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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教育满意度评价是当前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学生满意度是一个期望与感知质

量间差值参数的外显指标,因而无法通过满意度均值的高低差异来直接评价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改

进培养模式。教育评价改革需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从而达到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本研究利用

全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数据,以学术硕士作为参照,利用多层线性模型综合考察专业硕士培养过程各环

节对实践能力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在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和培养过程满意度

的均值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专业硕士对于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度高于学术硕士,且该差异与培养过程有

关,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导师指导和实践教学指标对于专业硕士实践能力满意度的提升都具有显著作用。

进一步的交互分析表明,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和影响机制已经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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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

后,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相对落后到在校生规模

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6年至今,高等教育大

规模扩招的势头放缓,转而进入质量提高阶段。“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

提出后,学生被视作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学生满

意度逐渐被纳入高校评价中。目前很多研究中高等

教育满意度指标借鉴国外的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或

进行简单的修正,还未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

题和需要发展出适切的满意度指标体系。

2020年10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深
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

评价”的教育评价指导原则。本文首先梳理并厘清

学生教育满意度的概念内涵以及同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之间的关系,进而利用全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数

据,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评价

中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研

究生满意度评价提供理论支持,并为高校改进研究



生教育教学和管理质量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的测量模型与指标

顾客满意度理论是基于Olshavsky(1972)提出

的 “期 望—不 一 致 模 型 ” (Expectation-
DisconfirmationParadigm)发展起来的。[1]1994年

创立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是影响最

广的满意度指数模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
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应对财政拨款削减、改进大学

教育质量、吸引生源,通过借鉴顾客满意度理论,将
学生视作高等教育服务的直接顾客,开始构建高等

教育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我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

研究也曾借鉴顾客满意度模型的建构思路和方法。
王晓永(2011)[2]和符亚男(2014)[3]根据 ACSI模

型,设置学生期望、价值感知、质量感知、学生满意、
学生忠诚/抱怨等指标,对研究生教育满意度情况进

行了测评和实证分析。我国当前关注研究生教育质

量问题的动因主要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

发展水平,上述研究生教育满意度建构策略没有关

注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对于高校针对性改善研究

生教育教学质量并无明确的指导作用。

Parasuraman(1985)提出了“服务质量差异模

型”(ServiceQualityModel),用SERVQUAL标尺

评价各类服务质量,并在诸多行业得到应用。[4]服务

质量被概念化为顾客期望值(ExpectationScore,E)
与实际感知值(PerceptionofPerformanceScore,

P)之间的差距(GapScore,G),其基本表达式为:G
=P-E。服务质量差异模型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研究

生教育满意度调查中,研究者通过分析研究生对学

校管理和培养过程的主观期望与实际感受的差异程

度来考察研究生教育质量。宋伟等(2013)从师资队

伍、教学条件、教学组织、学校服务、毕业环节、招收

标准六个方面考察 MPA教育服务满意度。[5]马永

红等(2015)从学生课程教学、导师指导、专业实践、
校外人员参与四个维度考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

满意度。[6]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教育质量的标准

从关注院校服务质量转向学生自身成长收获,高校

所开展的教育活动的价值如何,最终要取决于是否

能够帮助学生实现个体更好的成长与发展。[7]在高

等教育领域,由于对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还缺乏准确界定,此类量表和能力测验还很缺乏,
因此高校让学生对自己在校期间的能力成长和学习

收获进行主观评价是考察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现实

选择。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10号)中的“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中,明确提出

要将“学生对自我学习与成长的满意度”作为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的指标之一。
还有研究者将培养过程和培养结果都纳入了专

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中。比如王鑫(2013)
从输入(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生源状况、师资队伍)、
过程(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导师指导、专业实践)和
输出(毕业论文和学生满意度)三个阶段考察专业学

位教 育 质 量 内 部 保 障 的 现 状 和 问 题。[8]彭 金 栓

(2016)利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培养能力、保障环

节、培养态度和培养特色)和结果质量(专业知识和

实践能力发展、就业能力和终身发展)两个方面对专

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服务质量进行统计评价。[9]包艳

华等(2018)从学生学习过程(课程体系实施、实践体

系实施、学位论文、导师指导、合作单位、支持体系)
和学习结果(自身能力提升的情况与专业对个人职

业发展前景的影响)两个角度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培

养质量展开分析调查。[10]

(二)研究生教育满意度与人才培养质量改进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提高质量是高等教

育发展的核心任务。高校希望通过教育满意度调查

从研究生的视角为学校改进研究生教育教学和管理

提供依据。但是当高校要利用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结

果来改进教学质量的时候,马上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质量提升的突破点在哪里,是从满意度最低的

指标入手吗? 那么研究生满意度高的指标就不需要

继续改进了吗?

