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职匹配理论与女大学生就业选择

李晓明　刘洪玉　孙晓雯

(中华女子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系 , 北京 100101)

摘 　要 :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 , 大学生择业越来越困难 ,而女大学生更是面临诸多障碍。职业

选择是一个人职匹配的过程。要实现成功择业 ,女大学生要增强自信 ,善于发现和发挥好自己的潜能和

优势 ;要了解用人单位的信息 ,把握机遇 ,在就业过程中做出正确的抉择 ,赢得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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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 ,大学生面临的社会

竞争日趋激烈 ,而女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择业过

程中就更显艰难和曲折。从某种意义上说 ,选择了

自己的职业 ,就等于选择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自主

择业、双向选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就业方式 ,职业

流动、职业转换现象司空见惯。这就是说 ,女大学

生不仅在就业前面临着职业选择的问题 ,在就业后

仍然有对职业重新选择的机会。职业选择得正确 ,

就可以顺利地从探索阶段转向确立阶段 ;如果职业

选择发生障碍 ,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个人职

业生涯的发展。所以 ,运用科学的人职匹配理论 ,

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 ,对女大学生尤为重要。

　　一、职业选择与人职匹配理论

所谓职业选择是指劳动者依照自己的职业期

望和兴趣 ,凭借自身能力挑选职业 ,使自身能力素

质与职业需求特征相符合的过程。[1 ] (P29)
人职匹配

理论认为 ,人的个性结构存在差异 ,人们应该根据

自己的个性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以达到人职

匹配的目的 ,从而满足个人需要与兴趣 ,最大限度

地发挥自己的潜力。[2 ]最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的特

性 —因素理论和霍兰德的个性 —职业类型匹配理

论。

帕森斯创立的特性 —因素理论认为 ,每一个体

都具有独特的能力和特质 ,不同的职业岗位需要不

同特性的人 ,通过心理测验可以获得对个体特性的

认识 ,以使个体找到最能体现和发挥其特性的工

作。之后 ,美国职业指导专家威廉逊在帕森斯的研

究基础上将特性 —因素理论发展成型。这一理论

注重个人差异与职业信息的搜集与分析 ,这是它的

基本特点 ,而实现人职匹配则是该理论的核心。该

理论的要点是认识自我 ,了解职业对人的要求 ,寻

求个人的特性和具体职业要求之间最佳程度的匹

配。这种人职匹配过程包括 :1、特性评价。评价测

试者的生理、心理特征、职业能力、职业兴趣等 ,作

出综合评价 ;2、职业因素分析。分析职业的各种因

素 ,包括各类职业内容、特点 ,提出对从业人员的要

求 ;3、个人特性与职业因素的匹配。根据个人特性

评价与社会职业分析结果 ,进行选择 ,从而达到人

与职业的合理匹配。在职业选择中 ,女大学生可根

据该理论制定和使用的量表 ,对自身的体质与心理

特性进行测量 ,以求得全面的特性评价。同时认真

分析职业 ,研究职业特征和工作要求等因素 ,以获

得相关职业信息。最后 ,在了解个人特征和职业要

求的基础上 ,选择一种适合个人特性又可实际获取

的职业。

职业选择的另一个理论是霍兰德提出的个性

—职业类型匹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职业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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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人格的反映和延伸。霍兰德将人格分为六种

基本类型 ,并将它们和环境、职业类型进行了匹配。

他提出了四种假设 :1、大多数人的个性可以根据其

心理素质和择业倾向划分为六种类型 :现实型、学

者型、艺术型、社会型、事业型和传统型 ,而每一特

定类型个性的人所感兴趣的职业类型不同 ;2、职业

类型也可以划分为上述六种类型 ;3、人们都在寻求

适宜的职业岗位 ,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积极性 ,实

现人生价值 ;4、个体的个性和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3 ] (P370) 霍兰德及其助手通

过多年研究 ,制定了两种类型测定工具 ,一种为职

业偏爱记录 ,简称 VPI ;另一种为自我指导探索 ,简

称 SDS。基于 VPI和 SDS 两个量表的测量 ,得出人

们适应的职业类型。类型测定后 ,与被测定者的人

格类型相对应的有一系列具体的可供选择的职业。

根据该理论 ,女大学生在做出职业选择时 ,可根据

量表进行自我测试 ,得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并找出

相对应的职业范围 ,从而选择和自己个性相匹配的

职业。

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女大学生来说 ,选择一种

合适的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种社会因素

和女大学生个性特征都会对职业选择产生影响。

虽然社会因素的影响难以改变 ,但女大学生可以通

过改变自身因素来完善提高自己 ,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 ,运用人职匹配理论做到成功择业 ,走好职业

