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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reward systems to motivate students is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However, it is rarely recognized in adul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level by 

educator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lassroom practice described here, were to ascertain how students felt 

about rewards and marks when used for motivation in a university classroom. This is a report on the 

classroom practice used by the author. It will be used to inform a future research projec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ubject of motivation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The results from a short questionnair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preferred intrinsic rewards in the form of prais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marks rather than an extrinsic reward in the form of a small gift. However, 

students were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inclusion of this approach in class. They did feel that the reward 

system initiated in the classroom acted as a motivator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The exercise of 

using a reward system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class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pro-active learners, to attend classes more often, and to submit assignments and complete exams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Keywords: Motivation, Extrinsic/Intrinsic Rewards, Assessment 

  

Introduction   

Using reward systems to motivate students is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evels. It is rarely recognized or included in adul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level study by 

educators. However, teaching is not just about delivering content to students. Teaching is about 

guiding students, especially in adult education, to develop complex understandings of knowledge, 

make connections and to acquire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that are transferrable to all aspects of 

study and life. The best lessons, books, and materials in the world will not get students excited about 

learning, nor will they be motivated to work hard at their chosen subjects. Well-designed curriculum 

will help students to make the cognitive connections on their learning journey, but it is the teacher 

who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learn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classroom. The key role of the teachers 

is even more important in online education, where lack of motivation is a major factor in retention 

rates and academic success. Research into online courses has clearly shown that students consider the 

teacher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online study process (Combes & Anderson, 

2006; Combes & Carroll, 2012; Gulatee, 2010), where feedback and stud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is essential to keep students engaged in their study. The same is true for face-to-face classrooms, 

particularly where students also have access to study materials onlin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aspects of being a teacher is learning how to sustai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motivation, particularly 

when working with adult learners. Research by Tranquillo and Stecker (2016, p.198) found that 

“motivation supports engagement that leads to actions that make a change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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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students need to complete homework assignments, a tedious work-

related project and exams which they find difficult or uninteresting. When students are motivate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and enjoy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a key 

factor in academic success for students, particularly in adult education, is motiv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a practical classroom program where the author implemented a 

transparent reward system of small gifts and marks. The inclusion of an active and transparent reward 

system was to motivate student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maintain student attendance in the face-to-

face class, and to discover which type of reward students preferred.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a reward system in a tertiary classroom 

were to find out: 

• how students felt about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rewards as part of normal classroom practice; 

• if students preferred extrinsic over intrinsic rewards; and 

• if the rewards increased levels of satisfaction in their learning. 

 

Literature Review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teacher. The 

environment includes tangible aspects such as light, comfortable seating, technology and tools, and 

the delivery of well-designed curriculum. However, teaching i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learner. This aspect is intangible and includes how students feel about the person 

delivering the learning and how the teacher guides and supports the students as they make the learning 

connections. Effective teachers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praise and rewards to maintain 

motiv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to establish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learner. 

There are two ways to motivate students using a reward system. Rewards are either intrinsic 

or extrinsic or, put another way, as internal or external motivators. Extrinsic motivation occurs when 

we are motivated to perform a behavior or engage in an activity to earn a reward or avoid punishment. 

In this case, you engage in behavior, not because you enjoy it or because you find it satisfying, but in 

order to get something in return or avoid something unpleasant (Deci, Koestner, Ryan, & Cameron, 

2001). Rewards give students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encourage them to work with a goal in 

mind. Everyone likes getting rewards, and offering your students the chance to earn them is an 

excellent way to motivate them. When using a method that works on extrinsic rewards, the teacher 

should consider the personalities and needs of students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rewards for the class 

(Morris, 2008). Extrinsic motivation is one way to motivate your students and may include 

stamps/stars (for younger children), phone cards or coffee vouchers, marks, or movie tickets. An 

extrinsic reward is different to an intrinsic reward, which originates inside the individual student 

(Anderman & Anderman, 2014; Schunk, Pintrich and Meece, 2008). Cherry (2019) maintain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wards can be either tangible (extrinsic) or psychological (intrinsic) 

in nature. However, extrinsic rewards can also have a psychological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 

and motivate them to continue to do well, as their sense of self-worth and confidence 

(internal/intrinsic) are boosted by the public recognition that accompanies the receipt of the (tangible) 

reward. 

Intrinsic rewards involve the engagement of a person’s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because they 

have performed a task well. The individual is motivated to continue to do well to experience these 

feelings of self-gratification and personal promotion again. The reward is not visible or tangibl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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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and internalized by the individual as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and a positive sense of self,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self-confidence. For example, a woman who likes to clean the 

house, because she experiences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when it is clean, is experiencing an intrinsic 

reward. She is then motivated to keep the house clean. If someone compliments her on the cleanliness 

of the house, her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increase and the motivation to keep the house clean is even 

stronger (Deci, Koestner, Ryan, & Cameron, 2001; List, Livingston & Neckermann, 2018). An 

intrinsic reward becomes a motivating factor that has longer lasting repercussions on the individual as 

it affects behaviour and feelings of self, as well as creating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is a behavior that is energized by the pleasure derived from engaging in the activity. 

