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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双一流”建设高校非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创新性教学模式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满意度的影响,讨论并分析了高校教育品牌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翻转课堂和协同知识构建分别对实践和

教学环节学生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移动探究学习对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的学生满意度均产生显著的直接

正向影响作用,而教育品牌在创新性教学模式与教学满意度关系中的作用机理与预期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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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非

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发展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是促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近年来,
随着非全日制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非全日制研

究生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在非全日制专业研究生规模迅速增长的

背景下,其培养质量却难以得到保证,教学模式的变

革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学生满意度也没有得到相

应的重视。李荣等[1]通过走访重庆市所有培养单位

及全国其他部分高校,发现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

生课程教学方式创新性不够;杨斌等[2]认为非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应更注重学生的培养发展,
高校也必须摆脱以学位为导向产生的“伪教学需

求”,通过教学模式创新等手段提升学生满意度。因

此,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终生学习概

念的重要体现和实践,作为我国人才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亟需改变和完善目前“填鸭式”教育和

学习的现状,创新其教学模式以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实

现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要求,有效地适应行业社会

发展的真实需求、满足个体学习的切实需要,从而从

根本上提高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生满意度。
近十年来,各类创新性教学模式不断涌现。研

究结果显示新媒体情境下的教学模式相较传统教学

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

技能[3]。由于一直以来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在

校时间较短,加之高校有无意识地差别对待,高校对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创新的关注度不

高。创新性教学模式作为知识传授和课程设计宏观

层面的机制创新,能够优化学生培养模式、改善上课

体验,最终提高学生的总体满意度。因此,创新性教



学模式对于提高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满意

度有重要意义。然而,有关教学模式对学生满意度

的影响也多关注其主效应,其具体影响路径还有待

进一步探索。有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往往不是直接作

用,而是受到教学效果、课堂教学质量、实践教学质

量和自主学习质量等中间变量的影响[4]。基于此,
本研究在探讨创新性教育模式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生满意度的直接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高校教育品牌在创新性教学模式和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学生满意度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究创新性教学模式对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学生满意度提升的作用及其影响机

制,具体将探讨以下问题:创新性教学模式对非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满意度能否产生影响? 翻转

课堂、协同知识构建、移动探究学习等三类创新性教

学模式对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 教育品

牌对于上述影响关系产生怎样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创新性教学模式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生满

意度的关系

“教学模式”是在特定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为实

现既定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具体且相对稳定的教

学活动结构[5]。深入探索教学模式的发展和变革是

改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满意度的重要途径。现有

对新兴教学模式的研究主要体现于翻转课堂、协同

知识构建、移动探究学习三类主流创新性教学模式。
研究表明,翻转课堂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的实施有助

于提高师生在教学环节的互动性,进而提高学生对

课程的感知质量,而感知质量正是影响学生满意度

的关键前因之一[6];通过协同知识构建将新一代信

息技术环境下获取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有利于

提高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专业知识与能力[7];在新一

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移动探究学习打破了课上与课

下、户内和户外的学习界限,将教学与实践融为一

体。教师利用移动平台和设备,模糊了虚拟空间和

物理空间的界限[8],使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

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融入真实情境中学习,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并大大节约了在职学生的时

间和精力。
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学生作为教育服务的“顾

客”,学生满意度强调学生对教学过程的主观感受或

态度,是学生对其实际感受和期望之间的一致性判

断。当学生对于服务和产品的感知效果高于期望

时,主体就会感觉满意,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满意度是评价教学效果核心指标[9-11]。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强调面向企业管理实践而非研究管理

学理论,相较于学术性研究生教育,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更加注重实践课程的设置,因此新一代信

息技术环境下教育服务的多样性使得学生对于服务

的感知可划分为实践环节和教学环节两个层面[12]。
其中,教学环节满意度刻画学生对教学课程的实用

性和科学性、教学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获取知识的便

利性的主观评价,而实践环节满意度则反映学生对

于教学内容、专题研讨会以及调查考察研究等社会

实践指导企业管理和实践活动效果的认可程度。
国内外关于创新型教学模式与学生满意度关系

的研究表明,教学模式创新能够有效促进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满意度的提升。例如,Wentworth
等[13]研究发现采用创新性教学模式之后,课堂出勤

