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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和指标。基于研究生满意度的质

性分析表明,学生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有所偏差:一方面以就业作为重要期望值的满意度评价容易造成重

结果轻过程的教育评价观;另一方面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态度与真实的教育质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过分

强调学生的满意度可能会对教育质量构成威胁。关注研究生满意度的动态变化,对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和学

习结果进行整体评估,将反映出较真实和客观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与此同时,将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教育理性

进行整合,方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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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满意度作为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受到学校管理

的高度推崇。随着工商企业“全面品质管理”理念受

到教育学者的重视,传统的以组织使命和目标为导

向的决策和改进策略受到了挑战,现代的品质观点

将重心转移到了顾客,即先评估顾客需求、期望和满

意水准,再评估组织绩效,然后找到顾客满意度和绩

效之间的差距,再寻找改进方向和策略。整合传统

的以组织使命和远景为导向的品质观念和现代以顾

客为导向的品质观念,是定义、评估和改进教育品质

的最佳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公共问责的日

益增长和院校竞争的加剧,以及有关学生满意度与

学习动机、学习成绩之间关联的相关研究的影响,对
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和大学

的关注。在美国,有关学生满意度的系统调查持续

了许多年,调查目的在于提升教育质量和保障学生

权益;英国2005年由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开展

了针对本科生关于学习经验的全国大学生调查;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大学也通过对学生参与的调查来

提高对学生参与大学教育的理解[1]。
在我国,近年来研究生教育面临了重大变革:首

先是市场方面,由于高等学术机构数量的增加和高

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学校之间师资和学生的

竞争日益增强。高等院校需要重新思考经营之道,
以求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二是服务方面,
从原来的供给者导向转变为消费者导向。学生、家
长和社会对于大学的绩效要求越来越高,学校为了

获得政府、家长和社会的资助和支持,不仅需要重视

成本效益,而且需要评估学生的需求和满意度,从而

提高办学绩效;第三,就学校员工而言,教职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使得高

等教育管理者需要革新观念和举措,提升学校的竞

争力。研究生满意度是反映、监测和评估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和指标。学生满意度的调查



能更深入了解学校校园环境、课程教学、学校组织与

特色等内容,可为学校调整教学与服务、合理配置资

源、改进教育品质提供重要参考。在大学院校面临

教育政策逐渐改变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
如何深入了解研究生对学术、行政和服务的满意度,
以提高学术品质,增进行政绩效,达到满足甚至超越

顾客期望的程度,使学校资源有效配置,是提升研究

生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综合品质的重要内容。

二、有关研究生满意度的认识和研究

体验是主体亲历某活动的过程,也指通过活动

获得认识和情感的结果[2]。学习满意度是直观反映

大学生对学习体验自我评价的指标集群,既能充分

呈现大学生对于学习的评价,又极具直观性,能够反

映出大学生学习满意状态度量的水平[3]。要了解学

生满意度,首先要了解满意。心理学者指出,个人获

得他需求的就会感受满足,需求强度与满意度成正

比(Vroom,1964;Bean&Bradley,1986)。满意度

是指对一项活动的感觉或态度,来自于对需求感到

满足的程度(Flammger,1991;Kolter,1997)。学生

满意度是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经验的情感反应,它涉

及个人的偏好与情感(Reed&Downey,1986);也
有研究者将满意度认为是实际体验与预先期待的差

距(Zeithaml&Berry,1990)[4]。本研究认为,“学
生满意度”是指学生在求学阶段享有的高品质的经

验与体认,这种体验是个人主观的认识。
关于满意度的主要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Maslow,1943)、赫兹伯格(Herzberg,1967)
的双因子理论、弗隆(Vroom,1964)和埃克尔斯

(Eccles,1983)的期望差异理论、鲍尔斯的投入-产

出理 论 (Bowles,1976)以 及 顾 客 满 意 度 理 论

(Cardozo,1965)。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顾客满意度

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由高校形象、顾客期

望、感知质量、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和顾客信任等结

构变量构成的中国高等教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胡晓辉,2006;刘武,2007等)。少量研究者(杜红

