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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is the reason why most hotel management students have fled the industry after internship? What factors affect 

their career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ship?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interns of hotel management.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ree sessions, namely, three periods before internship, internship and internship,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interview ranged from October 2019 to March 2021.The data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will be analyzed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change in the value of employment values was tha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and the hotel industry that they knew were in a low degree of agreement with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alleviate and change this situation,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personal and hote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units to provide relevant feasi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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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数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实习后纷纷逃离该行业，这是为什么呢？实习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其择业价

值观呢？本研究以认知失调理论的视角并采用深度访谈法的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对 8 位酒店管理专业的

实习生进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访谈分三次进行，分别是实习前、实习中和实习后三个时间段，访谈时间跨度

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3 月，访谈获得的资料将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其择业价值

观改变的原因是实习单位和其了解到的酒店行业的信息与其实习前所了解与期待的吻合度较低。为了缓解并

改变这个局面，本研究将给学生个人、开展酒店管理专业的院校和单位提供相关的可行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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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更好的就业，

大学生找与自己在读专业相关的职业无疑更具竞争

力。但根据调查，2017 年毕业生近四成毕业生就业岗

位与专业不对口[1]。随着我国酒店的规模的扩大以

及等级的提高，酒店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以及实践

能力。相对于行业规模的急速扩大，我国酒店行业的

从业人员的数量增幅却呈缓慢上升趋势。2000年平均

每间客房的员工数量为 1.186 人/间，而到 2019 年已

下降至 0.999 人/间[2]。越来越少人选择从事酒店

行业，人才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酒店行业面临的主要

问题。酒店人才补给的不足，酒店人才严重的离职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求职者的职业规划。过往研究发现，