率、学生的感知价值以及满意度相较于传统方式都

有 显 著 提 高;蒋 新 花[14] 在 ACSI(American
ConsumerSatisfactionIndex)和 CCSI(Chinese
ConsumerSatisfactionIndex)模型的基础上,构建

了适合测评混合式教学的学生满意度模型,并通过

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分析验证了体现教学模式创

新的混合式教学可以显著提升学生满意度。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专业学位研究生(非全日制)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与学生的(a)教学环节满意度和(b)实践环节满

意度正相关。

H2:专业学位研究生(非全日制)协同知识构建

教学模式与学生的(a)教学环节满意度和(b)实践环

节满意度正相关。

H3:专业学位研究生(非全日制)移动探究学习

教学模式与学生的(a)教学环节满意度和(b)实践环

节满意度正相关。
(二)高校教育品牌的调节作用

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虽然创新性教学模式能

够对学生满意度产生积极作用,这种关系往往不是

直接作用,而是受到中间变量的影响[15]。教育品牌

作为高校外在形象以及多维综合评价的总体标志,
是学校在长期探索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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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无形资产。品牌定位理论的核

心理念在于服务定位、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位等方面

的差异化,基于该理论,教育品牌是对学校精神内

涵、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其中,办学特色是学

校综合其办学理念和研究特色而不断探索形成的,
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高效提高的捷径;品牌知名度

是经过对毕业生的整体理论水平、社会贡献等反复

检验而逐步强化的,体现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相互

认同关系;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品牌的外在表现形

式和社会客观印象,只有优秀的教学质量才能体现

高校的品牌价值、办学思想、教学理念等。这三个维

度是学校品牌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很好地诠释了品

牌定位理论中的定位差异化,可能会对非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接受教育服务的满意度形成显著影

响。随着社会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期

待提高以及培养院校间的办校竞争日趋激烈,各院

校都对提高自身教育品牌知名度十分重视。由于社

会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特别是知名度良

好的院校将面临更高的社会期待,对自身的创新性

教学模式有着来自社会外部压力,促使高校投入更

多的人力、物力探索和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16]。当

前,众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分别引入翻转课堂、协同

知识构建与移动探究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在培养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独立探索与协作学习能力

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效,进而成为各相关院校提升其

教学水平与知名度的革新手段[17]。此外,Aaker
等[18]研究发现,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能够强化消费者

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信赖度,并且在产品或服务的购

买与使用过程中产生较高的满意度。特别地,高知

名度高校毕业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在职场

中更倾向于获得他人信赖和尊重,从而使学生对非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产生更高的满意度。因

此,教育品牌的知名度越高,可使创新性教学模式在

更大的程度上提升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满意

度,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基于以上观点,提出研究假设:

H4: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品牌知名

度越高,(a)翻转课堂;(b)协同知识构建;(c)移动探

究学习对学生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

H5: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办学特色

越明显,(a)翻转课堂;(b)协同知识构建;(c)移动探

究学习对学生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

H6: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教学质量

越高,(a)翻转课堂;(b)协同知识构建;(c)移动探究

学习对学生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

图1 创新性教学模式影响研究生满意度的理论模型

二、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收集

本文设计的调查问卷共包含8个变量维度,共

29个题项。在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过程中,第一轮通

过网络与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对迟迟未回复的填

写人通过第二轮邮件与电话的方式进行提醒,最终

我们回收了375份完整问卷。经过筛选去掉不合格

的问卷,包括回答不完整、回答时间不足与回答前后

矛盾的问卷等,最终获得了323份有效问卷。关于

调查过程中的无应答偏差问题,我们采取了经典的

外推法,通过对比最初收集的25%与最后收集阶段

25%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确定了两组调查者之间不

存在显著性误差。样本的基本情况以及结构性特征

如表1所示。
(二)变量和测量

本文采用了李克特五级量表法[19]对涉及的变

量进行多维度的测量评价,其答项范围是从一个极

端态度到另一个极端,分别用1~5表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非常同意”。针对研

究假设中所涉及的研究变量以及研究问题本身的特

征,从国内外相关文献入手,选择高效度的度量指标

来设计创新性教学模式、教育品牌、学生满意度和控

制变量的测量题项,并组织专家组进行修正、完善和

重构;其次,为了预防问卷填写过程中出现概念不清

晰、语义不明确、逻辑表达错误等问题,随机选择若

干名试验性测试对象填写问卷进行测评来提升调查

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具体的测量题项、参考文

献以及Cronbach’s值如表2所示。

·11·刘心报,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教育品牌的调节作用



表1 样本特征

变量 特征 频次 变量 特征 频次

性别
男 183(56.66%)
女 140(43.34%)

企业行业领域
制造业 85(26.32%)
服务业 238(73.68%)

年龄

23~35 186(57.59%)

36~45 116(35.91%)

>45 21(6.50%)
企业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 188(58.20%)
私营企业 106(32.82%)

外资控股企业 29(8.98%)

职务

高层管理人员 56(17.34%)
中层管理人员 91(28.17%)
基层管理人员 117(36.22%)

技术人员 59(18.27%)

所在企业年限

<=5 55(17.03%)

6~10 80(24.77%)

11~20 71(21.98%)

>20 117(36.22%)

表2 变量测量题项与参考文献

变量 题项 参考文献 Cronbach’sα

创新性
教学
模式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FC)

翻转课堂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以下优势:
(1)教学模式和学习策略非常灵活
(2)我能自主决定学习的内容、时间和进度
(3)我在课堂上有更多自主时间与教师互动

Zhai等(2017)[6];
Yilmaz(2017)[20] 0.61

协同知识构建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Architecture(CKA)

通过协同知识构建:
(1)我能通过知识吸收增加我的知识存量
(2)我能弥补知识缺口或知识能力的薄弱
(3)我能改进知识结构

Meredith(2012)[21] 0.77

移动探究学习

MobileInquiry
Learning(MIL)

移动探究学习相较于传统学习方式具有以下特性:
(1)理论联系实际
(2)获取的资源更多样化,能满足我的学习需求
(3)合作性学习使我更快地获取有效知识
(4)设备交互可以实现信息及时地双向流通

Arbaugh(2000)[22];
Yilmaz(2017)[20] 0.79

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研究生
品牌

知名度

Popularity(PL)

(1)当我选择院校时,身边经常有人向我推荐当
前就读高校
(2)我身边经常有人就读我所读高校的专业
(3)我所读高校专业家喻户晓
(4)我所读高校或专业在全国排名靠前

Wong等(2016)[23] 0.83

办学特色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SC)

相较于同层次其他高校相同专业,我所读高校专业:
(1)办学理念特色鲜明
(2)教学方式更具特色
(3)实践活动丰富多彩
(4)更加注重杰出人才的培养
(5)更加注重特色学科建设

Wong等(2016)[23];
Xiao等(2015)[11] 0.86

教学质量

Teaching
Quality
(TQ)

我所读高校的专业:
(1)师资队伍雄厚
(2)教师授课深入浅出,易于理解
(3)设置的课程有助于提高我的沟通能力、领导
技巧等职业技能
(4)提高了学生在工作中的核心竞争力

Xiao等(2015)[11] 0.84

学生
满意度

教学环节满意度

Teaching
Satisfaction
(TS)

(1)我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课程的实用性、科
学性感到满意
(2)我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和案例教学的授课
方式感到满意
(3)我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授课教师的课堂组
织能力感到满意

Weerasinghe(2018)[24];
Alconero-

Camarero等(2018)[25]
0.92

实践环节满意度

Practice
Satisfaction
(PS)

(1)我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社会导师的专
业水平感到满意
(2)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的企业调查、管理
诊断等社会实践能满足我的需要
(3)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的企业家讲座、专
题研讨会等学术活动能满足我的需要

Mcleay等(2017)[26]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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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表可以看出,各主变量的Cronbach’s系数