Students high in intrinsic motivation will engage in tasks because of curiosity, a desire for challenge 

and a sense of enjoyment associated with study. This is the most autonomous form of motivation as 

behavior is completely initiated and regulated by the individual” (Hill, 2013, p.244). Hill also 

concluded that an autonomous motivation provided an ongoing source of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al commitment from the students (Hill, 2013). Intrinsic motivation therefore, 

has a much deeper and possibly more lasting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ir motivation to continu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classroom has a major effect on how students approach and feel about their 

learning and the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 It is an important way of engaging students in the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 but it is also very effective in adult education or university level. Using a reward 

system in the tertiary classroom is not common practice as there appears to be a belief that rewards 

are only for younger students and children. However, adults respond to rewards as much as children 

and rewards can have an impact on motivation and how much students engage in their learn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 face-to-face classroom felt about a transparent reward 

system, their preferences for extrinsic or intrinsic rewards, and whether the rewards had a 

motivational effect on their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Methods 

The teacher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ward system 

described here, by using a transparent reward system included both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rewards. 

The reward system was based around review test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each week. Students who 

did well on their tests received a small gift (for example, chocolate) and praise for their efforts. 

Presentation of the reward was conducte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week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ie.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A major objective was to explore how such a reward system could be used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o encourage attendance in face-to-face classes, retention of students in 

subjects and how students felt about the reward system. A brief questionnaire was used at the end of 

semester to gather some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about their preferences for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rewards.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impl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a classroom reward system. There 

were no control groups and no collection of data about attendance, improvement in marks or student 

satisfaction levels. These aspects will be examined in a more detailed research study in the futu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clarify participants’ attitudes, and used a five-point Likert 

with responses ranging from strongly disagree through to strongly agree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and Strongly Disagree).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 was developed using Qualtrics 

software, which is an online research survey tool that can be used for a whole range of data gathering 

purpo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present the findings from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conducted onlin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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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A total of 73 students (male 32.88 % and female 67.12 %) out of a total of 80 participated in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tudents were completing an Accounting degree, but studying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t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at 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Students had already completed four years of study at TAFE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level before entering the Accounting course.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 survey 

link via a link placed on an online 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 group. Only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unit could access the Line group. There were ten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cluded 

question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demographics teaching techniques to increase motivation with 

prizes and or marks, and an open-ended question about the use of the reward system. 

 

Research Instruments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Qualtrics software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data set which was collected using an online survey tool. Researchers chose to use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via the Internet for ease of access for the participants and to align with the 

technology focus of the study.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 survey via a link placed on Line group, 

who only enrolled in the unit. There were ten (10)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that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demographics and teaching techniques to increase motivation 

with prizes, teaching techniques to increase motivation with marks and summary of the attitude 

toward prizes and marks. (With 5 Likert’s scale 5: Strongly agree, 4: Agree 3: Natural, 2: Disagree, 1: 

Strongly disagree). The questionnaire instrument was designed to clarify the participants’ attitudes 

toward mark and prize as an extrinsic.  

 

Data Analysis 

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at includ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to take part in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by a statistical computer program to analyze, for example 

quantity (N), the sum (∑X), the percentage (%) and the average (�̅�) 

 

Study Framework  

 

 

Figure 1: Extrinsic motivation between Rewards and Marks 

 

In this study, we would like to identified Extrinsic motivation which is depend on marks and 

rewards variables to find out which variable will effect students’ behaviors in order to motivate their 

concentration and have more fun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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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Demographics 

Students in the class were mainly aged between 18 - 23, with a total of 73, of which 24 were 

male (32.88%) and 49 were female (67.12 %). A small number were aged between 24 – 27 years of 

age. These facts are represented graphically below in Figures 2 and 3.    

 

 

Figure 2: Gender of the participants 

 

 

Figure 3: Age of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Figures 4 and 5 below show the years of study at university, with nearly half of 

the students in their first year of study, with a large number in the 4-year category (31.5%). 