生涯的第一步。

　　二、女大学生择业的自身障碍

女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 ,在个人因素上主要有

以下几点不足 :

(一)求职期望过高

大学生选择职业 ,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状

况的影响。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内的经济状况 ,直

接影响其劳动就业状况。据调查统计 ,女大学生在

就业地区上首选京津沪和各省省会城市以及东南

沿海发达地区。[4 ] 就业单位选择上往往瞄准薪水

高、福利好、待遇优厚的精英单位 ,很少选择去基

层、西部 ,更不愿到工作条件艰苦的环境去。据一

项调查表明 ,来自大城市的毕业生都希望在大城市

就业 ,来自中小城市的毕业生近 50 %的人希望呆

在大城市就业 ,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98 %不愿意回

乡就业。[5 ] 女大学生择业过程中不符合实际的想

法 ,造成部分女大学生的选择性失业 ,即“有业不

就”、主动放弃不合意的就业机会 ,对女大学生实现

成功就业显然不利。

(二)综合能力不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实行双

向选择。毕业生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占

有一席之地 ,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 ,其个人综合能

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深厚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 ,较强的学习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毕业生深受用

人单位青睐。女大学生比较注重学习成绩的提高

和固态知识的增长 ,不太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动

手能力的锻炼 ,尤其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方面相

对薄弱 ,这使得女大学生在越来越重视毕业生的创

新和实践能力的就业竞争中缺乏优势和实力。

(三)依赖心理较重

尽管女大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和独立意识在

迅速增强 ,大学环境也赋予女大学生更多的独立空

间。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父母与子女之间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依赖与被依赖、控制与被控制的

关系。尤其是女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或受父

母控制的程度普遍较强。在择业过程中 ,有些女生

缺乏自主的勇气 ,在职业去向或工作岗位的选择上

缺乏个人独立的决断能力 ,依赖于父母的经验 ,这

使得女大学生择业时优柔寡断 ,无法在竞争中赢得

理想的职业。

(四)自身性别差异

传统观念和性别分工模式对女大学生的求职

择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使得她们的选择有回归

传统职业角色的趋向。[6 ]女大学生在择业中或多或

少会有一点“性别自卑”。一方面 ,传统的中国伦理

使人们养成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 ,即女性不

如男性 ,“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曾经成为整

个社会的共识。这不仅造成男性思想上的优越感 ,

而且人为地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女大学生尽

管受过高等教育 ,自身也仍不免受这种长期以来的

价值观的影响 ,导致一些女大学生产生自卑、害羞

等心理 ,在竞争中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 ,

两性之间在生理上的不同导致了劳动能力和工作

时间的差别 ,女性在体能上明显不如男性 ,女性的

生理周期不适合工作的一贯性和长期性 ,女性会将

大量精力投入婚姻家庭生活中 ,这些差异导致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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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于某些行业的不适合。这些事实往往因传统

的性别偏见被用人单位片面强调夸大 ,从而使许多

女大学生虽然自身条件优秀 ,但却在实际择业中处

于劣势地位。

三、女大学生职业选择中人职匹配理论的运用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大学生择业竞争是人才