Martilla等(1977)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

“重 要 性—绩 效 分 析 模 型 ”(Importance-
PerformanceAnalysis),该模型要求受访者对指定

调查对象的各项衡量指标从重要性和绩效表现两个

方面来评价。[11]Gao(2012)将该模型运用于英国大

学国际研究生的满意度调查中。[12]钟贞山(2016)构
建了一个以重要性和感知绩效为纵横坐标轴的二维

象限图,以此考察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本校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满意度。分析结果表明,保证性和结果质

量的重要性高而满意度低,是今后教育改革工作的

首要方向;反应性、专业性、重要性高且满意度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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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继续发展竞争优势;有形性、重要性低而满意度

高,学校只需继续保持;移情性、重要性低且满意度

低,该维度落在次要改进区。[13]但是研究生作为受

教育者,利用其对重要性的判断来决定教育改进的

优先环节未免失之主观。
现在研究者更多通过实证研究找出能够提高研

究生教育质量的有效教学或者管理手段,从而使研

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从“应然”走向“实然”。一类研究

是以研究生总体教育满意度为因变量,分析培养过

程和学习结果的影响作用。[14-15]但顾客满意度理论

在教育领域缺乏适切性。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

服务,学校中的学生身份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中的消

费者身份。在顾客满意度研究中,生产过程在企业

内部完成,消费则是在消费者购买到产品的所有权

后才进行的。高等教育服务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线的

教育教学活动,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步性的特

点。[16]学生必须直接参与教育服务过程,并在这一

过程中付出时间、智力、体力。因此,学生是高等教

育的资源供应者、合作生产者,而非仅仅是教育服务

的消费者。此外,学校的管理、设施或者教学活动只

是教育的手段,而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根本

目的,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具体体现。“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在实践中不应被异化成 “办好学生满意的

学校”。
当确定人才培养质量,也就是学生发展是研究

生教育质量的体现时,高校所有的教育资源和活动

都应该指向研究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实

证研究考察哪些培养措施能让学生有所收获,能帮

助其更好地成长。有一类研究是以专业硕士研究生

能力发展满意度为因变量,分析培养过程的作用。
张东海等(2017)通过对全国56所高校问卷调查考

察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及其成效研

究。[17]结果表明,在培养诸因素中,教师教学的实践

性、实践教学方法使用频率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
校内导师的影响远远超过校外导师的影响。汪雅霜

等(2018)将研究生成长与收获满意度作为因变量,
阶层回归的结果表明,校外导师指导和实践性学习

投入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学院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视程度显著影响学生满

意度,校内导师指导与成长收获满意度之间存在一

定的中介机制。[18]

(三)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培养方式的差异分析

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人才职业结构日趋细化,经济管理、工程、法律、医
学、农业等专业领域急需大量高级应用型、实践型和

职业型人才。我国自1991年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以来,主要以非全日制在职教育为主。2009年

3月,教育部发出通知开始实施面向应届本科毕业

生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确定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41.5万招生规模的基础上

(教发[2009]4号),教育部又决定增加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名(教发[2009]6号)。随

后几年,我国高校大幅度扩大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招生规模。《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
示,2017年研究生招生人数超过80万人,专业型研

究生首次超过学术型研究生,标志着我国硕士研究

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

才为主的战略转变。
日益扩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社会诸多职

业技术领域输送了一大批急需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

才,有效地改善了我国人力资源队伍的结构和素质。
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育质量、突出其培养特色成为摆在各培养单位面

前的紧迫任务。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相比,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其培

养目标是为各行各业输送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科研

能力以及较强实践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

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由此看来,专业学

位是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其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特别突出就业需求,突出对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的

培养。在培养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不仅在课程

设置、教学理念等方面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有所区别,
在培养模式上也有别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

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实
践教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能否培养出符合

既定目标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很

多培养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模式的影响,因此要更好地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特点,最好将两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进行比较。
阎凤桥等(2017)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4年开