梅,2003;陈巧云,2007;柳咏心,2012;黄珍玲,2014
等)通过自编量表对部分高校研究生进行满意度调

查。国内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是由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教育研究中心设计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的调查内容

包括:一是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及年

度变化;二是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包括

课程教学、科研训练、指导教师、管理与服务等方面

的评价:三是不同群体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评价的

差别。除了基本信息外,满意度问卷采用李克特五

级量表,将研究生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
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级别[5]。该研究团

队从2012年连续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查。
国家和学校层面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一致认

为,研究生对教育现状满意度不高,其中导师的指导

方式和服务质量、研究生个人背景因素对满意度有

显著影响,导师的指导通过学生满意度间接影响行

为意图。在提升研究生满意度对策方面,武汉大学

的柳咏心和康俊明(2012)认为应推进导师负责制,
加强实践教育环节,突出重点,着力解决研究生的实

际问题[6]。姚利民、黄术芳(2013)认为应从加强和

改进学校管理、课程教学,特别是提高课程结构的合

理性和实践性;增进师生关系,强化管理人员的服务

意识;根据学科差异,改善研究生学习条件;增进校

园文化等方面提升学生的满意度[7]。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通过选取典型性案例,进行跨案例分析

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和适用性。研究以采用目的性抽

样的方法,由研究小组成员根据方便性原则选取国

内双一流建设高校9名研究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结合研究生的参与式观察进行数据收集。研究实施

前研究者仔细考量了研究伦理并获得研究对象的

同意。
(一)抽样过程

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研究小组成员分

别选取有一定的人际互动的同学,一共9名研究生

作为访谈对象。由于访谈中具有的独特的人文要素

对于访谈的效度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建立一种“受访

者”感到自在的谈话关系对于访谈的深入是很有必

要的。目的性抽样使研究者在记录访谈对象的话语

同时,以观察法和文本分析法作为收集资料的辅助

方式,来保障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访谈对

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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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被研究者信息

性别 学校 学校属性 学科 类型 年级

A 女 陕西师范大学 211,985 教育学 学术型 研二

B 男 湖南师范大学 211,省重点 体育学 学术型 研一

C 男 中国传媒大学 211,985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专业型 研一

D 女 浙江大学 211,985 妇产科学 学术型 研二

E 女 南方医科大学 211,省重点 临床病理学 学术型 研一

F 女 上海大学 211,省部共建 法律硕士 专业型 研一

G 男 广东工业大学 211,省重点 工程硕士 专业型 研三

H 女 广西大学 211,省部共建 翻译硕士 专业型 研一

I 男 湖南大学 211,985 化学工程硕士 专业型 研二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通过访谈和观察收集数据。在调查开始

前,研究者给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份正式的知情同意

书以及可能涉及到的信息,包括研究的目标、研究对

象选择的标准、研究者的权益。访谈在自然的对话

过程中以非正式的方式展开,访谈提纲只提供访谈

的基本线索,被研究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回

答,不必从一套设定的答案中作选择。访谈全程录

音,以作为后续分析的资料。此外,由于被研究者多

是研究小组成员熟悉的同学,研究结合自然情境中

对个体的观察作为收集资料的辅助手段。研究者的

访谈提纲包括以下内容:(1)你能谈谈你对研究生满

意度这个概念的认识吗? (2)请谈谈对研究生教育

质量这个概念的认识,你认为研究生的满意度与教

育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3)请你具体谈一谈

对学术、行政和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如何? (4)你出于

什么目的来读研究生,你设想的研究生生活与现在

的差距大吗? (5)谈谈你与导师的关系,这与你的满

意度有关吗? (6)你的未来发展目标是什么,你认为

什么样的研究生生活是最令人满意的? 在访谈过程

中,研究者以提问和追求的方式就访谈对象的应答

进行扩展、补充和阐明,从而设法使应答内容丰富、
有深度、全面而且真实。研究使用解释性分析和反

思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三)验证

在定性资料中可以通过获取资料的范围、忠实

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三角互证的程度,以及研究者

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来分析效度[8]。具体而言:
首先,在描述效度方面,研究者采用方法三角互