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其理想结果是让每个人才都

能找到一个有利于展现发挥其特长优势的职位。

因此 ,大学生择业也是一个如何展现发挥其特长优

势的过程 ,更是“弱势群体”改变“弱势”的重要途

径。女大学生可以借助人职匹配理论 ,通过对个体

特性和性格特征的认识及对职业岗位的分析 ,选择

最能发挥自己特性、适合个人性格的理想职业。

(一)根据自身人格特征 ,做到特性与职业匹配

帕森斯指出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模

式 ,每种人格模式都有其相适应的职业类型 ,人人

都有职业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潜能

和可塑性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干任何一种工

作。这是因为人的个性千差万别 ,而每一种工作对

人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当人的个性与工作要求相

吻合时 ,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依据特性 —因素理论 ,女大学生在选择职业

时 ,首先要对自己进行特性分析 ,了解自己的心理

动机、需要、兴趣、价值取向、性格、才能、专长、不足

等 ,才能保证职业选择的方向性 ,在两方面相比较

的基础上才能判定人与职业的适宜性问题 ,真正找

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要了解自己的个性 ,既可以通

过自我总结来获取 ,也可以通过一些标准化、客观

性的问卷进行个性心理测试 ,获得自己的能力倾

向、兴趣爱好、性格气质、职业适应等方面的资料 ,

进而了解自己的心理素质与特定职业的适应性程

度 ,以便能够正确地进行职业定向和职业选择。

其次 ,应通过观察、会晤、问卷、心理图示、个案

分析等分析方法了解各种职业岗位对应聘者的职

业要求 ,特别是职业对劳动者在能力、技能及态度

方面的要求 ,即了解“因素”。各项职业都有其不同

的要求和作业环境。女性由于身体素质不同于男

性 ,在某些职业的选择上必然会受到相应的限制。

如果在做出职业选择之前分析研究有关职业的各

种特征 ,了解各种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特殊技能

及人员必须具备的生理与心理方面的要求 ,便可有

的放矢地做好准备工作。例如可采用工作分析法 ,

在择业前了解目标职业的工作任务、程序以及工作

环境等对工作人员的要求 ,有针对性地参加一些专

业培训 ,学习相关技能 ,为择业做好铺垫。

最后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达到个人特性与职

业因素的匹配。女大学生应在清楚认识、了解个人

的个性特征的基础上 ,选择与自己的兴趣爱好、价

值取向、能力倾向、性格气质、职业适应相一致 ,竞

争能力较强 ,并且可以获得的职业岗位 ,这更利于

今后的职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做到人职匹配 ,女大

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

征 ,注重培养、发展自己的特长 ,使其形成一定的优

势、强势。在择业过程中 ,要选择符合自身特性的

职业 ,以“强势”代换“弱势”,做到扬长避短 ,成功之

门就会打开。

(二)根据自身性格特征 ,做到个性与职业匹配

根据霍兰德的个性 —职业类型匹配理论 ,人的

性格可划分为六种类型 ,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

和适合从事的职业 :1、现实型。现实型的人倾向技

能型和技术型的职业领域 ,与该人格类型匹配的职

业有机械师、钻井操纵工等 ;2、学者型。学者型的

人倾向从事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职业 ,与其性格匹配

的职业有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等 ; 3、艺术

型。艺术型的人倾向艺术、音乐以及文学的职业领

域 ,例如画家、音乐家、作家等 ;4、社会型。社会型

的人倾向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职业领域 ,例如社

会工作者、教师、议员等 ;5、事业型。事业型的人倾

向从事管理和销售领域的工作 ,例如法官、房地产

经纪人等 ;6、传统型。具有这种人格特征的人喜欢

系统的有条理的工作任务 ,与其相匹配的是规范、

有序、清楚明确的工作 ,例如会计、业务经理、银行

出纳员等。[7 ]

选择一个符合自己兴趣与个性的职业 ,不但工

作过程本身会更加愉快 ,而且更容易取得成功 ,便

于职业生涯的展开。在进行职业选择时 ,女大学生

可利用霍兰德的 VPI 和 SDS 这两个量表进行自我

测定 ,找到自己适应的职业类型领域 ,再选择相对

应的职业 ,以期达到个性与职业匹配。例如 ,通过

测定分析 ,了解到自身个性害羞、真诚、持久、稳定、

顺从、实际、缺乏社交能力 ,对应性格为现实型人

格 ,则可通过量表查到与此种人格对应的职业为规

则的具体劳动和需要基本技能的工作 ,如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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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在职业选择时 ,可以将“专业对口”作为考

虑的中心 ,使自己学以致用 ,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 ,

这才能使职业生涯得到顺利发展。

(三)运用人职匹配原则 ,在职业选择中创造自

身优势

1、个人意向和社会需要的匹配

职业选择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衡量。

个人存在于社会中 ,在决定职业时不考虑环境要求

是不现实、不理智的。但是如果完全以社会的导向

为自己选择的依据 ,又容易忽视个性 ,变成附庸于

职业 ,这样也不能达到职业选择的目的。[8 ] (P345)
女

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 ,在依从自己内心选择喜欢的

职业的同时 ,应该对自身所在的现实环境有一个清

醒的了解 ,调整好就业期望值 ,实现个人职业意向

与社会需要相统一。

用人单位最看重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好 ,实践能

力强 ,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会管理善交际 ,有合

作精神的大学生。女大学生首先应该看到这种社

会需要 ,在理论扎实、成绩优秀的基础上全面发展

自己 ,不仅要学习好 ,更要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方面改善自己的能力结构 ,提高社交活动能力和工