展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的硕士研究生数

据,分析表明专业硕士生初步发展出与学术硕士生

不同的培养模式:专业硕士对实践课程设置的评价

高于学术硕士生;专业硕士生的校外实践导师制度

得到了落实,质量有待提升;专业硕士生的实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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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时间更长、学校参与的程度更高,且实习与专

业结合情况更好。[19]胡欣悦(2019)使用结构方程模

型的多组比较发现,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学

业满意度因子结构等同,但在导师指导机会、参与课

题机会、启发性教学、奖助金公平性和服务申诉渠道

满意度的因子均值上存在较大差异,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学业满意度也明显低于学术学位研究生。[20]上
述研究比较了两类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教育满意度

的差异,未来研究还应进一步考察研究生培养过程

对个体发展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分化。

三、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

社、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

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2017年研究生满意度调

查继续使用前几年调查所采用的自编调查问卷。该

问卷包含37道封闭式选择题,除基本信息及个别具

体问题外,各满意度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研

究生满意度指标分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导师指导、
管理服务4个一级指标,共22个二级指标,问卷编

制的 理 论 框 架 和 结 构 效 度 可 参 考 韩 晓 峰 等

(2013)。[21]本次满意度调查共调查了109个研究生

培养单位,其中“985”高校26所,“211”高校29所,
其他高校53所,科研院所1所,具体的样本分布情

况可参考周文辉等(2017)。[22]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

为硕士研究生,共31884份问卷。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研究生对自身实践能力提高

的满意度评价。该变量由学生对自身实践能力和就

业竞争力提高幅度的主观评价(其中“1”为很小,“2”
为较小,“3”为一般,“4”为较大,“5”为很大)经因子

分析后获得,是一个平均值为零、标准差为1的复合

变量。
学校层面的变量包括学校所在地,分为直辖市、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参照组);学校层级

分为“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院校(参照组);学
校管理服务指标包括学生管理、“三助”岗位设置和

就业指导与服务的总体评价,其中,“1”为非常不满

意,“5”为非常满意。
院系层面的变量包括学科分类,主要是自然科

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艺术学科;院系课

程教学指标包括课程内容的评价,由学生对课程体

系的合理性以及课程内容的前沿性的满意度经由因

子分析法获得;教师教学的评价,由学生对教师教学

方法和教学水平满意度经由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得。
学生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性别(其中男性=1,

女性=0)、学位类型(其中学术型=0,专业型=1)、
年级(包括一年级、二年级和毕业级,其中一年级作

为参照组);导师指导指标包括导师指导频率的满意

度(其中“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和导师

指导质量评价(由学生对导师学术水平和指导水平

的满意度经由因子分析法获得)。科研实践指标包

括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数量(0项、1项、2项、3项以

及4项或以上),学生对课题学术含量的评价(其中

“1”为很低,“5”为很高)。校外实践指标包括是否有

校外导师(有=1,没有=0),对校外导师的满意度

(“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是否有专业实

践基地(有=1,没有=0),对实践基地的满意度(“1”
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本研究的分析框

架见图1。

图1 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因素和机制的分析框架

四、研究模型

本研究选择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Models,HLM)来考察研究生对高校培养过

程的满意度与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之间的实证关

系,首要原因是依照服务质量差异模型,学生满意度

取决于学生实际所感知到的教育教学水平同其期望

值的差值,学生满意度G的大小是由P和E两个参

数来决定的,这造成的问题就是不同类型高校间的

学生满意度并不具备可比性。由于研究生所在高

校、院系存在层次和专业方向的差异,导致其对学校

教育和自身能力发展的期望值具有很大差异,不同

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即使满意度相同,但其评价

的期望标准可能差异较大,使用OLS多元回归法无

法处理学生满意度评价标准在学校或者院系间的异

质性。多层线性模型将个体嵌套于所在院系,院系

又嵌套于所在学校,分学校和院系考察教学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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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同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再使用经验贝叶斯方

法,这是一种收缩估计,从而使最终的系数具有很好

的稳健性。本研究建立了三层线性模型,研究生是

第一层次,院系为第二层次,学校为第三层次。具体

模型如下:
层一模型

Yijk=π0jk+π1jk*(个体特征)ijk+π2jk*(专
硕)ijk+π3jk*(年级)ijk+π4jk*(科学研究指标)ijk
+π5jk*(导师指导指标)ijk+π6jk*(实践教学指