值介于0.61到0.92之间,均高于0.60的临界值衡

量标准[14],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设计的变量信度良

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三、结果分析

(一)创新性教学模式对专业学位学生满意度的

假设模型检验

针对虚拟变量性别、行业领域、控制变量职务以

及 自 变 量 对 因 变 量 的 直 接 影 响 关 系,运 用

SmartPLS软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整个模型的解释度介于0.167至0.696之间,这些

较高的解释度表明本研究的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创

新性教学模式对学生满意度的相关影响机制。无论

是对于整体满意度、教学环节或是实践环节满意度,
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对其影响均为不显著,从而表明

这些变量并不是导致学生满意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通过进一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

可以看出整体满意度同时受到翻转课堂(=0.143,

p<0.05)、协同知识构建(=0.258,p<0.001)和
移动探究学习(=0.144,p<0.05)的显著正向影

响。另一方面,翻转课堂只能显著正向影响实践环

节满意度(=0.163,p<0.05),而对教学环节满意

度(=0.113)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只有假设 H1b成

立,而对假设H1a的检验不通过。该结论与以往关

于翻转课堂教学与应用的研究结论不一致[15,22],可
能是因为翻转课堂对自主学习的强调激发了学生在

企业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学习精神,同时在线学习

平台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实践课程的机会,学生

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在线视频学习弱化了课堂教学

在翻转课堂模式中的作用[7,15]。此外,翻转课堂模

式强调将学习的主动权转移给学生,相较于课堂教学

更重视课下自主学习环节[6]。由此可知,虽然翻转课

堂能够改善学生在实践环节的满意度,然而它对课堂

教学的弱化使得它在教学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针对协同知识构建,分析结果显示其能够在p<

0.001水平下同时显著正向影响教学环节满意度(=
0.245,p<0.001)和实践环节满意度(=0.235,p<
0.001),从而支持了关于协同知识构建的相关假设,
即假设H2a和假设H2b均成立。协同知识构建对学

生满意度的影响作用的结论与祁林亭等[27]一致,即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协同

知识构建所强调的相互协作与知识共享能够提高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进而提高学生满意度。
针对移动探究学习,分析结果显示其只能正向

显著影响教学环节满意度(=0.157,p<0.05),而
没有结果能表明其对实践环节满意度(=0.105)的
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关于移动探究学习的研究假设

只有 H3a成立,而 H3b被拒绝。可能的解释是移

动探究学习虽然通过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为师生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知识共享环境,但交流平台对实践知

识的输出仍然有所欠缺。
由于不同类型的创新性教学模式对教学和实践

环节满意度的影响有明显差异,且都能正向显著影

响整体满意度,为了进一步探索该主效应受到的调

节作用,我们在后文中只考虑将专业学位学生满意

度作为因变量。
表3 创新性教学模式与学生满意度之间关系的分析结果

变量 学生满意度 教学环节满意度 实践环节满意度

控制变量

学生性别 0.037 -0.007 0.084

行业领域 -0.046 -0.086 0.010

企业职务 -0.058 0.108 -0.012

自变量

翻转课堂 0.143* 0.113 0.163*

协同知识构建 0.258*** 0.245*** 0.235**

移动探究学习 0.144* 0.157* 0.105

R2 0.205 0.202 0.167

AdjustedR2 0.187 0.185 0.148

  注:*p<0.05,**p<0.01,***p<0.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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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品牌的调节作用

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教育

品牌对创新性教学模式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

满意度之间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将中心化

后的各类型创新性教学模式分别与各类型教育品

牌相乘构造乘积项,然后在回归模型中依次添加

控制变量(性别、行业领域、企业职务)和自变量

(翻转课堂、协同知识构建、移动探究学习),再次

先后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知名度、
办学特色、教学质量),最后将控制变量、自变量、
调节变量和9个交叉乘积项同时加入回归分析