证和时间三角互证的方法确保研究资料的真实性。

研究者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两种方法进行资料收

集,访谈法的运用过程中,使用录音和文本作答的方

式记录访谈内容,力求叙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同
时,研究者通过对受访者的观察来验证访谈数据的

真实程度,结果表明,研究参与者的自我报告的内容

与研究者观察到被访谈者的真实学习生活以及情感

体验所获得的数据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研究者利用时间三角互证分析资料

的可信度。研究者考虑到研究过程和变化因素,采
用横断和纵向设计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通过对

同一时间段收集到的资料的相似性进行共时效度的

分析;对不同时间段所获得的资料的稳定性进行历

时效度分析,研究表明收集到的资料具有前后一致

和共时效度。
其次,在解释效度和理论效度方面,研究者运用

现象学方法和学习体验调查备选方法来确保分析的

合理性。一方面,研究者用被访谈者的话语来捕捉

情境和事件对自身具有的意义、解释、术语和意图,
并对文本进行分类、提出敏化概念并进行理论构念;
另一方面,研究者采用学习体验调查作为备选方案

确保研究可信度。对受访者的学习体验的调查研究

结果与满意度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再次,通过与被研究者确证来确保研究的可靠

性。研究者将收集到的资料和分析的阶段性成果交

予受访者检核,通过受访者长期的实时参与,研究者

严格的独立审查、与被研究者持续的观察和沟通,来
保证研究的真实性、细节和反应的深度和对研究对

象的意义。
最后,在可外推性方面,研究者形成的理论有助

于理解其他类似的情境,但对于整个研究生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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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有待进一步确认;在评价效度方面,研究者对

访谈过程和资料进行了反思性分析,研究者希望带

有批判性的分析试图解析出访谈对象的话语中隐藏

的真实意图和背后原因的同时,对研究者自身在研

究情境中的角色、假设以及对研究对象的个人与理

论倾向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澄清并纠正研究中客位

视角的偏见或错误。

四、满意度调查的解释性分析

解释性分析主要用于对访谈和观察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细致考察和分析,以充分描述、评价和解释研

究生对满意度和教育质量的构念、主题和模式。反

思性分析主要就研究的个人直觉和教育洞察力进行

分析,期望对被访谈者提供的数据进行深层次分析。
解释性分析以Eccles&Wigfield(2002)提出的期望

价值理论作为指导,分析影响学生满意度的主要因

素,以及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期望价值

理论认为,研究学生的学习期望、对学位价值的认

知、个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投入、专业学习兴

趣和职业发展目标等方面对研究生的满意度造成影

响。满意度的理论构念和文本分类样例见表2。
(一)研究生满意度分析

1.研究生满意度的内涵理解

根据顾客期望价值理论,顾客在消费过程中,总
要将感知价值与期望价值对比,对比的结果直接影

响顾客的满意度。在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

背景下,部分被访谈的研究生将满意度视为“对学校

条件和教育质量的评估”;更多的研究生视满意度为

“对研究生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感受”,即对自己念研

究生“值不值得”的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与研究生

的预期目标有很大的关联,这种观点与研究者设定

的“满意度是研究生对学习和生活的体验和体认”基
本一致;另有少部分研究生将满意度理解为“社会对

研究生的满意度”,其中研究生的就业率和工作表现

是评判的重要标准,个别被访谈者提到“研究生的个

人修养和综合素质”是社会评判研究生教育的依据。
2.研究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被访谈的研究生从不同角度来分析研究生满意

