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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大学生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提出了解释
大学生作出出国留学决定过程的综合模型，并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出国留学意愿的因素。 研究样本包括来自
北京、广州、武汉和西安四个地区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 12 所高校的 4903 名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 研究
发现，大学生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强烈，并受学生自我及环境因素互动的影响。 上述研究发现
不仅可以为国外或境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更好地设计招收中国留学生的策略，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好的研究
生教育经历提供参考，而且可以为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增强其吸引力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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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llege Students' Intention of Pursuing Postgraduate Study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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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tention of pursui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broad. A comprehensive model is developed to expla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study abroad. By using the model，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outward mobility are analyzed. 4,903 final 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were studying at 12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Guangzhou, Wuhan and Xi'an,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Drawing on outcome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reveals a strong tendenc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broad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ersonal factors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will help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design better recruitment strategies and
provide bette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They will also help to improve quality and increase
attractivenes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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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学生

文组织统计， 全球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
2005年为272.84万余人，2010年则增加到了357.28万
余人[1,2]。

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空间有了很大的拓展，越来越多

近年来， 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的人选择到海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 据联合国教科

随着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长，我国目前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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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
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为11.85万人，2013年增加
到41.39万人

[3]

。 在2012/13学

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数达到
23.56万人，占美国高校国际留
学生总数的28.7%， 位居世界
第一，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更
高出16.9个百分点[4]。
近年来，虽然中国学生出
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但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人数仍然占有较大比例。 这
些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
生在将留学目的地的学术、文
化和经济利益带回国内的过

图1 学生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综合选择模型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也
模型[10]和Park提出的“2-D”模型 [11]，提出了一个综合选
是留学目的地与我国沟通的重要形象大使。 然而，虽
然他们具有重要价值，但关于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

择模型来解释大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

生教育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却比较少。

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图1列出了综合选择模型的基

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了解我国大学生出国留学

本内容。

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状况；二是分析他们选择出国

该模型认为，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作出出国留学的决定；选择留

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因素。

学目的国；选择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构。 在大多

二、理论框架

数情况下，一个愿意在大学毕业后继续接受研究生教

在国内外现有的有关学校选择的研究文献中，对

育的学生， 首先要决定是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

高等教育选择的讨论多， 对研究生教育选择的讨论

还是留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 在作出留学的决定

少；在讨论研究生教育选择时，对一般意义上的学生

后，会选择留学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然后会选择接

选择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多，对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

受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学校。 当然，他们也可能在决定

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讨论得少。 因此，有必要在现有

出国留学后， 就直接选择某个学校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有关个体学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建

本研究主要对学生第一阶段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

立一个更为综合的模型，以便解释期望出国留学接受

行分析。

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在学校选择的每个阶段，学生的选择都是自我与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曾提出过解释学生学校

环境互动的结果。 一方面，学生的选择要受其个人特

选择的多种模型 [5]。 例如，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征方面的因素（如学生出国留学的动机与意愿、学术

models)强调，学生是根据他们感知的进入有关学校的

能力等）影响；另一方面，学生的选择也会受到其家庭

[6]

成本和收益来选择特定的教育机构的 。 而社会学模

社会经济背景、亲戚朋友等其他重要因素，以及外部

型(sociological models)则认为，学生进入大学的需求或

推-拉因素（如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研究

大学志向受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术能力、中学教

生教育系统及机构的声誉、质量、水平等）的影响。 在

[7,8]

育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
本研究结合Hossler & Gallagher提出的学生选择大
[9]

学的“三阶段”模型 、Mazzarol & Soutar提出的“推-拉”

选择过程中，学生会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但又不是受
环境影响的被动的实体，而是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的
个体。 环境的影响会经由学生内化之后，再反映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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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选择之中。 例如，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可能成为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推动
力之一，而学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的良好
印象和期望则可能成为其出国或出境留学接受研究
生教育的拉动力。 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说明，学生对学
校的印象与其最终选择学校的决策之间存在关联。 例
如，Park发现，学生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和
高校的印象将对其选择留学目的地的决策产生重要
影响[11]。 Tucciarone的研究表明，学生对社区学院的印
象和感知是影响他们最终的入学选择决定的最为关
键的因素[12]。 但是，这种影响是通过学生这个代理者内
化之后再外化，从而反映在他们的选择之中的。
三、研究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是2012年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 问
卷调查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四地进行，包括北
京、广州、武汉和西安；在每个地区，选择不同水平的
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和理工类高校3所，四个地区共
选择12所高校。 其中，“985”高校5所，“211”高校3所，
普通高校4所；师范类高校3所，理工类高校4所，综合
类高校5所。 样本高校较好地反映了中国高校多样化
的特征。 在这些高校中，选择分别属于工程技术、自然
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外国语言等专业的
4903名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样本的

questionnaire），该问卷共包括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从性别看， 男生 2239 名 ， 占