标)ijk+eijk

层二模型

π0jk=β00k+β01k*(学科类型)jk+β02k*(课
程教学指标)jk+r0jk
πpjk=βp0k
层三模型

β00k=γ000+γ001(学校所在地)k+γ002(学校层

级)k+γ003(管理服务指标)k+u00k
βp0k=γq00

五、结果

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在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和

管理服务、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和科研实践4个指标

的差异分析见表1。对于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专业

学位硕士和学术学位硕士在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研究生能力发展满意度仍是

一个期望差值参数的外显,其核心是主观的个人期

望目标与自身能力发展程度是否符合,期望值差同

时受限于自身发展情况和期望目标。当自身的发展

受限或者主观的期望目标定位过高,都会导致期望

差值过大,从而不满意。[23]虽然两类硕士研究生实

践能力发展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并不意味着

两者真实的实践能力发展不存在差异。
硕士研究生对于培养过程几个指标的满意度有

高有低,满意度最高的是导师指导质量,超过4.4,
而满意度最低的指标则是科研项目的学术水平,仅
为3.7。该结果并不意味着科研项目应成为提升研

究生实践能力的首要关注环节,因为科研项目学术

水平同研究生实践能力是否存在实证关系并不明

确,当学校努力提升科研项目学术水平后,研究生的

实践能力发展也未必能得到相应的提升。
本研究继续分析研究生对于学校教育过程评价

以及自身实践能力发展之间的实证关系,可以从学

表1 专硕和学硕能力发展与教育服务满意度的差异分析

专业硕士 学术硕士 显著性

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 0.085 -0.030 0.154

管理服务总体满意度 3.981 3.936 0.617

课程体系合理性满意度 3.860 3.811 0.406

课程内容前沿性满意度 3.873 3.823 0.714

教师教学方法满意度 3.967 3.933 0.263

教师教学水平满意度 4.119 4.104 0.000

导师指导频率 4.252 4.239 0.289

导师指导质量满意度 4.436 4.442 0.001

科研项目数量 1.459 1.483 0.000

科研学术性满意度 3.738 3.739 0.111

生的视角回答培养过程中的哪些因素是对研究生实

践能力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影响研究生实践能力满

意度的各种因素被逐步地加入到模型当中:在模型

一中,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变量,包括学生特征和院校

特征相关指标,被引入模型。由表2结果可知,相对

于中部高校,直辖市高校、东部高校和西部高校研究

生对于实践能力的满意度要分别低0.158个,0.224
个和0.235个标准差。相对于普通高校,985高校

和211高校的研究生对于自身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

度也分别低0.193个和0.13个标准差。
在院系层面,相对于工科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

生对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度要显著低0.138个标准

差,而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研究生则不存在显

著差异。在个体层面,男性研究生对实践能力发展

的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女性研究生(π1=0.048***)。
专业型硕士在实践能力自评上显著高于学术型硕士

(π2=0.121***)。相对于一年级研究生,二年级研

究生的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度要显著低0.155个标

准差,毕业年级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度要

显著低0.039个标准差。
教育满意度与常规产品和服务的顾客满意度相

比,重要区别在于其具有显著的时间属性,个体接受

正规学历教育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本研究实践能

力发展满意度在年级间的变动可能的原因是,研究

生一年级在我国目前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基本上都以

课程教学为主,学生比较少有机会参加实习实践活

动,虽然此时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学

生也比较少体验到用人单位对员工职业能力的实际

要求,因而研究生对实践能力水平的期望值也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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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生实践能力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截距,γ000 -0.016 -0.047 -0.025
直辖市,γ001 -0.158* -0.067 -0.062

东部地区,γ002 -0.224*** -0.035 -0.028
西部地区,γ003 -0.235*** -0.043 -0.038
985高校,γ004 -0.193** 0.021 0.017
211高校,γ005 -0.130* 0.009 0.005
学生管理,γ006 0.074 0.053
三助岗位,γ007 0.072 0.062
就业指导,γ008 0.082 0.075
自然科学,β01 -0.001 -0.030 -0.026
社会科学,β02 -0.138*** -0.093* -0.099**

人文艺术,β03 -0.010 -0.072 -0.080
课程内容满意度,β04 0.189** 0.014
教学方法满意度,β05 0.043 0.167**

