学型保险硕士学位和专业型保险硕士学位两种 ，培养
［2］
类型不同，则在培养目标上就应有所区分， 但目前的保险研究生课程设置无法体现这种区别。 有的高校
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保险专硕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等都是模仿学术硕士，课程设置雷同，甚至不同类别
和规格的研究生同堂上课，这实际上是抹杀了保险专硕的专业学位特点 ，也背离了保险专硕的培养目标。
二是课程设置目标缺乏相对同一性 。保险专硕的课程设置可以也应当凸显各高校的特点 ，使人才培养
各具特色，各显优势，但课程设置目标应有共性，也应有全面、长远、系统的规划。但，我国各高校在课程设置
上过多地考虑了自身的保险学科专业发展水平 、师资条件和专业理解，更多地服从于办学的可行性而非必要
性，各校均不同程度存在因人设课现象 ，某些应该开设的课程因师资不足而被迫取消 ，使得不同高校保险专
硕的课程设置迥异的现象严重，保险人才的培养规格没有同一性。此外，有些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不考虑保险
学科和保险专业的结构体系，片面解读保险专硕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 、社会需要的观点，频繁依据保险行业
的短期发展重点和暂时变化来调整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使得课程设置欠缺基本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 二) 课程设置体系不合理，内容不科学
我国各高校的保险专硕的课程设置均或多或少存在体系不合理 ，内容不科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3］
第一，课程分类随意。课程分类是课程设置的先决条件。 我国高校关于保险专硕的课程分类，目前大
多是简单移植本科课程分类标准 ，基本没有考虑研究生的培养特性，缺乏统一的名称标准。现行分类或基于
学科架构而形成，或基于课程的显著特征而命名，五花八门。如有的高校采用学位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
业选修课的三分法，有的则将课程类别定为公共必修课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还有高校采用了核心课、
实习实践课等的划分标准。尽管基于多种标准来设置课程模块确有必要 ，但过于随意的分类标准也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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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硕课程的规范化设置，不利于课程的信息化建设，也不利于不同高校建立学分互认体系 。
第二，课程模块比例失当。这表现在： 一是公共课和专业课占比失调。各高校保险专硕研究生课程总学
分一般在 33 个左右，而包括外语、政治在内的公共课学分就占了其中的约 25% ，此外，实践、实习、论文写作
等均需计算学分，因此，密切和保险专业相关的素质和技能课程的的学习时间就被挤占 ，专业课程的设置空
间和余地就受到极大影响。各高校的保险专业必修及选修课程开设门数普遍偏少 、学时学分要求相对不高，
内容安排上也不够充实。这既不利于保险专硕研究生夯实保险专业基础 ，也不利于其跟踪保险学术前沿动
态和掌握保险实践技能。二是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配置不当。跨专业、学科和学术交流课程有助于保险专
硕开拓视野、提升综合能力，也为其学术交流和碰撞提供了窗口 ，因此，应在课程设置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各
高校在课程设置模块上普遍存在比较或过于重视专业必修课程而忽视选修课程及补充课程的问题 。各高校
在制定以及修订保险专硕培养方案时 ，尽管对跨学科课程的选修也有规定，但在实施中，因为没有详细的标
准及要求，且配套条件相对欠缺，课程开设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三，方法类课程普遍缺位。高校对方法类课程大多不够重视，部分高校认为保险专硕教育重在应用性
［4］

而非理论研究，因此方法类课程可有可无； 部分保险专硕教师认为方法的讲授融入到保险专业课程的学
习中即可，无需另行设置单独讲授。但在实际培养中，保险专硕研究生运用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能力普通不
高，平时的课程作业或报告缺乏条理 ，硕士学位论文或报告的写作质量和水平也堪忧 ，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也
不利于学生在就业后迅速适应并完成岗位职责 。
第四，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关系处理失当 。保险专硕旨在重点培养适应保险行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技术
人才，但应用及技术人才的培养也不能忽视甚至是无视专业基础理论的稳固程度 。从目前高校保险专硕的
课程设置看，一方面，缺乏基础理论课程的存在，许多高校的都没有开设基础的中级宏 、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学课程，而这些基础知识的教育无论对于学术型还是专业型的学生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保险
专硕的实践型课程的设计应当突出实践和应用性 ，应该通过课程学习来解决实际问题 ，但各高校的所谓实务
课程的设置多流于形式，其课程及教学内容设置与科学型硕士的一致或者类似 ，其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
呆板，实践课上讲“理论”而不提实际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样的课程设置容易导致保险专业型硕士在理
论基础不扎实的同时也无法体现专业应用型的优势 。
( 三) 课程实施方式单一，手段落后
各高校保险专硕的课程实施方式未实现和达到研究生课程体系的目标和要求 ，存在教学内容陈旧，课堂
教学方式单调，手段落后等问题，课堂实施效果远远无法体现保险专硕研究生教育应有的宽广度和纵深度 ，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课程没有突出研究生课程的研究性和自主性 ，过于偏重知识灌输而非能力培养。二
是部分课程与本科阶段课程同质性强 ，在教学内容上没有与本科课程拉开档次，教学方法也没有改革和创
新。如多所高校开设的“保险学研究”课程、部分高校设置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和“寿险精算 ”等课
程。三是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或是能力水平有限 ，对教学内容没有精心选择和设计，相关课程内容重复交
叉，关键内容又存在遗漏，保险学术前沿和实践动态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反映 。四是课程实施过于强调保险人
才培养的普遍性，而忽视了研究生个人的研究兴趣、专长和职业规划。