Approximately 57.5% of the students had a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higher than 2.5. This means 

that more than 40% of the students had a GPA of less than 2.5 with 14% lower than 2. The highest 

GPA using this system is 4. A major reason for implementing a reward system using this class was to 

encourage students with lower GPA’s to continue to attend class and the motivate them to do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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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Year study of participants 

 

 

Figure 5: GPA of participants 

 

Rewards: Prizes and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marks 

Figures 6 and 7 indicate how students felt about receiving prizes (extrinsic reward) or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marks (intrinsic reward) as a way to motivate them to stay engaged with 

their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 almost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them felt that the reward system (prizes 

83%, marks 84%) strengthened their motivation to attend and work harder in class. Interestingly, 11% 

strongly disagree and disagree that the reward system using prizes motivated them to do better and 

9% were not motivated by the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marks. Students in this class felt that 

both prizes and marks were acting as a motivating factor in the teaching-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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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with classroom prizes strengthened my motivation 

 

 

Figure 7: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with classroom marks strengthened my motivation 

 

In Figure 8, seventy-five percent (75%) of the students said they were motivated by the 

addition of prizes as a reward for getting good marks. In Figure 9 eighty-one (81%) percent of 

students said they liked having a reward system in place.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good marks is further enhanced as a motivating factor for the addition of small gifts to 

recognize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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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Prizes motivate me more than just giving mark 

 

 

Figure 9: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ward system 

 

Open-ended question 

The last section for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an open-ended question about the use of a 

reward system in class as a motivating factor for students.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positive about 

the reward system, however they also the extrinsic rewards (prizes) needed to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ir needs. They felt that appropriate extrinsic rewards would help them to be more motivated. As 

noted by Morris (2008) when using extrinsic rewards (prizes), the needs of students should determine 

appropriate rewards for the class (Morris, 2008).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coffee and phone vouchers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Comments for the open-ended question are below. 

 

Stu# 1: “Anyone who is studying regularly should get a full help score, which is very good.” 

In this statement the student is asking for a reward for attending class. 

 

Stu# 10: “Feeling enthusiastic and encouraged to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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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 23: “This class motivated me to learn better.” 

 

Stu# 35: “More rewards all the time would be better.” This student felt that extrinsic rewards 

(prizes) should be given every week. 

 

Stu# 47: “Awards must be stuff that students really want.” 

 

University unit evaluation: Student satisfaction 

Another way of gauging levels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used in universities is the compulsory 

comple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when studying a subject. In figure 9 eighty-five 

percent (85%) of students in this class indicated high levels of satisfaction. High levels of satisfaction 

may be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ward system. Data from the 

University Evaluation system provides supportive data that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unit. 

However, this result from the system is not only about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ut about everything 

provided in the class including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preparation, in-class activities, and the 

expertise and delivery of content by the teacher. 

 

 

Figure 10: Satisfaction of this Unit 

 

The university Evaluation system also includes a comment section where students can 

provide feedback in more detail. No students mentioned the rewards system in place in this class. This 

may have been due to the fact that students completed the unit questionnaire the day before they were 

due to complete the compulsory University Unit Evaluation survey. 

 

Conclusion 

What do the results tell us? 

Used in education, motivation can be a powerful tool to enhance and support the learning 

process. Motivation can be either extrinsic (external) or intrinsic (internal/psychological). Extrinsic 

motivation is used primarily i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education with younger students in the 

form of small gifts, stamps and certificates. This type of motivation is used much less at secondary 

level and hardly ever in tertiary and adult education (TAFE and University). Higher levels of 

4.41% 2.94%

7.35%

45.59%

39.71%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SD D N A SA

Satisfaction of this Unit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305 

education tend to use intrinsic motivation such as praise and the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achievement, especially in front of peers and as communication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parents. Educators usually try to move away from extrinsic motivational techniques to more intrinsic 

methods, because it is thought that intrinsic motivation has a more long-lasting effect on the person. It 

is postulated that intrinsic motivation creates an autonomous form of motivation that is internalized 

and initiated and regulated by the individual to continue to see study and learning as a challenge and 

to derive enjoyment from this activity (Hill, 2013). Intrinsic motivation can change an individual’s 

behaviour and how they approach learning. Hence, intrinsic motivation is more a feature of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when teachers remember to do it at all.  

However, th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in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extrinsic (small gifts and 

prizes) and intrinsic (praise and public acknowledgement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rewards were valued 

and appreciated equally. The group consisted of students aged from 18 – 23 years with a small cohort 

over the higher number (6 students). Thirty-six percent (36%) of the students had been studying at 

tertiary level for more than four (4) years and all students had been involved in TAFE level education 

where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self-motivation are expected from students.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herefore, that students in this group liked the idea of extrinsic rewards. In this group seventy-five 

percent (75%) of the students said that the extrinsic rewards motivated them more than just the 

intrinsic rewards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marks) alone. Between nine (9%) and twelve percent 

(12%) of students consistently felt that the reward system made no difference to their learning. 

The value placed on the extrinsic rewards is a surprising result, becau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self-motivated at this level of study. They did mention that the prizes needed to be suitable for 

their needs, but appreciated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prizes as well as the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achievement (marks). The value placed on the use of prizes may also be the result of students 

feeling that this method of motivation was more explicit and indicated a strong interest and caring by 

the teacher for their welfare and level of achievement. The use of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this case 

appeared to strengthen the personal bond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teacher-learner relationship. Certainly, the levels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unit and the teacher a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Evaluation data, were very high. Students did not provide extra feedback 

about the rewards system in the University Evaluation data, however, this may have bee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d completed the feedback questionnaire on the previous day. 

