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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对全国各个省的 800 多名各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当前大学
生自选专业主要影响因素有自身兴趣爱好、学校知名度、就业前景、分母和家庭条件。专业
的难易程度的影响。在目前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在选择专业之前对自身所选的专业并不了
解，所以很多大学生对就读专业都感到不尽如人意，为改善这些问题，建议学生增强对专业
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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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的形势下，大学生对自选专业的要求也会有所
提高。因为在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毕业后所面
临的压力和竞争都空前的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根据社会的实际要求。和
学生的自身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做好专业建设，增强自身对社会的适应性，但这并不够，对
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加强对自身实际情况的了解，加强对市场需要和就业形势的了解，深入
了解专业的内在要求，加强对自身职业生涯规划，促使学生提高专业的满意度。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目前我国大学生在
进入大学前都要填报高考志愿的，因此我们把调查的对象确定为大一及大一以上的在校就读
生。基于这样的考虑，该调查以网上填写问卷的形式来收集问卷，为了使调查更具有代表性
说服力，所以是使调查的对象尽量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院校。自 2014 年 6 月上使问卷至
2014 年 11 月完成历时 5 个月左右。调查问卷共回收了 800 多份，包括了各类院校的学生，
调查问卷各省分布情况为广东 37.83%、 陕西 1.62%、河南 1.75%、河北 1.75%、重庆 2.12%、
山东 2.5%、江苏 3.25%、北京 8.86%、浙江 8.61%、上海 6.62%、湖北 4%、福建 3.87%、四
川 3.75%。
二、结果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的调查内容进行分析。
1、是学生对专业的了解程度，分别通过哪些途径来了解。
我们研究相关资料并讨论分析，设置几个问题让学生回答，从而了解学生对专业的了解
程度及途径。许多人在报专业时，第一专业的选择往往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家长学生在
选第一专业都喜欢挑一些热门的专业，所以我们提出“你所在专业是你当初所选的第一专
业？”
你所在专业是你当初所选的第一专业？
总人数

是

不是

801

467（58.3%）

334（41.7%）

调查数据显示 467（58.3%）位学生所在专业是你当初所选的第一专业，而 334（41.7%）
位不是。分析得出，学生在选第一专业还是带有一点的风险。我们也设置问题来了解学生报
考前对专业的了解情况和途径。
当时在填志愿的时候你对自己所选专业了解多少？
总人数

很了解

一般

不了解

801

96（11.99%）

507（63.3%）

198（24.72%）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你所选的专业的？

总人
数

电视

报纸

网络

老师或与经
验者

其它

801

29（3.62%）

53（6.62%）

319（39.83%）

290（36.2%）

110（13.73%）

数据显示 507（63.3%）位学生当时在填志愿的时候你对自己所选专业了解程度为一般，
96（11.99%）位则是很了解，剩下 198（24.72%）位是不了解。而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时，
是通过网络跟老师来了解专业的，其中网络占 39.83%（319）
，老师或与经验者占 36.2%（290）
，
电视占 3.62%（29），报纸占 6.62% (53)，其它占 13.73%（110）。从而我们得出学生报专业
时，对专业的了解程度还不够高，有待提高，我们主要从网络、老师这两方面入手，来加强
学生对专业基本知识的了解。我们了解到大部分高校是注重理论跟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不
足的是，我们再设置“高中学校老师是否对于怎样选专业问题进行专门讲解与指导？有没有
明确制定过就业规划？”
以前所在高中学校老师是否对于怎样选专业问题进行专门讲解与指导？
总人数

