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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ed is the thirst for certain goals and desires. Learning needs are traction of individuals for a variety of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the learning needs are
investigat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learning needs, which have no obvious advantage need. The order of learning needs from high to low is: career training, curriculum setting,
comprehensive learning ability, interactive learning, and environment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meeting the rational need of career training, complet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focu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ability, and building the interaction learning system under inform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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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需要是对某种目标的渴求与欲望。学习需要则是促使个人进行各种学习活动，达到相关学习目标的内驱
力。本文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大学生的学习需要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习需要分为五种类型，
且无明显优势需要。五种学习需要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职业培训、课程设置、综合学习能力、互动学
习、环境设施。为此，本文从激励视角出发，提出了合理满足大学生职业培训的需求、完善以大学生学
习综合能力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构建信息时代下的互动学习体系三大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学习需要，激励视角

1. 研究背景
我国国家教育“十二五”规划纲中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
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而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主体—
—大学生来讲，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他们在大学里学什么、怎么学，为什么而学，与
我国高等教育规划的目标是否紧密契合，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习需要是促使个人进行各种学习活动，达到相关学习目标的内驱力。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第一、
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学习方面的主要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学习满意度[1]，学习投入度[2]等方面。
开治中(2012)探讨了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网络使用的现状及相互关系，包括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与网络使
用程度与目的之间的关系[3]。第二、以大学生学习需要为主题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从某门课程中看学
习需要。刘国华(2013)探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学生学习需要意识的培养[4]。第三、研究中
较为缺乏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视角下研究大学生学习需要与需要满足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综合组织行为学，管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三个角度，剖析当下大学生学习需要的内容，并为
充分调动其学习主动性；组建大学生学习型团队，参与学习型项目，提升其学习能力与素养；更为完善
高校教学管理方式和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正式的调查问卷历经三大步骤：第一步、查阅相关文献并借鉴时建朴和王瑾的大学生需要
调查问卷[5]，编制开发式问卷。开放式问卷由以下 4 个开放式的问题构成：您如何看待大学里的课程？
您想在大学里学到什么?您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什么会影响您的学习积极性？第二步、发放开放式问
卷 100 份，并访谈中采用追问的方式进行深度访谈。对回收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与修订，筛选出频率
达到 40%的 60 个学习需要。第三步、再随机抽取 60 名大学生进行试测，再次筛选出频率达到 50%的 30
个学习需要。最后请人力资源专业、统计学专业的专家进行学习因素最后的评定、归类与命名，得出 5
大类学习需要因素与 25 个子因素，并形成了正式的封闭式调查问卷。
本研究封闭式问卷表格格式为左部分是学习需要，右边为被试对学习需要因素的感受程度的选择。
一共有 25 道题目。五大类学习需要因素一级分别由职业培训，课程设置、综合学习能力、互动学习、环
境设施因素构成。职业培训下设考研、职业资格证书、公务员考试、计算机英语等级考试 4 个子因素；
课程设置下设公选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二学位 4 个子因素；综合学习能力下设学习计划、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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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能力、恒心毅力、心理素质、身体素质 6 个子因素；互动学习下设师生互动、同学互动、社会互动、
互联网互动、社团互动 5 个子因素；学习环境下设有教室、微机室、学风、图书馆、实验室、自习室 6
个子因素。问卷要求被试根据对学习需要因素的感受程度，在“很重要”、“较重要”、“一般”、“较
不重要”、“很不重要”五个答案中选择其一。统计时从“很重要”到“很不重要”依次记为 1、2、3、
4、5，统计学生选择标号的百分比。数据处理录入与分析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7.0。
根据社会调查原理[6]和随机抽样样本量选取的公式对成都大学生抽取的样本量约为 831 份，实际收
回有效问卷为 714 份，有效率为 86%。N = t*t/4e*e = 831 其中 t = 1.96、e = 3.5%，t 为置信度，e 为抽样
误差(董海军，2012)。本研究对象为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信息
工程学院、四川旅游学院、成都大学、四川理工学院，宜宾学院。共计 9 所大学。本研究采用访谈法与
匿名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发放则通过实地调研与网络调研相结合的方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学习需要整体特征
根据图 1 看出，当下大学生学习需要百分比值都不是很高，其由大到小排列为：职业培训(44%)、课
程设置(38%)、综合能力(35%)、互动学习(34%)、环境设施(33%)，需要曲线没有明显的凹凸点，曲线较
为平滑。这一现象也说明了互联网时代下的大学生没有优势学习需要，且各具体学习需要层面的差距较
小，呈现均衡化的态势。