There are several questions to be asked as a result of this feedback. How valuable are 

extrinsic rewards in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should we be using them more often? How do 

extrinsic motivational techniques influence the teacher-learner dynamic and to make learning more 

exciting for the student? Can both types of motivation co-exist in a classroom or is one better than the 

other? Or is i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reward system in place that is used consistently by the teacher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Where to now?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reward system are valuable in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They can encourage all students to look at learning as a challenge and help them to strive 

to work towards educational goals. Further more intensive research needs to be undertaken to 

understand how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rewards can be used in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A new 

research project is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use of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rewards. The new project 

would have two classes using two different rewards – one class would receive intrinsic rewards in the 

form of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eir achievements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parents. The other class would receive small gifts such as coffee or phone vouchers to recogniz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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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 The reward system would include recognizing achievement at the top end of the scale or 

those who have done extremely well, and those at the lower end to include students who have 

obviously moved significantly along the learning continuum and achieved at a higher level than 

previously.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to indicate learning could include exams and test marks. 

Levels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could be collected using checklists, whil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could be collected via onlin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University Unit Evaluation data. Qualitative data 

could also be collected vis short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from each class. In this way the depth of 

influence of each form of motivation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could be compare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how students felt about rewards being used in the classroom and how the use of rewards 

affected their levels of enthusiasm and satisfaction when learning could also be collected and 

analysed.  

 

Concluding thoughts 

Using motivation techniques in the classroom is often sporadic and an afterthought in most 

classrooms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after primary school. With everything else teachers have to do, 

motivating students using consistent techniques that are open and transparent is not something 

educators do either often or well.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area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just how 

important and how much consistent motivation can influence student performance, change behaviours 

and attitudes towards learning and assist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to enhance the teacher-learner 

dynamic. Students who are motivated to learn are more likely to graduate university with positive 

experiences that will help them to perform better in the workplace and be open to ongoing study to 

maintain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base in a world where information and change are key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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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创业教育在中国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而创业教育的核心及关键点又在于创业

学习。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创业学习、创业学习的内

涵、创业学习的方式、创业学习意义等已有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创新点在

于从创业学习的视角对中国的创业教育进行了思考。从而对如何改进中国创业教育进行了分

析。本文研究提出了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全面完善创业课程体系建设；其

次，为达到提高大学生创业经验学习能力的目的，加大对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教育和指导。同

时，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器、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等平台，大力开展更高层次的创业

教育和创业学习。最后，需要通过建立政府、企业、高校三方联动机制，共同构建创业教育生

态系统，努力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实践学习环境。这些研究结论对未来高校培养人才

以及企业用人实践中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而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中国创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   创业教育   创业学习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China, and the core and key p

oi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entrepreneurship learning. Therefore, ta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research revi

ew,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generalizes the existing r

esearch literature about the study signific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

depth analysis, this article innovation point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bo

ut China&apos;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thinking. So how to improv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is analyz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good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future trainin

g of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employment practice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analyze how to improv

e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n China,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

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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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创业作为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已经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然而，创业活动本质上既是一个识别机会、利用机会的过程同时

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通过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教育的研究分析，发现教育效果

在不同的区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也说明了创业教育并不是孤立的，创业教育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并通过对外部因素的积极响应，从而获得可持续竞争力。因此，外部影响因素是影

响创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对它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当前，中国已经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作为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国策，并出

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支持创业活动，其中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度更是“空前绝后”。人社部

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明确指出了用3 年时间基本形成政

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大学生勇于创业的机制，并提出引领8 0 万大学生创业的预期目

标。因此，高校的创业教育改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做好2016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从2016年起，所有高校

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并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同时纳入

学分管理。虽然，目前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相应了国家的号召，纷纷开设了创业教育课程，但

就目前效果来看，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仍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高校的教育模式陈旧、老师的

教学水平不足，学生的认知程度不高，远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如何

从这些问题及困境中走出来、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成为中国政府急需解决

的首要难题。而目前创业学领域正在兴起的前沿方向——创业学习研究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

新的视角。 因为，创业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获得成功不仅是

依靠其先天禀赋，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后天通过学习积累的经验及习得的技能。因此，创业学习

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灵魂与关键所在。创业学习的研究目的就是从多角度剖析创业学习过程的

规律，而创业教育属于一种特殊创业学习过程，创业学习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适用于创业教育。

因此，本文试图从创业学习的视角切入，探讨中国创业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2005年《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曾于发表专刊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当前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创业学习概念进行了界定。Corbett（2007）认为，

创业学习是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获取、储存知识，将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过程描述为连续的学习