三、改进保险专硕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建议
( 一) 创新保险专硕培养和课程设置理念
作为高层次保险人才培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专硕教育 ，应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来作为指导。
通过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和系统的调查 、总结、研究，在保险专硕课程设置上，应特别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
保险专硕的课程设置目标是培养“大金融背景下的高层次市场型、应用型保险人才 ”，这既是我国保险业发
展的需要，也是拓宽学生就业渠道的要求。第二，保险专硕的课程设置必须及时更新，反映学术前沿动态和
实务发展状况，体现先进性。课程内容应真正有助于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第三，保险专硕的课程实
施方式和手段必须创新，提倡“实践型教学”与“探究型学习 ”。 第四，保险专硕的课程建设支撑体系必须能
在师资、投入、制度等各方面为课程建设提供激励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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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更新保险专硕课程设置体系
1． 科学设置课程模块。保险专硕的课程体系可设置为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和补修课程三大模块。 其
中，学位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培养其基本技能 ，是各研究方向的必选课； 非学位课
程则侧重于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和开拓视野 、提升技能，包括必修和选修课程两类； 补修课程则主要为非保险
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也可供其他学生选修，以使其进一步稳固保险专业基础，可不计入总学分。
2． 大力推进学位课程改革。一是要加快政治及外语类基础课程的形式和内容更新 。二是要重视研究方
法课程建设，将文献检索和查新、调查报告写作、社会调查和统计、经济计量及软件运用等相关的方法论课程
纳入到学生的课程体系。三是要增加面向实践的课程。实践课程可依照保险业务经营的实务要求来设置，
如保险产品开发与设计、保险营销技巧与策略、保险核保与理赔、保险投资分析等。
3． 合理布局非学位课程备选方向及科目 。从国内外的发展实践来看，保险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十分成熟。
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是进入保险行业的条件之一 ，也是很多岗位聘任和晋升的重要条件，因此，在课程设置
方面，保险专硕的课程可根据国内外保险业和风险管理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大部分科目来设置 （ 见表
1） ，这样，学生既可通过课程学习在就业后迅速获取相应从业资格 ，也能充分利用社会和行业本已存在的教
学资源如案例、教材和成熟教学理念来发展专硕教育 ，还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
表1
职业资格类别

保险专硕课程方向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

保险专硕方向

具体课程设置

寿险理财师
寿险规划师

寿险方向

寿险产品开发与设计、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寿险核保与理赔、医疗
保险与健康管理

企业风险管理师、理
财规划师

风险管理与理财
方向

风险评估、企业整体化风险管理、退休养老规划、财富管理与个人理
财

保险代理人资格、保
险经纪人资格、保险
公估人资格

保险中介方向

保险代理人理论与实务、保险经纪人理论与实务、保险公估人理论
与实务

保险精算师

保险精算方向

风险理论、寿险精算实务、非寿险精算数学与实务

非寿险管理师
非寿险核保师、非寿
险理赔师

非寿险方向

非寿险核保与理赔、汽车保险理论与实务、责任保险与社会公共管
理

( 三) 改革课程实施方式，提升课程实施效果
［5］

一是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观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保险专硕的课程设置包括理论和实
践两部分。实践教学体系包括课内实践和技能训练两类 。课内实践要在校内进行，可综合通过保险案例分
析、保险险种及服务分析、保险经营环节流程的实验和实践教学 ，达到培养和提升保险专硕保险经营技能的
目的； 技能训练则可在保险实习基地开展 ，通过到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监管部门的考察、交流和实习训
练，来增强保险专硕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应该转变教育观念，既注重课堂理论教学，又注重实
践教学。在课堂教学方面，改变“知识灌输”的传统手段，采用“探究性 ”教学方法，在实践性教学方面，则要
灵活运用社会调查、参观交流等各种实践形式，提升学生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二是要以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 ，改革保险专硕评估模式和体系。在国外，实践环节
［6］

占学生最终成绩考评的比例可达到 50% ， 为了培养出创新型应用型保险专业人才，保险专硕评估学生的
导向必须进行改革。目前片面依赖笔试成绩的评估模式 ，只会导致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脱节，只会理论不会应
用的现象严重，且忽视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因此，应减少笔试对学
生评估所占的比重，适当加大论文、调查报告、实践处理能力等能够促进学生专业素质 、人文素质、创新能力
提高的多方面考核的比重。

第1 期

姚壬元

保险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问题探讨

77

参考文献：
［1］刘 晖，候春山． 中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2］李其龙，陈永明． 教师教育课程的国际比较［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3］钟启泉． 现代课程论（ 第二版）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4］朱永东，罗尧成，叶玉嘉． 理工科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现状调查及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
（ 10） ．
［5］陈桂生． 变化中的“课程”概念［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6］李海生，范国睿．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 7） ．

Discussion on Curriculum Design Issue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Master of Professional Insurance
YAO Ｒenyuan
（ School of Finance，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design affects the degre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specifications directly． Currently，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Master of Professional Insurance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and its curriculum is also in the dark，cannot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Master of Professional Insurance，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its existence，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 Master of Professional Insurance； curriculum design；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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