3.2. 不同类型学习需要特征分析
1) 职业培训需要分析
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量大，认为用人单位重学历更重能力，故他们认为只有具备过硬的职业技能和
职业素养才能有良好的职业发展未来。调研结果表示：大学生对考研、公务员考试的需要相对较高，其
均值均为 44%；职业资格证书的需要百分比为 43%；计算机英语等级考试的百分比为 41%。大学生认为
考研成功是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好的生活质量。能成为国家公务员，则意味着拥有一个金
饭碗，且工作稳定性最强；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证明了能满足岗位需求，也能增强就业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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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hole perce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图 1. 大学生学习需要整体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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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设置需要分析
数据显示：课程设置需要下二级因素中，公选课程需要百分比为 45%；二学位需要为 39%；专业课
程需求为 34%、选修课程需求为 32%。
从学校总体课程设置来看，学生们谈到理论教学比重远大于实践教学，期望所有课程的设置理论与
实践应各占一半。同时，学生们渴望集生动性、科学性与创新性的高校课堂，凸显高校授课的独特魅力。
其次，随着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需要的呼声高涨，学生们开始重视二学位的修读。现状却是学生们在
选择二学位时表现出盲从性，造成第一学位与二学位的学习效果不佳，自我效能感缺失，内心产生新冲
突。故学生们急切需要在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帮助他们理性抉择，消除焦虑。

3.3. 综合学习能力需要分析
拥有良好的综合学习能力能让大学生有效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学习计划、
自控能力的需要百分比分别为 43%、41%；信心和恒心毅力需要百分比为 37%、身心素质都为 27%。这
恰恰说明大学生的学习管理能力、目标管理能力与个人素养都需要大力提升。访谈发现：大学生究竟在
大学里学什么、怎么学存在误区与盲区。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调
查发现，即便高校已从大一开始学习人生规划课程，哪怕学生们也意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但执行力与
可持续性偏低，拖延症突出。另外，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课堂与课余的学习时间，大学生
利用网络玩耍的时间多于学习的时间。

3.4. 互动学习需要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大学生互动学习需要二级因子中发现，36%的学生希望从师生互动、互联网学习中
提升自己；35%的学生有社团互动与社会互动的需要、同学互动则为 30%。
学生们普遍反映信息时代的高校教师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监督者。希望当代高校老师能成为一位知识
引领者，能力的训练者、课堂的指挥家。另外，同学们谈到师生的互动不能局限于课堂，课后也应有平
台或机会与老师就知识、学识和为人处世等进行交流。就社团互动和社会互动的需要而言，同学们反映
虽然学校的社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但社团管理不规范，缺乏激励机制，致使有的学生入会
后产生落差而自动退出。

3.5. 学习环境设施需要分析
学习环境分为软环境与硬环境。学习硬环境是指学校给学生们学习提供的物化的设备与场所，如图
书馆，教室，实验室等相关设施。良好的学习环境设施是助学生们完成学业的一个方面。美国的著名学
者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也谈到，保健因素并不能对个体产生激励作用。调研数据表明，大学生对学
习环境设施需要并不强烈。在其二级因素的深度访谈中发现，当代大学生对教室有了新的需求。学生们
渴望小班授课，期望移动的桌椅或像会议室般的教室。有学生畅想若高校的课堂能成为主题课堂，不同
的学科知识有教室环境，则对学生们的学习卷入度会更具影响力。