男性,π1 0.048*** -0.032 -0.031
专业硕士,π2 0.121*** 0.042 0.028

课程内容满意度,β21 0.310**

教学方法满意度,β22 -0.210**

二年级,π3 -0.155*** -0.102** -0.103**

毕业级,π4 -0.039* -0.051* -0.054*

导师指导频率,π5 0.082* 0.086**

导师指导质量满意度,π6 0.385*** 0.373***

科研项目数量,π7 0.034*** 0.028*

科研学术性满意度,π8 0.250*** 0.262***

是否有校外指导老师,π9 0.054 0.069

校外指导老师质量

满意度,π10
0.082** 0.081***

是否有校外实践基地,π11 0.067 0.065

校外实践基地质量

满意度,π12
0.181*** 0.181***

导师指导频率×专硕,π13 0.126*

导师指导质量×专硕,π14 -0.149*

科研项目数量×专硕,π15 -0.061

科研学术性×专硕,π16 0.094*

终造成对自身实践能力发展的满意度较高。研究生

在二年级开始逐渐参加实习实践岗位,虽然实践能

力有所提升,但是同职场中的要求相比可能有比较

大的差异,因此二年级的实践能力满意度最低。随

着实习实践经历的积累,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同职

场需求逐渐靠拢,因而毕业年级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满意度又逐渐上升。研究生真实的实践能力不太可

能随着年级的增长而下降,学生满意度在年级间的

变动再次说明学生对实践能力的满意度不反映人才

培养质量高低,而只是能力自评同期望之间的差异。
在模型二中,研究生对于培养过程中管理服务、

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导师指导以及校外的满意度被

引入模型中。我们首先发现,在模型一中研究生满

意度有显著差异的学校所在地、办学层级以及研究

生类型,在模型二中其系数都变得不显著,这表明上

述实践能力满意度差异的原因都与研究生对学校在

培养过程各方面的满意度差异有关。
学校层面管理服务的三个满意度指标,包括学

生管理、三助岗位和就业指导,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发展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于院系层面的课程

教学指标,研究生对于课程内容的满意度每提高一

个标准差,其实践能力满意度提高0.189个标准差,
但是研究生对于教师教学方法满意度同实践能力满

意度没有显著关系。
在个体层面,研究生对导师指导频率的满意度

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实践能力满意度增加0.082个

标准差;研究生对于导师指导质量的满意度每增加

一个标准差,其实践能力满意度增加0.385个标准

差。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每增加一项,其实践能力

满意度增加0.034个标准差;研究生对参与科研项

目学术性的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实践能力满

意度增加0.25个标准差。此外,研究生对校外指导

老师质量以及实践基地质量的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

位,其 对 自 身 实 践 能 力 发 展 的 满 意 度 分 别 提 高

0.082个标准差和0.181个标准差。
表1中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对研究生培养过程

各环节的满意度大多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存在显

著差异,两者之间的绝对差异值也很小。但即使专

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对培养过程的各环节满意度类

似,这些环节对两类硕士实践能力发展的作用未必

也相同。
在模型三中,专业学位硕士同课程教学、科学研

究、导师指导的交互项被引入模型,以考察专业硕士

同学术硕士在实践能力培养路径上差异。结果表

明,课程内容评价对于学术硕士实践能力满意度的

提高没有显著作用(β04=0.014),但是对专业硕士

的实践能力满意度影响更大(β21=0.310**)。与之

相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对学术硕士实践能力满意

度的提高有显著作用(β05=0.167**),但是对专业

硕士生实践能力的满意度却没有正向联系(β22=-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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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层面,相对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

频率满意度对专业硕士实践能力满意度的影响力更

大(π13=0.126*),导师指导质量满意度对专业硕士

实践能力满意度影响力要小(π14=-0.149*),科研

项目学术水平满意度对专业硕士实践能力满意度的

影响力更大(π16=0.094*)。

六、结论与建议

实践能力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核心特

征,是与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区别所在。对于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也应深入研究,强化专业学位