中。分析结果如表4中模型3所示,协同知识构建

与知名度(=0.122,p<0.05)、办学特色(=0.143,

p<0.05)和教学质量(=0.185,p<0.05)的乘积

项均为正向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 H4b、H5b和

H6b,即协同知识构建与学生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影

响关系同时受到知名度、办学特色和教学质量等教

育品牌的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
知名度、办学特色和教学质量对翻转课堂和移动探

究学习对学生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均

不显著。例如,针对翻转课堂,相关乘积项的显著性

分别为(=0.000,p>0.05)、(=0.005,p>0.05)
和(=0.019,p>0.05),而针对移动探究学习,相关

乘积项的显著性分别为(=-0.018,p>0.05)、
(=0.046,p>0.05)和(=-0.056,p>0.05),
从而原假设 H4a、H5a、H6a以及 H4c、H5c、H6c
没有得到验证。假设不通过的原因可能是学院在

翻转课堂和移动探究学习模式中采用的大部分是

在线学 习 视 频 或 软 件,并 非 使 用 了 自 身 的 教 学

资源[28]。
表4 教育品牌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学生满意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自变量

FC 0.143* 0.072 0.084

CKA 0.258*** 0.005 0.001

MIL 0.144* -0.034 -0.042

调节变量

PL 0.032 0.065

SC 0.273*** 0.281***

TQ 0.577*** 0.528***

交互项

FC*PL 0.000

CKA*PL 0.122*

MIL*PL -0.018

FC*SC 0.005

CKA*SC 0.143*

MIL*SC 0.046

FC*TQ 0.019

CKA*TQ 0.185*

MIL* TQ -0.056

R2 0.205 0.680 0.696

AdjustedR2 0.187 0.670 0.677

  注:*p<0.05,**p<0.01,***p<0.001,双尾;FC—翻转课堂,CKA—协同知识构建,MIL—移动探究学习,PL—知名度,SC—办学

特色,TQ—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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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实证研究了翻转课堂、
协同知识构建和移动探究学习等三类创新性教学模

式对专业学位学生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同时,基于

品牌定位理论,考虑教育品牌的知名度、办学特色和

教学质量三个维度,研究了其对创新型教学模式与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满意度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创新性教学模式整体对学生满意度具有

显著影响作用,但同一模式对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

的学生满意度影响作用有所差异。教育品牌在创新

性教学模式与教学满意度关系中的作用机理可能与

预期差异较大。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构建了新媒体情境下创新性教学模

式—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满意度模型,并结合顾

客满意度理论实证研究了翻转课堂、协同知识构建

以及移动探究学习对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学生满意

度的促进作用。所提出的模型能够让学者和教育机

构更为全面地了解新媒体情境下的创新性教学模

式,并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实施以新媒体为技

术支持的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本文结合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特质,根

据顾客满意度以及品牌定位理论将学生满意度模型

扩展到品牌管理领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作为

一种特殊的在职教育,其品牌效应能够影响学生对

目标院校的选择。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我们所提出的

研究模型是能够弥补当前学生满意度模型的不足和

缺陷的,特别是能够为学者们研究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教育与学生满意度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三)实践启示

高等院校应考虑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生的实际

需求,结合教育与具体教学模式的特点有针对性地

对教学方案进行改进。首先,各院校应当通过调查

市场环境与学生意愿,深度剖析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的教学目的和人才培养方向,提炼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教学模式教学方案和结果;其次,本文研究表明并

非所有的创新性教学模式都能提升教学和实践环节

的学生满意度。学校应当从学生的角度出发,选择

适合相应课程的创新性教学模式,避免对学生满意

度产生负效应;最后,本文所探讨的创新性教学模式

也是在新一代网络环境和新媒体技术环境下逐步发

展和完善的,随着时代背景和网络技术的继续发展,
学院也应考虑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

此外,高等院校应当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使非

全专业学位教育在创新性教学模式中脱颖而出,从
而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满足感。首先,将各院

校的办学特色融入创新性教学模式的实际教学中,
打造独树一帜的特色教学模式。其次,不断精进教

学设备、师资力量,提高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的教

学质量,在学生中树立良好的口碑。通过提高教育

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参与到创新性教学

模式的教学课堂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新媒体情境下

创新性教学模式对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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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alents.Takingpart-tim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sfrom“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asresearchobjects,this

paperconductsempiricalresearchtoexaminetheimpactofinnovativeteaching modesonthesatisfactionofpart-time

postgraduatesandanalyzesthemoderatingeffectofhighereducationbrands.Resultsindicatethereisasignificantimpac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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