度影响因素:部分重视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条件,包括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部分兼

顾研究生学习的外部条件和个人因素,包括校园环

境;教师授课指导质量、学校能提供的资源、个人专

业学习、人际关系和压力等;所有研究者都赞成与导

师的关系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这与国内主流

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问卷的评价指标(包括课程教

学、科研训练、指导教师、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基本相

符,但访谈结果提及的个人因素,如专业学习体验、
人际关系和生活压力等,目前的满意度调查并未涉

及到。
3.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

教育质量又称为教育品质,一般指经历一定教

育阶段所培养的学生(毕业生)按预期目标的发展水

准,它取决于顾客或者相关利益者对于教育产品适

用性、正确性程度的评价,其中学生满意度是重要依

据。大多数受访者对研究生满意度和教育质量的概

念感知不同,但认为二者相互关联。有一半受访者

认为教育质量越高,学生的满意度就越高,即“好的

满意度才会有高的教育质量”。另有被访谈者将市

场认可作为判断满意度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认
为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即学生在未来就业成功率

衡量着教育质量的高低,也决定了研究生的满意度

水平。这种观点实际上真实反映了大多数研究生的

预期目标,即为未来的职业发展谋取更高的平台。
其中有一名被访谈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

及主流的“成功”价值观和目前紧张的就业形势对研

究生教育预期目标构建带来的双重影响。另有一名

被访谈者提出相似的观点“以学生发文数量、毕业就

业情况衡量研究生质量不合理”。
(二)研究生满意度具体分析

1.总体满意度

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研究生群体对研究生教育

的满意度呈现均衡化趋势,大多处于“比较满意”水
平,超过一半的研究生认为,现在接受的教育与自己

的预期“大致相符”,但也存在一定的落差,最典型的

观点是“课程不能满足就业需求”;从学位类型来看,
学术型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度与专业型研究生基本

持平,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总体满意度高于全日制研

究生,这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2018年的调

查结论“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率连续五年高于学术

学位研究生”[5]有所偏差。男女研究生满意度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

2018年的调查结论一致,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对于学

生满意度没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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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满意度的理论构念和文本分类样例

I满意度的内涵 样例

A对学校条件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 20%

1.研究生对学校的整体满意度

2.根据课堂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师资力量,校园环境,宿舍条件等因素进行评估

B对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感受与价值判断 70%

1.研究生对其生活、学习、工作、社交等方面的满意程度;2.自己对念研究生“值不值得”的价值判断

C社会对研究生的满意度 10%

1.研究生的就业率和工作表现;2.研究生的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

Ⅱ 满意度受诸多因素影响

A学校办学水平和条件 80%

1.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2.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包括学校学术、行政和服务

B外部条件和个体因素的综合 20%

1.包括校园环境、教师授课指导质量、学校能提供的资源、个人专业学习、人际关系和压力等

2.与个人的学习期望值、努力程度、研究生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功用价值有关

Ⅲ 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评价

A教育质量高包括:高水平的师资以及相应的教学水平 10%

B教育质量高是指提供的资源或者是平台等的好坏 30%

C质量高就是受市场认可 40%

D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意味着能提高个人专业水平、社会实践能力和生活品质 20%

1.行为自主、思想自由;2.充实、人际关系良好,能够劳逸结合且自己各方面能得到提升

Ⅵ 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

A满意度高意味着教育质量高 80%

1.研究生的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成正比;2.质量好是受市场认可,受市场认可学生满意度就高

B满意度高并不一定代表教育质量高 20%

1.预期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凭,对学习结果满意;2.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是第一位的

  2.不同类型研究生满意度差异分析

在院校对比方面,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研究生的

满意度高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不同学科间,教育

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最高;不同年级研究性相比,硕
士三年级总体满意度最高,硕士二年级最低;专业学

位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满意度高

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但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科研训练

和导师指导的满意度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这与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2018年的调查结论基