作能力等综合素质 ,注重培养自己的实际经验和操

作能力 ,把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相匹配。其次要提

前了解用人单位的信息 ,通过对择业信息的搜集和

筛选 ,找准自己的就业目标 ,明确今后的发展目标 ,

做好准备工作 ,以便能够正确地进行职业定向和职

业选择。毕竟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女大学生只

有根据社会需求完善自己 ,才能适应变化着的人才

市场。

2、个人意向与个人能力的匹配

职业选择要在个人能力与个人意愿匹配的基

础上进行才有效 ,要充分掌握个人信息 ,然后根据

个人的职业意向选择职业。[8 ] (P345)
女大学生在进行

职业选择时 ,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选择

符合自己特长和发展的能够胜任的职业。

个人的择业目标应当和自身的能力相符合。

因此 ,在职业选择上 ,女大学生首先要了解自身优

势。女大学生在生理、心理、性格上与男生有着一

定的区别 ,她们在创新发展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方

面不如男生 ,但也具有其自身的优势 :其一 ,语言能

力优势。女性学习掌握语言较快 ,运用语言词汇的

能力强于男性 ,在语法、造句、阅读能力等方面更为

出色 ;其二 ,思维能力优势。女性感知能力强 ,形象

记忆好 ,想象力丰富 ,思考问题较男性更细致周全 ;

其三 ,交往能力优势。女性普遍具有温柔、细腻、和

蔼、容易与人相处、感情丰富且善于体谅别人的特

点 ,能在社交场合或工作协作中表现出较强的人际

交往能力 ;其四 ,管理能力优势。受过高等教育的

女大学生 ,个人修养好 ,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

善于与他人合作共事 ;其五 ,忍耐力优势。大多数

女性工作耐心持久 ,态度认真 ,有较强的工作责任

心 ,在相对单调乏味的条件下仍能孜孜不倦地长期

工作 ,这是女性的一大特点 ;其六 ,忠诚度优势。女

性员工的忠诚度比男性高。女性员工一旦接受了

企业的文化 ,会比男性更忠于此文化价值观 ,因此

女性员工流动性相对比较小 ,是企业稳定的基础力

量 ;其七 ,学习能力强。女性学习能力比较强 ,尤其

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 ,对新事物新知识有较

强的求知欲 ,等等。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女大学生

要根据自身的能力优势 ,确定职业发展方向 ,确定

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岗位 ,尤其是有利于其能力优

势发挥的职业 ,这样更有利于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

展。比如说语言文字能力较强者 ,可选择行政文秘

工作 ;人际关系能力较强者可选择公共关系工作 ;

管理能力和忍耐力较强者 ,可选择职业经理人工

作 ,等等。要在个人能力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职业选

择 ,而不要勉强自己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以免

虽然身在其位、却因自身能力所限难以胜任工作。

3、个人意向与职业发展的匹配

职业选择不是短期活动 ,而是一个长期过

程。[8 ] (P345) 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会随着时间而改

变。在工作之初不要过分苛求自己职业的社会地

位、环境待遇等。特别是在自己的兴趣、利益等因

素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满足时 ,要善于把磨难转

化为历练自己的财富 ,作为积蓄力量发展自己的动

力。在职业选择中应不断发展自己 ,不断更新对自

己、职业的认识。女大学生应增强竞争和学习意

识 ,不断提高综合能力和竞争实力 ,积累经验 ,完善

自己。必须改变那种局限于课本的学习方法 ,广泛

涉猎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各种知识 ,不断汲取本专业

前沿最新的信息。一方面 ,女大学生可以在选择专

业时 ,注意选择宽口径专业 ,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和

就业中随时调整专业方向 ;另一方面 ,女大学生们

更应该拓宽视野和知识范围 ,以便获得更多的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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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扩大择业范围。

同时 ,女大学生应当改变择业理念 ,树立长远

目标 ,调整期望值 ,树立“先就业 ,后择业 ,再创业”

的就业理念。目前 ,国家大力支持并鼓励大学生创

业 ,还为此出台了优惠政策。现在的女大学生 ,从

综合素质上讲 ,比以往有着普遍的提高 ,具备创业

的基本素质能力。[9 ]因此女大学生积极创业也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且更具有主动性。

女大学生要成功地进行职业选择 ,就必须正视

自己 ,正视社会存在的就业不平等现象 ,增强心理

承受力 ,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主动地参与竞争 ,迎接

挑战。女大学生应在大学学习过程中 ,注重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 ,培养自己多方面的才干 ,以提高自己

的综合素质 ;在就业过程中 ,注意根据当时用人单

位的实际调整自己的就业定位 ,在双向选择时注重

迎合面试单位的需求展示自己的优势。如果女生

能正确认识自己、把握自己 ,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优

势 ,减少竞争中的盲目性 ,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地区和岗位 ,必能实现成

功就业 ,顺利展开个人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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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Theorie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ccupation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Occupational Choice
LI Xiaoming ,LIU Hongyu , SUN Xiaowe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society ,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undergraduates to find a proper

job , and the situation is even worse for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occupation choice is a process of matching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ccupations. To succeed in the occupation choosing ,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en2
hance their self - confidence ,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potentialities and advantages ,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enter2
pris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to make right choice in employment and obtain a matching position.

Key words :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 occupational choice ; matching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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