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区分度。本研究发现专业

硕士对课程内容体系的满意度越高,其实践能力发

展的满意度也越高。专业硕士教育首先应按职业背

景差异对知识的不同需求来组织授课内容,构建起

合理的职业领域知识体系。专业硕士课程设置还应

该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职业领域知识加深

的同时拓宽横向领域相关知识。专业硕士课程还要

突出前沿性的内容,应在课程中增加学科领域内最

新的知识和科研成果,围绕高新技术产业的实践性

课题或问题展开教学。
本研究发现专业硕士对于教师教学的满意度与

其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没有显著联系。该结果并不

意味教学方法对实践能力培养不重要,而是表明目

前对专业硕士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并不能满足学生实

践能力发展的需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发

展时间不长,还未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适合于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因而传统讲授

教学法仍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方法,实践性环节

薄弱。专业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有赖于教学模式的

变革,逐步摸索专业学位研究生有效的实践教学

模式。
本研究发现专业硕士研究生参加高学术水平的

科研项目更有利于其实践能力满意度的提高。作为

专业硕士,其内在职业属性的学术性也不容忽视。
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前沿的专业动态是从事某项

职业的先决条件之一,也是通过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的必备条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根据不同学科

专业的特点,把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贯穿于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
本研究发现导师指导频率和指导质量满意度同

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显著相关。由

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具有特定的职业

指向性,培养过程有实践性、应用性强的特点,目前

导师存在实践指导能力暂时还达不到指导专业学位

研究生要求的问题。高校一方面应鼓励导师加快转

变思想观念,以适应国家研究生教育改革形势,另一

方面应鼓励导师进行应用技术研究,密切与企业合

作交流,加强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能力。
本研究发现高质量的校外导师和专业实践基地

同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满意度显著相关。通过实施

“双导师制”邀请行业部门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专业

人士参与实践教学,不但可以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

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社会对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认可程度。此外,在知识生产模式II之下,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唯一场所的地位正渐渐丧失。
由于知识创造的场所大为增多,基于工作场所学习

的培养模式正在转化为知识生产模式II下专业硕

士生的主要培养模式。因此,研究生培养单位为学

生建立专业实践基地,联合社会资源能更好地提升

研究生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
综合本研究的结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课程教学、科学研究、校内外双

导师指导和专业基地实践等方面,最终形成协调统

一的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此外,由于学生能力发展

满意度是一个感知质量和期望之间的差值,而非一

个单纯的质量指标,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尽快建立完

善的实践能力发展评价制度和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从而确定专业硕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所具备

实践和就业能力能否满足未来职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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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ProcessIndicatorsandOutcomeIndicatorsduringtheSatisfaction
EvaluationonPostgraduateEducation:

basedonthedifferencesbetweentrainingmodesfor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andacademicpostgraduates

DENGFeng1,HOUYanzhao2,ZHOU Wenhui3

(1.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CenterforGraduateEducation,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0081;

2.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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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tisfactionevaluationonstudenteducationisanimportantmeanstoevaluatethepresenteducationquality.
However,becausestudentsatisfactionisanexplicitindicatorofthedifferenceparameterbetweenexpectationandthequality
reallyperceived,itisnotpossibletouseittodirectlyevaluatethetalenttrainingqualityandimprovethetrainingmodeof
highereducationthroughthedifferencebetweenthehighandlowmeanvaluesofstudentsatisfaction.Thereformofeducation
evaluationneedstoimprovetheoutcomeevaluationandstrengthentheprocessevaluationsoastoachievethegoalofimproving
thequalityofeducation.Baseonthedatafromanationalpostgraduateeducationsatisfactionsurveyandwiththesatisfaction
degreeofacademicpostgraduatesasreference,thisstudyusesthehierarchicallinearmodeltocomprehensivelyexaminethe
influenceofeachlinkoftheprofessionalpostgraduatecultivationonthedevelopmentofpracticalability.Theresultshowsthat
thereis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andacademicpostgraduatesinthe meanvalueof
satisfactiondegreeofpracticalabilitydevelopmentandthatoftrainingprocess;thesatisfactiondegreeof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swiththeirpracticalabilitydevelopmentishigherthanthatofacademicpostgraduates,andthedifferenceis
relatedtotrainingprocess;andtheteaching method,sci-techresearch,supervisors'guidanceandthepracticalteaching
indicatorshavesignificanteffectsonthepracticalabilitydevelopmentof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Afurthertransactional
analysisfindstheseparation between practicalabilitytraining modesandtheinfluence mechanismsfor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sandacademicpostgraduates.
Keywords:professionalpostgraduate;practicalability;educational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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