过程。Minniti & Bygrave（2001）从动态视角提出创业学习的定义，个体在积累先前 经验的基

础上，不断更新主观知识库，持续校正其创业决策的动态过程。因此，创业学习的概念和内涵

都是从不同视角进行界定的，目前还远未能达成一致。创业学习研究是在静态视角下—创业者

特质论的创业研究广受质疑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Deakins(1987) 等人首次

提出创业学习的概念，并且通过长时间的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重要研究成果。随后又经

过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创业学习理论的内涵被不断的丰富，时至今日，创业学习已经成为创

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重要的研究方向。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还是有对创业教育与创业学习

之间关系及两者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和验证。Zahra等在1999的研究中将创业导向、知

识学习和组织能力发展这三个变量归入一个模型，构建了三者之间的循环模型，其研究结果认

为创业教育会导致知识的进一步流动、传播与扩散，进而促使企业进行探索式学习与体验式学

习。Min-niti(2001)认为创业的本质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国外早期的研究关注个体创业者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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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后来创业学习被看作创业者如何使已有知识或经验转化成创业机会或克服新进入缺陷的

过程。创业者个体研究也随之拓展到创业团队和创业组织，Lumpkin和Lichtenstein(2005)从组

织层面考察了不同的学习方式—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对于企业在不同阶段对创业机

会识别的不同影响作用。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对创业学习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也是体现在对创业学习的

内涵、方式及培养模式进行探讨。其中，也有一部分学者用国外创业学习的维度和测量量表对

中国创业群体进行了探索性实证分析。魏江和焦豪(2008)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了创业学习与

创业教育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杨军玉、董建臻、王亚南(2016)从实践学习的角度，提出了以

课程实践－专业实践－产业实践“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创业学习能力培养路线。汪陈友(2015)提

出了目前高校创业实践教育方式与创业学习能力培养严重脱节等问题，提出把教育主体、教育

层次和保障机制三方面有效融合到创业教育体系当中去，从而提高大学生创业学习能力。可以

看出，国内不同专家学者对创业学习研究的具体方向不同，对创业学习的本质内涵理解也不经

相同。 

通过对中国和中国之外的研究梳理，总体来看，大致有3  种: 第一种主要是从创业主体

的视角出发，思考创业者如何学习，创业者都需要学习什么。第二种主要是从创业过程的视角

出发，认为创业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学习贯穿于创业的全过程，创业是一个不断学习、反

思、试错的过程。第三种主要是从创业的知识获取视角出发，认为创业学习是需要通过不同的

方式去获取创业知识，思考怎样才能使得创业者更好的获取到更多有帮助的创业知识。 

 

三、创业学习的内涵、方式及意义 

（一）研究视角及内涵 

创业学习理论是基于创业过程对创业学习行为进行的解释，在研究创业学习过程中，

由于专家学者思考的角度不同，并且拥有不同学术背景，所以对于创业学习的内涵认定也不尽

相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以谢雅萍等学者的观点作为依据，将创业学习研

究分为三个方面，即经验、认知、能力（实践）视角：经验视角，包括的范围较广，历时较

长，这是创业学习的重要因素。认知视角，创业者吸收外来信息时，因为每个人所拥有的认知

不同，对信息的分析与判断能力也不同，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需要从信息中提取知识，从而

创建他们的认知模式；能力视角，也被称为实践视角，创业者通过不断的历练可以积累经验，

再将自身的认知与其结合，从而解决创业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通过实践，创业者还可以

更好地融入环境。经验和认知视角是来源于心理学的学习理论，注重个体认知结构的变化对创

业学习的影响；能力视角来源于管理学的知识管理理论，并综合以往研究，关注创业者如何通

过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有效学习获得创业能力。 

（二）创业学习的方式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创造知识的方式。心理学领域在

对个体学习方式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验学习，二是认知学习。个体

在创业学习过程中把已经积累的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称之为经验学习。经验学习并不是单存

的接收知识的过程，而是知识接收和转化的循环过程。在学习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和经验进

行模仿和借鉴的学习方式就称之为认知学习。目前，上述两个理论是创业学习理论的理论基

础。在经验学习过程中，经验不仅包括管理经验和创业相关的直接经验，同时还包括创业经验

以及行业经验。在创业学习的过程中，创业主体不仅要学习成功的经验，同时也需要充分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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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教训，避免出现创业失败。在认知学习的过程中，创业者会对创业成功者的行为进行

模仿，重新构建知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到个人的理解和预测能力，同时还涉及到认

知和使用信息能力。在创业学习的过程中，个体会根据自己现有的知识体系对获得的知识进行

比较分析，然后通过新知识的获取和接收来更新自己的观念，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创业环境总

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在创业过程中也总是会存在着很多突发事件，如果单单依靠经

验学习以及认知学习并不能更好的规避创业风险。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实践学习的概念，也

就是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必须要通过实践体验和经历来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本