本一致[5]。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满意度差异分析见

表3。
3.研究生满意度差异

在各个子项目满意度方面,被访者对指导教

师的满意度不仅远高于总体满意度,也高于课程

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等维度的总体满意

度。首先,研究生对导师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平的

评价相对较高;对导师指导水平也较为认可,但对

导师指导频率的评价相对较低。其次,研究生对

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的部分满意度相

对较低。由于研究生重视科研训练对于提升自身

学习能力和学术素养的作用,对于目前科研训练

在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评价相对较

低,对科研项目的学术含量、科研补贴的数量满意

度也比较低;第三,在课程教学环节,研究生对课

程体系合理性、课程内容前沿性、课程教学对自身

作用的评价偏低,仅对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评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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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四,在管理与服务方面,除对图书馆评价较

高外,研究生对学生管理、“三助”岗位、学术交流、
奖学金、就业指导与服务、宿舍和食堂等各方面的

满意度都比较低。这些方面无疑是研究生教育的

“短板”,有待加强和改进。另外,学生们多半将带

有产业行政的物业、后勤和基建作为学校的“服

务”部门;对于传统的学校行政部门,如学生处、教
务处、财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视为“管理部门”。
从学生将学校的构成分为“学术、行政和服务”可
以窥见,学校的行政更多给学生的印象是承担“管
理”而不是“服务”的职能,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和

文化在学校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表3 研究生满意度差异分析

学生类型 满意 不满意

A
学术型硕士

(教育学)
1.学习生活忙碌且充实

2.导师做人、待人接物上的指导

1.导师安排琐事,学术指导少

2.以学生发文数量、毕业就业情况衡量研究生质量不

合理

3.自身能力不满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B
学术型硕士

(体育学)
学术氛围好,师生之间交流频繁 设想的研究生生活与现在差距较大

C
专业型硕士

(工学)
好的指导老师和科研环境 导师安排琐事处理,影响满意度

D
学术型硕士

(医学)

1.学术氛围好,讲座多

2.导师的指导力度大

3.很好的科研平台和教育资源,对将来的就业

有利

1.现实生活与预期相比,差距很大

2.短期的努力收不到即刻的效果

E
学术型硕士

(医学)
1.学术氛围好

2.师生关系融洽

1.自身能力不满意

2.与期望的研究生生活落差大

F 法学硕士

1.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能提供良好学习的环境

2.导师认真指导,机会和平台多,在未来就业

可能会有优势

1.设想的研究生生活与现在差距较大

2.上课模式存在问题,大班上课,学习效率低

3.上课师生间互动较少

4.期末考试次数增多,两学期三次期末考试

G
工程硕士

(非全)
服务质量比较满意

与导师关系比较融洽

1.教学管理混乱:开题、答辩乱成一锅粥

2.导师指导理论,但与实践相脱节

五、研究生学习体验调查的解释性分析

为了对研究生满意度与学生学习体验之间的一

致性程度进行分析,研究对所有被研究者进行了有

关“学习体验”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之间关系的访谈。
访谈提纲如下:(1)你能谈谈你当前的研究生学习体

验吗? 你觉得研究生的学习体验和满意度有关吗,
有着怎样的联系? (2)你认为研究生的学习体验与

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3)联系你对接受

研究生教育的期望与学习经历,你觉得自己的学习

体验与期望的教育质量之间有落差吗? (4)联系你

的研究生学习经历,你觉得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有质

量的研究生教育? (5)你认为什么样的研究生学习

体验是最令人满意的?
调查结果表明:(1)研究生总体学习体验比较高。

在学习体验与满意度的关系方面,所有受访者都认为

二者是相关的,学习积极体验较多的学生通常满意度

也更高,由此可见,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体验是提升

研究生满意度的有效途径;(2)研究生的积极学习体

验主要包括忙碌且充实的状态、选择到喜欢的专业、
优秀课堂教学、较好的学习和科研平台,以及有自由

支配的时间等。研究生的消极体验主要表现在有压

力的学习环境、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区别对待以

及过于注重以论文发表作为毕业要求等;(3)学习体

验与教育质量相关。受访者认为,好的导师、积极的

学习氛围、学校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注重因材施教

和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能给予学生学习自由

等是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体现。多数受访者认

为,学习体验与教育质量正相关,两者相互促进:教育

质量高,能够给学生提供好的教育设备、师资力量和

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机会,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学习和生活更加充实和丰富,学习体验自然