在职业探索后期的酒店专业实习生对所实习酒店以

及在酒店行业发展前景的评价会有很大程度上影响

其未来的职业规划[3]。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实习过

程中是什么因素影响实习生今后的职业规划？本研

究将针对这问题进行探究并给出答案。 

2. 文献综述 

认知失调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个体对于事物的态

度以及态度和行为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如果不协调，

就会产生不和谐的认知，即认知失调 [4]。Telci、

Maden 与 Kantur 认为认知失调理论是关注认知之间

的关系，认知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态度、感知或者

感觉拥有的知识的组成部分[5]。阳海英等人指出认

知失调是指当个体觉察到自己的各种态度之间或者

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时，产生的一种不

愉快的内部状态[6]。综上，本研究认为认知失调是

指主体对客体的综合主观认知与客体自身的客观实

际情况吻合度低，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

状态。过往研究也指出对大学生就业中的认知失调现

象的研究中提出认知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工

作内容失望，对自我价值的贬低以及对受教育的怀疑

等，因实际情况与理想出现矛盾，认知失调也就随之

而来[7]。那翠翠认为旅游管理本科生之所以会出现

专业失调，主要是因为在选择专业前没有深入了解这

专业，其次就是受到以往所接触的，了解的对这专业

的观点的影响的结论[8]。 

在择业价值观部分，袁贵仁提出价值取向是人们

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价值倾向[9]。

过往研究也指出择业价值观包含了地域的选择、行业

的选择与价值目标等因素，反映了主体对于行业以及

个人价值的实现的认知水平，择业价值观也是影响人

们择业的重要因素[10]。 综观上述，本研究把择业

价值观定义为个体对其职业规划的目的、意义以及标

准等的根本的看法和态度，是个体价值观在职业规划

上的集中体现。顾凡和师昕强认为近年来大学生就业

日趋严峻，大多数专业设置与市场严重脱节，就业市

场不完善以及大学生的择业观的不成熟等成为影响

大学生择业的重要因素[11]。综上，择业价值观受学

生个人、家庭、学校、市场环境以及政府等因素影响,

本研究将从这几个方面出发，研究择业价值观受这几

个方面的影响后的改变情况。 

实习顾名思义就是在实践中学习[12]。都昌满认

为实习是高校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工作能力，

确保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教学环节,同时也是学

生增强就业能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13]。

综上研究，本研究定义实习为学校为了掌握大学生知

识掌握情况，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

的一教学环节。龚敏在研究中得出实习满意度是影响

其择业意向的重要因素，在实习后，择业意向一般都

会发生变化，实习满意度的提升是学生择业价值观是

否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14]。因此，本研究选择以大

学生的实习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探讨基于认知失调

了理论下大学生择业价值观的改变情况。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为了解实习生在

实习前、实习中与实习后在认知观念与心态上的改变，

进而厘清认知失调的因素，对于实习前访谈目的主要

是了解学生尚未正式进入该行业之印象与认知，实习

中访谈目的主要了解实习过程对于该行业的认知情

况，实习后访谈主要目的为了解学生对于整体行业了

解与今后择业意愿，依据不同目的设计问卷；调查方

式为深入访谈或者电话访谈搭配录音为主，后续形成

逐字稿，给予受访者确认内容，以求资料真实性与完

整性，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横

跨时间一年，对象为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学生。 

深入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收集方之

一，具有很大灵活以 深入访谈法是质性研究中极其

重要的收集方之一，具有很大灵活以 及对意义进行

诠释的空间 [15]。深度访谈法适用于了解复杂、抽

象的问 题，这类深度访谈法适用于了解复杂、只有

通过交谈对所关心主深入探讨才能概括出其中的更

深层含义。深度访谈后，本研究将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访谈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藉以得到本研究结果。 

4. 资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讨基于认知失调理论下酒店管专

业的择价值观改变，挑选的样本是酒店管理专业的学

生，使用深度访谈法在实习前期、 中期以及后对采

访象开展 3次深度访谈 以索取本研究需要的资料信

息，本研究采访到第 8 位访谈对象时发现采内容已达 

饱和状态，在内容编码方式上，以“受访人员 位学

生。以“受访人员 编号 —行数”进编码，样本相关

介绍如表 1 所呈现。 

表 1 访谈样本 

编号 性别 实习单位 实习/部门岗位 

D1 女 三亚 Y 酒店 前台接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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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女 深圳 E 酒店 销售助理 

D3 女 广州 W 酒店 宴会 

D5 女 广州 W 酒店 总机接待 

D7 女 东莞松山胡 K 酒店 宾客接待 

D8 女 三亚 A 酒店 财务部 

D9 男 深圳 L 酒店 西餐厅 

D10 男 三亚 A 酒店 礼宾部行李员 

实习前的心态与期待，对于初步踏入社会的大学

酒店管理专业实习生来说，对实习充满着憧憬，在访

谈中都提到了在未深入了解该行业的前提下对于该

行业的种种期待，包括工资、福利和部门氛围等。内

容提到虽然实习包住宿以及一日三餐，但是实习地点

基本都在珠三角发达城市，消费水平高，同学们认为

实习工资相对偏低；也期待转正工资能符合自己心理

预期，同学们都还没接触过这个行业，还没了解酒店

行业的工资详情，但是因为实习工资低，所以同学们

希望实习后如果有机会转正，工资可以符合自己的心

理预期。同时，希望同事间能够和谐相处，对于出入

职场的学生来说，除了在乎工资待遇外，能否和同事

们和谐共处也是他们比较在乎的。在采访中，受访者

都希望在和老同事可以像朋友一般相处，希望部门氛

围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如果有必要接受加班，但

希望酒店给与相应的补贴，以及希望实习后转正可以

从领班做起、期待能在五年内升到经理岗位。希望能

在半年的实习中有所收获与毕业后会从事相关行业

工作皆为八位受访者在实习前的意愿与认知情况。 

[确实蛮低的，就我觉得如果是自己找的实习的话，会
相对比跟学校合作的酒店给的工资会高点。]D5 -14 

[嗯，转正的话，我期待工资可以在 5000~6000 左
右。]D2 -68 

[希望是那种额就是工作的时候是我们比较团结，然后
互帮互助，然后平时的话也可以轻松一点，然后额大家可
以互相交流进步那种。]D7 -98 

[无偿加班的话肯定是不太能够接受的。]D9 -76 

[额，如果是说，就是毕业后的正式工作的话，我觉得，
起码应该是从领班开始吧]D7 -25 

[部门经理的话，就是希望的话应该是五六年这样。差
不多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我自己比较希望得。]D10 -94 

[嗯希望能学到一些额比较如果是能力方面的话，就想
多提高一下我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这些。]D5 -92 