文基于以上三种创业学习方式来对大学生创业学习进行衡量，一是认知学习，二是经验学习，

三是实践学习。 

（三）研究的意义 

一方面，高校创业教育是现代应用型教育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人类发展及

社会进步紧密相关，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不断需要，使得创业教育成为未来高等

教育的关键。创业教育不仅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育，着力

打造全面发展型人才。而对于创业学习的研究视域，其研究范围已经不断拓宽，从最初的固定

视角变成了多元化视角，研究阶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思维模式以及各种理论均在不断更新

。其研究取得的成果对创业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的成

果也存在“一多两少”———经验总结多、理论提升少、实证分析少的问题，而创业学习研究领

域从概念模型等理论假设向实证研究推进的成果，可以很好地借鉴到创业教育研究中，探寻创

业教育规律，不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 

四、资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1. 文献资料收集及分析。主要是搜索关于大学生创业学习及创业教育的文献，很多专

家学者都对创业学习做出了研究，覆盖了创业学习的各个方面，也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在研究

的过程中基于对以往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并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主要涉及专

著、研究报告、统计资料等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进而明确大学生创业研究领域的理

论。由此在论文中形成自己的思考。 

2. 焦点访谈法。本文选择了在校大学生和已毕业且正在创业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由于大部分大学生还处在起步阶段，尽管近几年大学生企业有快速发

展的态势，但就目前而言。成功率仍不高，因此样本量较少，这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为了能获

取中国不同地域的研究数据，同时方便受访者进行问卷作答和数据回收。本论文采用焦点访谈

的方式来收集数据。由于地域、专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

根据研究成本和便利性，本论文选取了中国东部地区（杭州、广州）、中部地区（长沙、武

汉）、西部地区（广西、云南）等城市的大部分高校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及M BA、EM BA

等学生。 

五、大学生创业学习提升分析 

（一）提高大学生创业认知学习,改变创业学习方式 

全面考察大学生创业学习，高校创业教育应当与实践教学及社会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

融合，有效丰富大学生创业技能。目前，中国政府以及社会群众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较为重

视，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将政策视野局限于大学生在校的课堂式创业学习。另外，初创群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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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知识的获取路径应该更加丰富，除了学校提供的正式创业教育之外，大学生普遍也十分注

重在创业准备阶段参加各类社会活动，通过社会实践获取宝贵的创业经验和关键技能。因此，

从创业者成长的角度来看，仅仅强调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显然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的大学生创业学

习的要求，也不利于强化高校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培育。因此，很有必要加强高校创业教育与校

外实践学习和社会学习等方式相结合，改进课堂式的学习方式，从而提升大学生创业绩效。  

（二）加大创业过程中的指导，提高大学生经验学习的能力 

提高大学生创业经验学习，除了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更重要的还是要提供

更多的专业的指导老师。大学生创业者和普通创业者不同，大学生创业是一种教育型创业，教

育充斥了大学生创业的整个过程。因此，高校的师资水平和人才队伍结构显得尤为重要，采取

灵活的机制吸纳更多的企业家或企业高管进入高校就业或兼职，把社会经历和企业经验作为人

才引进的标准之一，增加实践型、实操型教师比率，鼓励现有教师脱产去企业挂职锻炼。另一

方面，高校要加大企业家进校讲学，作报告、讲座及创业沙龙等活动的比率，要有制度，要形

成常态，有专人或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其次，加大对大学生创业过程的关注力度，委派专业

的老师进行“ 一对一” 的跟踪指导，形成每个企业都有指定的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进行跟踪服

务，形成对大学生创业企业进行“双导制”的创业指导制度。这些导师主要是对大学生创业者提

供细致和耐心的指导，帮助他们分析创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帮助他们梳理创业行为或者

失败行为，辅助他们对自己的创业经历进行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和找

出原因，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业经验。 

（三）重视创业园、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的建设，拓展大学生创业实践学习体系 

重点强化实践性的大学生创业学习，拓展高校实践创业体系的内容，更合理提升大学

生创业能力，强化创业学习对其后续创业活动的持续作用效果。本文的研究提出大学生初创群

体在创业之初并没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社会经验，会存在能力“虚高”的情况。这会在大学生创

业实践中表现得过于自信，从而增大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因此，在创业学习方面，继续

提高大学生创业者的实践体验，对于合理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是十分有帮助的。对于高校或地

方政府而言，较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是重视各大高校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及大学科技园区的

创业教育、创业学习工作，提高创业教育体系的重构，增加实践性创业体验的比重，强化大学

生实践性的创业学习，帮助其克服自身社会历练少、社会经验缺乏的弱点。这可能需要地方政

府在更深层次上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转变传统教育模式及教学方式。 

（四）构建中国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氛围 

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创业者需要不断的进行创业学习，从而增强自身对创业机

会的判别能力和不断积累创业经验，因此，外界环境的变化会激发具有创业梦想的创业大学生

对创业学习的渴望和需求；同时，环境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创业学习效果间接影响创业绩