较多

很少

没有

801

94（11.74%）

459（57.3%）

248（30.96%）

有没有明确制定过就业规划？
总人数

.有

没有

801

282（35.21%）

519（64.79%）

数据显示高中老师很少对学生进行怎样选专业问题进行专门讲解与指导，其中没有占
248 人(30.96%)，很少占 459 人(57.3%)，较多占 94 人(11.74%)。同时学生也没有明确制定
过就业规划，其中没有占 519 人(64.79%)，有的占 282 人(35.21%)。所以希望高中学校能增
加专门课程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专业基本情况和指导他们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2、是学生以什么为标准来选择自身的专业
我们分析总结问题来了解学生是以什么标准来选择专业的。就业前景一直是家长和学生
所关心的大事，数据表明大部分学生是关心自己的就业前景，其中认为就业前景一般占 441
人(55.06%)，认为就业前景很好占 156 人(19.48%)，认为就业很困难占 174 人(21.72%)，还
未关注过占 30 人(3.75%)。所以现阶段的就业情况还是良好的。在问道“以后是否会从事与
自己专业对口的职业？”时，学生对自己以后是否会从事与自己专业对口的职业态度还需要
明确，其中还没有考虑好占 321 人(40.07%)，会占 300 人(37.45%)，不会占 109 人(13.61%)，
不重要占 71 人(8.86%)，因此要加强学生对专业和职业的态度。
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报专业时的影响因素，我们提出“选报专业时，你主要考虑的因素
是？
选报专业时，你主要考虑的是？
总
人
数

家庭
因素

个人因
素

将来职
业的因素

专业
的因素

学校
因素

76
（9.49%
）

220
（27.47%
）

286
（35.71%
）

65
（8.11%
）

66
（8.24%
）

社
会因
素

其它
因素

没考
虑过，随
便选

24
29
（3%） （3.62%
）

35
（4.37%
）

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学生选报专业主要是考虑将来职业因素、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
其中将来职业的因素占 286 人（35.71%），个人因素占 220 人（27.47%），家庭因素占 76 人

（9.49%），剩下的为专业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等。个人因素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将来
就业，和个人兴趣和理想，其中将来就业占 286 人（35.71%），个人兴趣占 294 人（36.7%），
个人理想占 110 人（13.73%）。家庭因素主要考虑父母、长辈的态度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其
中父母、长辈的态度占 531 人（66.29%），家庭的经济负担占 270 人（33.71%），剩下的为其
它。同时学生还关注大学的综合实力、知名度、就业情况等，还有社会需要及国家经济形势
以及专业未来就业前景。对此，我们根据现阶段的就业情况和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家庭情
况，为学生制定合理的方案来报专业，让学生能选上自己的合适专业，从而开始丰富美丽的
大学生活
3、学生如何看待专业的选择对未来的发展影响
选对一个好的专业能造福一位学生的一生，选错了专业能毁掉一位学生的一生，因此选
到合适自己的专业非常重要。
当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工作，一个好的职位很难求到，以此学生毕业选择职业也是
我们我们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你是否选择与自己专业相符合职业？自己的职业不与
自己专业相符合时，你会？”
你是否选择与自己专业相符合职业
总人数

一般是

看情况

不是

801

322（40.2%）

432（53.93%）

47（5.87%）

自己的职业不与自己专业相符合时，你会
总人数

、留下继续就
业

辞职再选自己
合适的职业

看情况

801

196（24.47%）

231（28.84%）

374（46.69%）

由数据分析得，学生在选择职业时，选符合自己专业的职业的学生占 32 人(240.2%),
看情况的占 432 人（53.93%），不是的很少。当自己的职业不与自己专业相符合时，选择看
情况的占 374 人（46.69%），辞职再选自己合适的职业占 231 人 （28.84%），留下继续就业
占 196 人（24.47%）。结果分析得，大学生毕业选择的工作时，注重的是有工作，其它福利
属于次要，对此，大学生在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能力特长。
三、结论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我国大学生选专业主要考虑的是将来职业的因素约占 35.71%，其次
考虑的是自身因素约占 27.47%，这反映出他们在选择自己专业时已经考虑到了自身的实际
情况和将来的就业等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考虑到了其他因素的人数约占 3%，但没考虑甚
至随便选的人数竟占 4.37%，说明大学生在选专业时的所考虑的因素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收现在教育思想潮流的影响，更注重高考过后的成绩决定学历，认为现
在的社会注重学历更加注重实际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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