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选

45.7%；女生2648名，占54.0%（缺失16人，占0.3%）。 从

择出国或出境留学的影响因素、对本国和期望留学目的

学科分布看，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1359人，占27.7%；

国的研究生教育的印象、期望获得的研究生学习经历等

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764人，占15.6%；人文社会科学

内容。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

类专业学生931人， 占19.0%； 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

查， 是因为这些学生面临着升学还是工作的实际选择，

1400人，占28.6%；外国语言类专业学生390人，占8.0%

选择继续升学的又面临着是出国或出境留学还是在国

(缺失59人，占1.2%)。 从高校层次看，“985”高校学生

内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 因此，较之非毕业班的

2020人，占41.2%；“211”高校学生1119人，占22.8%；普

学生， 毕业班学生对调查所涉及的大学毕业后出国或

通高校学生1764人，占36%。 从高校类型看，师范类高

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等内容会有更加清

校的学生1197人， 占24.4%； 理工类高校的学生1658

晰、明确和深入的感知。

人，占33.8%；综合类高校的学生2048人，占41.8%。 从
地区分布看，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1243人，占25.4%；
广州地区高校的学生1161人，占23.7%；武汉地区高校
的学生1122人， 占22.9%； 西安地区高校的学生1377

四、研究结果
（一） 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
育的意愿

人，占28.1%。 调查覆盖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

表2分析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

同层次高校中不同学科的学生，因而对中国大学生群

研究生教育的意愿。 在4685名作出了明确选择的学生

体有较好的代表性。

中， 有44.3%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

参与调查的学生需要完成一份名为
“
大学应届毕业
生期望的留学学习经历调查”的自陈问卷（self-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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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
表4分析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 所学外
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等部分
个人因素对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
的影响。Pearson Chi-Square检验的结果表明，学生在大
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
以及口头表达水平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显著的影
响。 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越好，所学外语的书

（二）学生出国或出境留学期望选择的目的地
表3列出了学生选择的希望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目的地。 从中可见，在选择留学目的地的数据完整

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越高，学生出国
或出境留学的意愿越强烈。
表4 学术能力因素对大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

的4438名学生中，选择美国的学生占42.5%，选择英国
的学生占17.3%，选择澳大利亚的学生占12.9%，选择
香港的学生占12.6%。 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希望出国或
出境去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比较理想的留学目的
地。 除新加坡达到6.6%，日本达到5.7%之外，学生选择
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比例都低于5%。 此
外， 大约有11.2%的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或地
区不止一个。
表3

学生期望的留学目的地

注：***P<0.001。

2.家庭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我们向学生询问了家庭的经
济支持、家庭提供的信息以及家庭的期望等因素对其
选择是否到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及其留学的国家或
地区、城市、大学与专业等方面的影响。 学生的回答从
注： 百分比是根据选择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数占学
生总数4438人的比例计算的。

“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共分为6个等级，分别赋
值1-6分。 表5比较了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本科毕业

学生期望的选择格局与学生实际的选择格局是

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不希望出国或

比较接近的。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0年

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两组学生选择是否到海外接

中国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和

受研究生教育以及留学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大学与

地区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韩国[2]。 这在

专业等方面的影响情况。 t检验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

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学生选择意愿的客观性。

支持等因素对学生的留学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较之本

（三）学生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的
影响因素分析

科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
本科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

· 39 ·

复旦教育论坛 ２０14 年第 12 卷第 5 期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4． Ｖｏｌ．12，Ｎｏ．5

表5 家庭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

注：***P<0.001。

更认同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其留学选择的影响。
3.大学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对其留
学意愿的影响

从表6可见， 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
究生教育的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要
显著高于大学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