4. 研究对策与建议
4.1. 合理满足学生们对职业培训的需要
虽然高校培养人才的目的不直接指向就业，高等学府也不应是职业培训的基地。但就业形势严峻，
就业压力等信息充斥网络等媒介，让当下大学生倍感就业的严冬。故他们对职业培训的渴望都折射出他
们的学习行为的重心是围绕职业能力获得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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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对于大学生来讲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就业平台，且比本科学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学
校和各层级老师应重视学生考研的志向，开通各种考研信息系统，如考研讲座、座谈会等等，让同学们
能真正了解考研的过程；应注重引导学生考研，帮他们分析考研的利弊。同时，同学们励志考研则也应
早对考研做好准备，确定所考学校和专业，明确方向，了解考研的大体内容和难度；做到有的放矢，提
高考研的成功率。
学生们对公务员考试的趋之若鹜，是他们想在未来拥有好工作，好生活的诠释。针对这一需求，学
校老师应帮同学们客观地分析当下政治经济局势，分类别展示不同类型公务员的工作全貌和考试机制，
让学生们对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岗位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学生也应立足于自身的具体情况，评估自己
与岗位匹配；是否了解以后所要面临的工作状态，从而理性决策，切勿盲目跟风，得不偿失。
学生们对职业证书的考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故相关职能老师应引导学生形成对职业资格证书正确
的认识。同学们在选择考取职业证书前应理性思考与探索。资格证书究竟对自己的意义有多大；是否与
自己的兴趣，价值观相符合。倘若确定要考某一类职业证书，学生们也应全面了解相关信息，如应通过
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机构去报考，时间上进行合理安排，从而消除不必要的财力与精力的浪费。

4.2. 完善以大学生学习综合能力为中心的课程设置
当下大学生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憧憬应落实在他们学习综合能力稳步提升的过程中。学校课程设置只
有具备合理性、科学性、实践性，前沿性，才能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效果、学习投入度
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高校教务管理应以学生实际需求为中心，合理加重课程实践教学的比例并给予教改的任课教
师更多的支持与松绑。其次，高教教师应树立于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维，持续改进教学方法。设计出大
一到大四与课程联系紧密的项目，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表
达能力等综合能力。在项目结束后应让学生们公开演示，相互交流，教师进行总结性反馈，要让学生们
在“做中学”、在“学中思”、在“思中长”。第三、当下各高校的竞争主要以学校的科研实力为主，
而不是学生实力的竞争，故呼吁高校设立学生综合能力的测评标准和奖惩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教
学的投入。作为教学一线单位也应建立专业教师与辅导员的沟通机制。打造学生综合学习能力提升的档
案，以掌握学生们学习兴趣；学习远景与学习能力；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现状与学习目标间的差距，并设
计相对应的激励措施以保障整体中体现差异，差异中体现创新，在创新中实现多赢的核心理念。

4.3. 构建信息时代下的互动学习体系
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时代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互动式的学习越发成为大学生喜爱的重要学
习方式。此次的研究也恰好说明了当下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多元化。
信息时代下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为学生互动学习铺路搭桥：第一、学校应协同学院、授课老师为学
生们的互动学习提供的课外实践机会，发展走出去战略，同时建立课外实践的激励机制。第二、学校应
从政策上与经费上支持各教学单位加大与社会的联系度，让实习基地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期间，教学单
位与用人单位可共同设立与开发项目，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能学以致用。用人方也能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并定期向教学单位提出建议，达到校企互惠的目的。第三、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学生正确的认识网络，理性使用网络是当下各高校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之一。故网络第二课堂的开设能增强师生间对知识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分享。为此，学校相关管理部分设
立一定的激励机制，让活跃在网络第二课堂的同学也能感受到认可与赏识。第四、加强对社团管理力度。
学生们期望学校和学院能给社团接地气的支撑。针对目前学校社团不规范的情况，建议对学校或学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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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社团管理的力度，不定期的对社团负责人及其社团工作进行指导与评估，与社团负责人进行座谈，
传递新的管理理念，并设立专项奖励，鼓励社团进行创新，最终让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在活动中的得
以提升。

基金项目
“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型成长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基于学习模式优化的视角”，项目编号为：Y2013047。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文静, 史秋衡. 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要素与结构探析[J]. 宏观质量研究, 2013, 12(3): 87-94.

[2]

汪雅霜. 大学生学习投入度的实证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3(1): 32-36.

[3]

开治中.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网络使用的现状及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10): 1561-1563.

[4]

刘国华.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学生学习需要意识的培养[J].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207-208.

[5]

时建朴, 王瑾. 关于当代大学生需要发展的调查研究[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2(1): 103-108.

[6]

董海军. 社会调查与统计[M]. 第二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