效。根据由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得出的相关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

大学生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与优惠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很满意。根据 G E M

（2016）研究，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环境并不是很好，尤其与发达国家美国相比，中国落后较

多。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政府政策支持以及为大学生提供的创业规划上获得了较高的分值。但

是在创业融资、创业教育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分值却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还需大力提

升创业生态环境系统的软件服务。怎样才能创造一个适合大学生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成为焦点

话题。好的创业教育生态环境构建需要多方力量的合作，即政府应当与高校进行联合，同时，

呼吁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共同形成一个三方联动机制，才能塑造出一个更为完善的创业教育

生态环境。从而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中国大学生创业局面，提升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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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果 

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主要是从创业学习的视

角对中国的创业教育理论进行了有效补充。其次，已有的创业学习的研究并没有从创业学习的

内涵和方式进行分类研究，所以本研究结论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深入

的探讨。通过以上分析，研究结果。第一、为了达到提高大学生创业认知学习的能力，需要高

校增加更多的课外实践教学及社会化创业教育实践活动，从而从学生的迫切需求来促使高校必

须进行创业教育方式的变革；第二，为了达到提高大学生创业经验学习的能力，除了给大学生

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指导；同时，为了达到帮

助大学生分析创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梳理创业行为或者失败行为，辅助他们对自己的创

业经历进行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和找出原因的目的，从而促使加大对

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教育和细致耐心的指导。第三、为了达到重点强化大学生创业实践学习的

能力，帮助其克服自身社会历练少、社会经验缺乏等问题，较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是重视各大高

校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及大学科技园区的创业教育、创业学习工作，提高创业教育体系的

重构，增加实践性创业体验的比重，强化大学生实践性的创业学习；第四、如何给大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创业实践学习的环境氛围，通过分析，可以从政府、企业、高校三个方面来构建中

国创业教育的生态环境，形成一个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文化高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环境。 

七、结论与讨论 

大学生创业学习是一项系统工程。本论文最具创造性的内容和独到之处在于从创业学

习的视角对中国创业教育进行研究。 

各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应该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形成

具有本土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经过综合分析论点如下：首先、在创业教育体系构建方面，要

形成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全面完善创业课程体系建设，把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加大社会化创业教育实践活动环节并积极利用社会资

源开展创业教育。其次，创业教育不能只顾启蒙教育，而忽视过程教育，大学生创业过程中会

出现种种问题。为了达到教育和指导他们对自己的创业经历进行总结；同时，梳理创业行为或

者失败行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达到提高大学生创业经验学习能力的目的，加大对大学

生创业过程中的教育和指导。再次，在增强创业实践教学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予的优惠政

策，依托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器、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等平台，大力开展更高层次的创业

教育和创业学习，不能只提供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服务。最后，在健全创业教育保障体系方

面，需要通过建立政府、企业、高校三方联动机制，共同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努力为大学

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实践学习环境。对中国创业教育仅仅局限于课程和实践的观点做出了补

充，从更高的层面提出了创业教育是一个体系的构建，这是比较重要的创新点之一，另一方

面，从创业学习的视角来研究创业教育也是目前研究不足之处，全面的从创业学习的各个维度

（认知学习、经验学习、实践学习）对创业教育进行了研究，是第二重要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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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甘肃省大学生本研究探讨甘肃省大学生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

以及运动氛围之间的关系，利用运动和活动参与来改善自我与社会互动发展，可获得生

理、心理与社会的休闲效益，使之更多的人来去了解休闲运动能真正融入其中。本文

抽样的方式获取甘肃省三所大学生的数据，共计发放600份问卷，实际回收550份，取得550份

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对有效问卷使用SPSS 和 AMOS 统计软体以进行项目分析、验

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研究结果如下：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以及运动氛围没有显著差异。2.甘肃省大学生休闲运动涉入程度

与休闲效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运动氛围在甘肃省大学生休闲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存在

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休闲运动涉入程度  休闲效益  运动氛围  大学生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leisure sports involvement, leisure 

benefits, and sports atmosphe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The use of sports an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self and society can obtain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leisure benefit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come and understand that leisure 

sports can really be integrated into it. Data from three college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were 

obtained by sampling. A total of 6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550 were actually recovered. 

Questionnaire,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2%. SPSS and AMOS statistical softwar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s by means of project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so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volved in leisure sports, leisure benefit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porting atmosphere. 2. The degree of leisure sports involvement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3. 