实习中期的了解与认知，受访者带着实习前的对

实习生活以及酒店行业的期待到实习单位实习，所以

他们会有意识地去了解现实中的实习生活与该行业

的业态是否符合其期待。结果发现酒店会要求员工无

偿加班、才能无处可施、酒店福利、转正后岗位、工

作氛围与预期不符，整体工作环境也没有想像中的高

大上、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升职速度没有想像中的

快等认知失调产生，在访谈过程中也得知有半数受访

学生还是有意愿在毕业后从事酒店行业工作，另有半

数择已明确表示不会。 

[像餐饮部门的话，他如果你加一小一小时之内的，他
好像都不给你算工资，但是那些实习生又不得不听从上面
的安排]D5 -77 

[就是你实习阶段能用的，大学超过有挺多就是你实习
阶段能用 的，大学超过有挺多就是你实习阶段能用 的，
大学超过有挺多就是你实习阶段能用 的，大学超过有挺多
就是你实习阶段能用 的，大学超过有挺多不上的 ]D10 -
58 

[像我在部门的话，就我了解而言，我们酒店它的福利
是很挺少]D9 -15 

[额就我们酒店来说，一般都是最基本的服务员开始做
起，就没有从领班做起。]D10 -81 

实习后期的认知与择业价值观，经过六个月的实

习，同学们对酒店相关信息有了初步解自己与酒店，

是否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也有所定夺，内容包括无偿

加班制度导致身心疲惫、前景虽好，但转正后工资过

低、工作氛围压抑与同事间关系不好、升职难时间又

长、培养制度未完善、没有提升自己的机会、觉得屈

才，以及后续八位同学皆表示在毕业后不从事酒店行

业。 

[现在就是慢的我们加班时间还挺多，也比较习惯了。
但还是不太能接受，我对这点的话比较就个人持反。 ]D7 
-81 

[额会的，因为如果说一直都没有新福利制度而只是无
偿加班话我觉得我可能不久就会离职了。]D8 -70 

[额我部门有一个是正式生，他进来可能不够一年或者
一年，然后他转正后的工资是 3000 多，感觉挺低的。虽然
包吃包住。]D5 -61 

[会啊，因为自己本身也不能接受了，所以就很难在这
个行业继续做下去。毕基本上都要从基层员工做起。]D5 -
81 

[嗯， 不会选择再在酒店行业了，经历过就好。 不会
选择再在酒店行业了，经历过就好。 ]D5 -48 

[嗯会让我想要逃离这个行业。 ]D7 -65 

[额，我应该不会再选择留在这个行业。 ]D8 -36 

5. 结论与建议 

如果实习后，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纷纷逃离酒店

行业，那实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专业实习

是学校为了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16]。在了解

过后，学生会离开所学专业之行业是正常的现象，但

既然选择必然是对于该专业有较大的兴趣，然而，在

大部分学生实习结束后转行，这情况就值得深思，也

给予本研究一个破口去对酒店实习过程进行追踪调

查、从而找出实习过程中影响同学择业价值观的改变

原因，这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研究结果表明，在实习中影响学生择业价值观改

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认知失调的产生，这与过往研究

发现大学生因为对自身认识不足，以为学历高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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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顶尖或中高阶工作，不应到基层工作，这是屈才

的社会现象，从而产生严重的失调情况，与自身择业

价值观产生严重影响的观点不谋而合，包括实习单位

工作内容、培养制度、工作氛围与个人发展等因素影

响相互印证[17-18]，除了上述因素，本研究也发现加

班补贴、岗位期待与升职年限三个因素也同样影响著

择业价值观。 

根据研究得出的结果，想要缓解局面，建议从学

生、高校与用人单位三方面进行相关沟通。首先，学

生应提前了解酒店等企业，了解行业具体信息，此外，

也切勿好高骛远，摆正心态、脚踏实地、树立自信与

不要怀疑自己受教育得到的知识与能力；学校部分择

是建议上课过程中，教师于课堂上事实讲授酒店工作

的相关信息，实践课程应更新或者顺应酒店的最新要

求，并创造学生与企业接触或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让学生可以多方深入了解行业；酒店企业部分则是要

履行诺言，完善并落实福利制度，并合理分配工作量，

给予实习生更多耐心，并改善薪酬制度与晋升制度等，

让学生可以感受到酒店的前景。对于本科酒店管理专

业的学生纷想逃离这行现象，不管是学生、学校或者

是用人单位都应该给予足够重视，三方都应努力想办

法改善局，从而保证专业对口率，防止出现社会人才

浪费以及酒店行业的人才流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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