会更好,更有成就感。另有个别研究生认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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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体验和教育质量之间关联性不是很大,因为研

究生的学习主要还是自主学习。见表4。
表4 基于学习体验与教育质量之间关系的分析

I.研究生学习体验

A研究生积极体验

1.忙碌且充实

2.认识不同的同学,相互交流;拿到证书,顺利毕业

3.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听优秀老师上课,能学到有用
的知识,有自由分配的时间

4.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有自己的时间

5.学习氛围好,老师关注学生,学校提供平台好,学生能
展示自我

B研究生消极体验

1.学习时间紧迫,要求相对严格,有时候感到辛苦

2.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3.对于专硕和学硕的课程过分区别对待

4.单纯以发表论文要求学生

Ⅱ 研究生学习体验与满意度的相关性

1.学习体验决定满意度

2.享受学习过程和自我提升的同时,获得意义感和满
足感

3.投入与收获成正比,学习越积极,满意度越高

4.如果对导师的满意度高,体验相对较好;若任务过于
繁重,个人压力就很大

Ⅲ、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认识

1.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

2.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自主学习,教师给予适当的指导,
而不是单纯的上课

3.教育水平、师资力量和教育设备体现出教育质量的
好坏

4.更多的给学生自由,去发挥自己的能力,更多应考虑
研究的实际应用而不是发表论文

5.好的导师,好的学习氛围以及学校能提供了比较好的
学习平台,是好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Ⅵ.学习体验与教育质量关系的认识

1.正相关,相互促进;教育质量高,学生学习和生活更加
充实和丰富,更有成就感

2.密切相联。教育质量高,学生能学到很多知识,能激
发学习兴趣,相应学习体验就好

3.相关,教育质量高则学习体验更高

4.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很大,研究生主要还是自主学习

六、研究生满意度与教育质量
关联的反思性分析

(一)重结果轻过程:以就业作为重要期望值的

满意度评价的局限性

根据Eecles(1987)提出的期望价值理论,成就、

成本、内在价值和实用价值四个关键因素共同决定

满意度水平,其中成就价值是个人对完成工作的重

要性判断;成本是从事这项任务的努力程度;内在价

值是从事活动的乐趣和兴趣;实用价值指的是一项

任务与当前或未来的目标,如职业目标,之间的关联

性。目前我国研究生评价教育质量和满意度时都会

将就业和职业发展前景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对于研

究生教育的预期,无论是学术型硕士还是专业型硕

士,被访者皆以就业作为重要期望值:“通过研究生

教育,学好专业知识,提升专业能力,拿到文凭,提升

学历,为就业做准备”;另有一半被访者表示,首先考

虑研究生学习带来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其次才考虑

到职业目标;他们更加关注教育带来的内在价值,期
望参与到自己的学习领域中去,提升专业方面的能

力。而这部分访谈者在谈话中表现出对专业学习更

大的兴趣和更乐观的预期。
由此可见,如果学生的专业选择与内在兴趣相

符,而不是纯粹出于攻读学位的实用价值考虑,将为

研究生带来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内在的兴趣将

使学习过程更愉快,从而导致研究生更多的参与学

习。相反,如果更看重研究生教育的工具性价

值———研究生学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格证书,一种

通往特定就业形式的途径,他们对研究生教育的首

要预期是就业并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其满意度就取

决于研究生毕业是否能找到如意的工作。事实上,
无论实际教育质量如何,获得学生真正想要的工作

往往会带来学习经历的较高满意度。但这种过于注

重教育的功利价值和结果导向的研究生学习经历,
往往会带来学生学习动机的不足以及学习过程投入

不够的弊病,这种经历反过来会增强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状态的不满,如多数学生表示对自己的“自身能