如前所述， 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可能是

教育的学生。 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

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为

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

了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调查了大学生对国内研

联。 也就是说，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越不满意，他们

究生教育有关方面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的联

越可能倾向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 因

系。 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的不满意程度，如

此，大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是促使他们本科

“
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少”， 在本研究中用学生对

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该陈述的同意程度表示。 学生的同意程度分为“
非常同

在表6第2栏，我们列出了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

意”到
“
非常不同意”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分。 因此，学生

的不满意程度， 并按不满意程度由高到低进行了排

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陈述的评分越低，说明学生

序。 从中可以看到，缺乏创新性和国际化的高质量研

越不满意该方面。 表6列出了分析的结果。

究生教育， 没有机会接触良好的研究设施和条件，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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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的关系

注：**P<0.01；***P<0.001。

不到高水平的导师，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后就业前

(Eigenvalue)大于1作为提取因素的原则，以主成分分析

景不明确，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少，长期的经济收益低，

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s)并应用最大方差(varimax)方

国内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激烈， 奖学金等资助数量

法进行旋转提取因素。 如果一个项目在两个因素上负

少，这些因素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不

荷都大于0.55，因其在因子归属上存在的冲突，在因素

满的重要原因。

分析中将删除这个项目。 基于此，“专业/学位在国际上

4.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分析

的地位和认可度”、“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声誉”、“师资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

水平”这三个项目在因素分析中被删除。 从表7可知，

响因素，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32项有关学生对留

29项影响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项目可以概括

学目的地社会文化偏好、学习成本效益、留学信息获

为5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可以将它们

取渠道、留学目的地教育水平与入学要求等因素对学

分别命名为“信息来源”、“文化生活”、“成本效益”、

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 表7列出了因素分析

“教育水平”和“入学机会”，这5个因子累计可以解释

的结果。 在进行因素分析时， 本研究以特征值

的方差达到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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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4． Ｖｏｌ．12，Ｎｏ．5

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素，学生就读专业、学校类型
和层次等学校教育变量，以
及前述因素分析中获得的5
个因子(在本研究中我们应用
系统默认的回归方法计算因
子得分)为自变量，进行逻辑
回 归 分 析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表8列出了回归
分析的结果。
从表8可见， 个体因素
中，学生的性别、学习成绩、
所学外国语言口头表达能力
等因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 所学外国语言
书面表达和写作能力对学生
的留学意愿则没有显著影
响。 其中，男生的留学意愿要
显著高于女生； 学习成绩在
80分及以上的学生的留学意
愿显著高于学习成绩在80分
以下的学生； 所学外国语言
口头表达能力较流利及非常
流利的学生的留学意愿也显
著高于所学外国语言口头表
达能力一般及以下的学生。
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看，家庭所在地、母亲受教育
程度、 父母职业等因素对学
生的留学意愿也具有显著影
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水平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则
没有显著影响。 其中，家庭所
在地在城市的学生， 其留学
意愿要显著高于家庭所在地
在农村的学生； 母亲受教育

注：* 负荷小于 0.55 的在表中被省略。

程度为高中、 大专及本科或
研究生的学生， 其留学意愿

5.学生留学意愿的逻辑回归分析

也显著高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父

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

亲职业为经营管理人员、一般办事人员的学生，其留

响因素，我们以学生留学意愿(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

学意愿显著低于父亲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

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1， 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

部的学生；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

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0)为因变量，以学生的性别、学习

和其他职业的学生，其留学意愿也显著低于母亲职业

成绩和英语能力等个体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

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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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4． Ｖｏｌ．12，Ｎｏ．5

学生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

注：***P<0.001。

从学校教育因素看，学生就读的专业对其留学意

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则没有显著影响。

愿具有显著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留学意愿要

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显著低于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 学校类型及层次因

学校因素和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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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影响因素中的成本效益、教
育水平、入学要求等因素仍然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
显著影响，学生越认为这些因素重要，其留学意愿越
强；而信息来源、文化生活因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不
再具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应用对中国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四地不
同层次、类型高校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中
国大学毕业生的留学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２０14． Ｖｏｌ．12，Ｎ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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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学生的成绩等学术成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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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大学毕业生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
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国外或境外研究生教
育机构更好地设计招收中国学生的策略，以及为中国
留学生提供更好、 更优质的研究生教育提供重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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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也对改进和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对其
留学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如何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质量、创新性和国际化水平，为学生接触良好的研究
设施和条件提供机会，培养高水平的导师，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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