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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personaliz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rious 

influenc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guidanc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300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demand of career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u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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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应该是全程化、个性化的指导，本研究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 300 名高校应届大学毕业生调查，探讨

影响大学生求职的各类因素，分析大学生对高校就业指导的需求，进而为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实效性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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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校毕业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宝贵人才资源，高校毕

业生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图 1 所示)，使得社会就业压力不

断增加，2014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727 万，做好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有利于就业形势的稳定和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图 1 中国 2001-2014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No.CIA130172) 

帮助大学生就业需要政府、社会、企业、高校、学生

及其家庭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而对于高校而言，在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就业竞争力方面必须增强高等教育

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扎实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就

业指导的工作如何切合经济社会的需求趋势，如何使高校

就业指导工作与人才培养相匹配，进而使就业指导工作卓

有成效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2014 年 5 月对江苏省徐

州市 2014 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300 份，回收

有效问卷 290 份。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学校提供的就业指

导和大学生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距，如：就业指导

的内容和形式都较简单，并不能有效满足大学生日趋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由于人员、经费等各种原因，高校就

业指导的全程化、个性化工作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就业指

导工作实践落后于现实需求等。针对调查的情况，我们一

方面应该在政策上给予就业指导工作更大力度的支持，以

利于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另一方面，

从大学生需求角度出发，对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进行准确定

位，真正使就业指导工作真正卓有成效，促进高校就业工

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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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对就业形势的态度 

根据大学生对就业形势的态度和看法我们可以了解到

大学生在面对就业时的心理及其自信心。在一定程度可以

为就业指导工作提供一种引导思路，以利于更好的对大学

生日常培养和心理引导。 

 

图 2  高校大学生对就业现状的态度 

对 290 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中发现（图 2 所示），有

191 位大学生表示“先就业后择业，从底层做起，逐步向

目标奋斗”，占全部受调查大学生的 42%；有 73 位大学生

选择继续深造，占受调查大学生的 16%，有 28 位选择自己

创业，占 6%。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面对就业是比较理性

的，超过一半的同学较好的为自己做了恰当的定位，但也

有 13%的大学生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没有积

极的心态；近 10%的大学生茫然失措，或者是期待就业形

势的好转，没有能够积极地因对，这就需要就业工作指导

的老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培养和引导，帮助这部分同学可以

尽快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以更积极的心态对待就业。 

3．教学环节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 

专业能力是大学生就业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也是用

人单位招聘人员时首要考察的能力。大学生应该通过高等

教育的学习，掌握并具备专业理论知识以及相应的实践能

力，并能够运用于工作岗位中。专业的能力决定了大学生

是否能够胜任和完成用人单位对其分配的工作任务，专业

能力是大学生进入职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图 3  大学生对专业和工作性质关系的看法 

图 3 所示，290 位大学生中有 229 人表示自己的第一

份工作可以是与专业有一定关联性的工作，不一定绝对对

口，占 79%；6%的大学生认为工作必须要与专业对口。85%

的大学生表示专业要与未来的工作对口，从一定程度上可

以看出，专业对于大学生而言与未来的就业方向存在非常

大的关联性，学好专业对于大学生未来就业发展起到了非

常大的基础性作用，就业指导工作的落实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方面便是要引导学生认真学好本专业课程，同时拓展自

己的知识面，为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图 4  大学生对在校期间各类教学环节的认可度 

如图 4 所示，对 290 位大学生的调查（每位大学生可

选择 2-3 种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教学环节）发现，大学教学

环节中对大学生帮助最大的前三位是：专业课程的学习、

社会实践以及专业实习，这也充分说明了，专业能力对大

学生而言是最基础和重要的能力，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

首先要引导大学生充分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

提升。 

4．大学生对就业指导的需求分析 

在对 290 位应届大学生的调查中，有 234 人表示在就

业过程中需要高校就业指导，占 87.7%，有 56 人表示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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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大多数大学生表示，如果就业指导能够更加实用和有

针对性的话，对其帮助会很大，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就业指

导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表示对就

业指导无所谓的 56 人中，大多是大学生也表示，还是对就

业指导充满期待的，但目前就业指导面对全体同学，有些

流程化，针对性不强，希望就业指导能够更具个性化和针

对性。 

图 5 和图 6 给出了大学生为就业做的各种准备以及对

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需求情况。 

 

图 5  大学生为就业做的准备工作 

如图 5 所示，290 位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168 人表示

专业知识扎实，156 人已经通过兼职、实习等获得了各类

经验，148 人通过性表示已经考取了各类职业资格证书，

94 人表示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提高了自己的能力，87 位大

学生担任学生干部，62 位大学生经常与老师或高年级同学

探讨，63 位认为通过就业指导课程的学习为就业做了准备。

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通过大学阶段的各种努力为进入

职场前做了准备，而其中专业知识和实践创新是最为重要

的两个环节，这也与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不谋而合，

在此基础上，大学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如人

际交往，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等。 

 

图 6  大学生对就业指导内容的需求倾向 

290 位大学生中 213 人表示希望通过就业指导获得招

聘信息、就业推荐等；188 人希望获得面试技巧；101 人认

为求职以及进入职场，礼仪的训练很重要，希望可以在就

业指导课程上系统学习。同时也有不同比例的同学表达了

对职业规划辅导，就业政策、法律等的指导，求职心理等

方面的需求。从大学生的意愿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系统的

就业指导有着非常大的需求，从入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到专

业学习的引导，从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到求职技巧的训练，

大学生能够顺利进入职场并有优异的表现，就业指导的作

用不可忽视。这同时也要求就业指导必须更加实用性、针

对性、系统性。 

5．建议 

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对于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 290 位应届毕业生

的调查研究，从大学生就业需求的角度探索就业指导工作

的实效性建议和做法，促进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有效落实。 

（1）注重全程指导。大学生就业指导不仅仅是大学生

的大三、大四阶段才要进行的工作，而是贯穿整个大学生

大学四年。从进入大学开始直至毕业，在不同的年级，对

大学生进行不同的指导，如大一的职业生涯规划定位，大

二的实践指导，大三的就业信息分析，大四的就业技巧训

练等，各年级有其阶段性的辅导重点。 

（2）注重个性化指导。大学生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不

同，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会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就

业指导工作必须是全方位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只有这

样就业指导工作才能真正做到不流于形式，才能服务好每

一位大学生，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和就业能力。 

（3）就业指导内容实用全面。就业指导不能是泛泛指

导，而是要内容全面而实用，如开设就职培训以提高学生

应聘技巧，增强就业竞争力；进行模拟训练和各类讲座，

以了解职业要求和特点；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

的就业适应性等。另外，还应该开设有针对性的面试技巧、

礼仪、求职心理调适辅导等。就业指导内容实用性要强，

学生易于接受，而不能仅仅是落于形式。 

（4）培养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实践创新

能力是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提出的普遍要求，培养大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是高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高校

必须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组织和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

各类社会实践创新活动。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有

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和就业能力。 

（5）就业指导队伍必须专业化。高校的就业指导人员

必须具有高素质、专业化，具有相应的学位、专业以及资

格，并拥有一定的经验，同时，要有计划地进行系统定期

培训、学习和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对大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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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就业指导，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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