力不满意”,这与他们预期的教育目标有一定的

关联。
(二)主观感受与易变性:满意度和学习体验作

为短期主观态度的片面性

在对被研究者进行的多次访谈和观察中,研究

者发现被研究者的满意度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

变化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前的教育经历和预期

的目标存在落差,当下的主观态度会影响满意度评

价,但整体满意度仍然偏高;例如,一位受访者在谈

到满意度时,带有些许失落,表达自己的短期的努力

收不到即刻的效果,但对研究生教育整体比较满意。
第二种情况是满意度在不同方面呈现出差异,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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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是关于外界教育资源和条件与自我效能感差

异,例如在访谈中,一位教育学硕士和一位医学硕士

均提到:“对学校总体很满意,对自己的能力还不太

满意”。然而,研究者使用观察和文本分析等其他研

究手段进行分析时,发现这种被研究者事实上拥有

较高的学习投入和较积极的学习体验,其原因是他

们为研究生学习设立了较高的目标和期望。
由此可见,在测量学生满意度时,应考虑到学生

情绪情感的变化。因为满意度可能是当下一种满足

的回应,或一个学生所感受到的当前状态,其经历是

否符合他们期望的结果。这意味着满意度可以是一

种短期的态度,它是在某一时间点评估一个人的具

体教育经历,而不是从他们的整体长期经验中得出

的。这种对短期主观感受的强调表明,满意度作为

一种主观态度与真实的教育质量之间的差异性。由

于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期望和他们对它所赋予的价

值,可能影响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并改变他们的满意

度,因此最初的研究生教育预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

以通过调节个体如何看待他们的结果。无论如何,
较高的学习目标和价值期望对于积极的学习体验的

获得是必不可少的。

七、结论与建议

开展研究生满意度调查和研究,了解学生对于

研究生教育的期望和感知,有助于真正关心学生的

需求,并深入分析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
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满意度视角分析研究生

学习体验与教育质量之间的偏差,基本结论和建议

如下:
(一)研究生满意度整体较高,但存在诸多不满

意因素

(1)研究生将满意度视为“对学校条件和教育质

量的评估”和“对研究生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感受”;
(2)研究生学习的外部条件和个人因素,包括校园环

境、教师授课和指导质量、学校能提供的资源、个人

专业学习、人际关系和压力等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

因素,其中与导师的关系是影响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3)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质量越高,学生的满

意度就越高,即“好的满意度才会有高的教育质量”,
少数访谈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4)不同研究生

群体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呈现均衡化趋势,大多

处于“比较满意”水平;学术型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

度与专业型研究生基本持平,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总

体满意度高于全日制研究生;(5)在各个子项目满意

度方面,研究生对导师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平的评价

相对较高;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方面

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二)满意度与教育质量的偏差:满意度作为教

育质量评价手段的局限性

被研究者分析满意度与教育质量之间关系时,
既表达了自己对于二者观念的认识,也根据自己的

学习经历作出了反思,阐述了现实与理想中研究生

生活的差异。这反映出他们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诉求和提升满意度的期望,同时也反映出以学生满

意度作为教育质量评价尺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

满意度与教育质量相互关联,但不一定成正比。
首先,满意度反映了学生在某一特定时间的感

受,应将其视为一种短期的主观态度,而不是对整个

教育经验的评估。访谈中有学生谈到满意度与教育

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将市场认可联系在一起。但是

如果在这个市场驱动的理念中考虑到学生是消费

者,必须快乐、满意,这可能会影响大学、学术人员与

学生的关系,因为教员们不希望学生不喜欢他或她。
这种过分强调满意度的后果是会鼓励学术人员和大

学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这样学生就会感到更快乐,更
满意,但这与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的相矛盾,因为学

生需要努力学习,并为他们的领域贡献新的知识。
这一观点与学者 Molesworth(2009)相一致,即过

多地关注如何满足学生并不一定有利于学生的学

习,而是鼓励了学生作为懒惰的学习者的一种文

化[4]。这种满意度的提升实际上并没有带来教育质

量的提高,反而使大学整个教育质量下降。
其次,教育质量高的研究生体验不一定带来高

的满意度。尽管人们意识到培养学生满意度的重要

性,但是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研

究生满意度。研究生可能对高质量的教育感到不满

意,因为有时高质量的教育可能不会“充满乐趣”,相
反有时会很枯燥,也会面临一时的失败。事实上,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学术探索过程中产生孤独感、
挫败感,尽管在学者们看来是高质量的体验,可能带

给学生的是不满意的体验。因此,学生的满意度不

一定取决于学术水平或教学内容的重要性,而是取

决于学生深处其中对它的感觉,这也表明学生对满

意度的评价很可能受到自己情绪的引导。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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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可能是极具挑战性的,可能不会导致学生的满

意,换句话说,教育质量高并不一定带来高的满

意度。
(三)学生体验与教育理性的整合:创造高质量

的研究生教育

由于学生的满意度和关于教育质量的评价,很
大程度上也是从自身视角出发,学校是否满足了其

需求,在校的经历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期望,自我满意

度是否提高等,研究生的满意度和学习体验与研究

生教育的真实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悖性:研究生

的满意度可能是动态变化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相

对固定的;研究生整体满意度与子项目满意度存在

明显差异;研究生满意度不能真实反应整体的研究

生教育质量。过分强调学生的满意度可能会对教育

质量构成威胁。学生总是希望在擅长和感兴趣的领

域有更多的学习和表现的机会,因为学生成绩越好

满意度越高。但这可能导致部分学生选择较为容易

的内容进行学习和研究或滋生学习惰性,长期而言

这将损害教育质量。
学生是教育质量的体现者,也是教育质量的建

构者。关注研究生满意度的动态变化,对研究生的

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整体评估,将反映出较真

实和客观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将学生的学习体验与

教育理性进行整合,方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生教

育。这包括,针对研究生中流行的功利主义教育价

值观问题,重申现代大学人文教化的重要使命,培养

研究生的知识分子情结和精英意识;构建教学、科研

和与服务的整体育人机制,提升学生生活满意度的

同时,强化学术研究使命和真理追求的信念;既注重

过程学习和科研训练,又强调专业适应社会和市场

需求,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科研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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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DeviationbetweenPostgraduates’SatisfactionandEducationQuality

XIAOWei,ZHANGPing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Abstract:Postgraduatesatisfactionisanimportantdimensionandindicatortoreflect,monitorandevaluatethequalityof
postgraduateeducation.Aqualitativeanalysisconductedbytheauthorsbasedonpostgraduatesatisfactionshowsthatthereisa
deviationbetweenthelearningexperienceandeducationquality:Ontheonehand,satisfactionevaluation,whichregards
employmentasanimportantexpectation,tendstoleadtoaneducationalevaluationviewthatemphasizesresultsoverprocess.
Ontheotherhand,satisfaction,asasubjectiveattitude,isdifferentfromtherealqualityofeducation.Therefore,

overemphasisonpostgraduates’satisfactionmayposeathreattothequalityofeducation.Payingcloseattentiontothedynamic
changesofpostgraduates'satisfactionandmakinganoverallevaluationoftheirlearningprocessandresultswillreflectamore
realisticandobjectiv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Atthesametime,theintegrationofthelearningexperienceof
postgraduatesandeducationalrationalitycancreateahigh-quality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learningexperience;educationquality;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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