Athletic atmosphe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gulation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leisure involvement 

and leisure benef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Keywords: Involvement of leisure Sports; leisure Benefits; Sports Atmosphere;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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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 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指出，缺乏锻

练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并提出了运动锻炼让生命更有价值的口号，也呼吁各国卫

生部门给予重视，希望号召大众加强运动锻练。。因此在大众传播科技的强力媒介之下，大多

数的休闲运动中，兼具有健身与娱乐的功能，多半都会受到人民的青睐及喜爱，不管是亲自参

与还是观赏，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玉民、李胜雄，201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休闲运动作为一个重要

的文化载体和窗口，反映出人类社会对文明向上，健康生活的追求（韩忠媛、张日辉，

2006）。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均显示：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大学生爆

发力、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持续下降，因此体育运动成为大学生培养健身意识和自觉锻

炼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2019）。 

Ajzen(1991)指出休闲效益为主观的概念，参与者能够藉由活动参与达成休闲目标，以

及相信休闲能帮助他们达成目标，故可以将休闲效益视为目标之达成。休闲运动(Recreational 

Sport)是指“体育休闲”从偏正短语构成来看，即体育的休闲，落脚点在“休闲”上；从字面上来

理解，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这里的“ 体育” 应指广泛的体育文化，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

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由此，对“体育休闲”的界定应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既体育文化和

休闲文化的结合（杨佳文、胡爱元，2013）。涉入是指一项运动与休闲活动及游憩中相当重要

的成分，涉入运用在休闲领域中认定用来了解休闲行为的重要概念(W iely, Shaw , &  H avitz , 

2000)。每个人会呈现对运动涉入程度不同的体验，参与者对其所参与的休闲运动期望较低，

较容易满足于运动的历程；有些参与者对其所参与的休闲运动期望较高，因此会藉由空闲时间

额外来练习该项目休闲运动之相关技能。若参与者在参与运动中，藉由心理层面的趋向因而得

到认同感，将更持续对休闲运动涉入程度更高。因此，本文欲探讨运动涉入为正在进行中与热

衷于身体性活动有关，个人对运动涉入程度，是深入、有强烈的兴趣、对运动沉迷、并将运动

视为是一种嗜好(Venkartaman, 2003)。学校校运动氛围 (Sports Atmosphere)学校氛围也可称之

为学校组织氛围(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Schools)，学校组织氛围乃是在学校环境中，学校成

员交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内在相当持久的特质，此一特质能为成员所知觉，并加以测量和描

述。本研究所指运动氛围将之定义为：在学校运动环境中，学校成员教师及学生彼此交流与

内、外在环境互动所形成可长久存在且具独特性的内在特质，这种特质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

为，并有所知觉、加以测量和描述。董宝林（2108）在实证研究中结论指出，运动氛围在休闲

运动涉入程度对休闲效益中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先探讨甘肃省大学生休闲运动涉入程度对

休闲效益的关系，以运动氛围为调节变项，探讨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

是否具有调节效果。并使用回归分析进行实际资料的验证，以获得各变项与大学生休闲效益之

关系，帮助休闲效益的研究更具有意义，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借鉴，使之更多的人来去了解休闲

运动能真正融入其中。 

研究目的  

1. 解不同背景变项的甘肃省大学生对休闲运动涉入程度、运动氛围及休闲效益上的差

异情形。 

2. 探讨甘肃省大学生运动涉入程度对休闲效益之间的预测作用。 

3. 探讨甘肃省大学生运动氛围在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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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综述 

依据研究目的，对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运动效益及运动氛围相关文献与研究进展

进行探讨，并对探讨结果进行总结。 

一、休闲运动涉入程度的意涵 

据中华民国体育学会（2 0 0 0 ）之定义，休闲运动系指在自由时间内，为达到身心健

康，解压力为目的，而选择具游戏性、娱乐性、消遣性、健身性、放松性、创造性之动态性的

身体活动。吴惠婷（2011）认为休闲运动是利用闲暇时间，依照个人意愿所从事之有益身心健

康、自我满足等效益的动态休闲活动。谢镇纬（2002）认为休闲运动是指在个人自由时间内，

在自由自在的情境下，为达到休闲娱乐的效果并获得身心平衡发展，而参与之有益身体的活动

或运动项目。Wiley, Shaw, & Haviz (2000)指出不同运动涉入者，所延伸的行为结果会有差异，

通常涉入程度愈高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结果会更具有丰富性与多样化。黄长发等学者

（2 0 1 4）指出运动可增加自我形象，增加自我满意度及社会适应，减少焦虑、 沮丧及自我中

心。（林彬，2 0 1 3 ）指出运动涉入为运动涉入的频率、强度及持久性，或是愿意花费多少时

间、金钱与精力在运动涉入上。由以上论述得知，涉入的概念由早期消费者参与行为及心理感

受之影响，之后应用于休闲及运动方面之探讨，目前也已广泛应用在休闲与游憩领域之研究。 

二、休闲效益的意涵 

诚如Driver，Brown and Peterson(1991)所述，效益（benefits）被视为是一种好处，是个

人，团体，社会，经济，实质环境及其他情境有所改善时的状态。依据牛津字典之解释，效益

则是个人获得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正向助益（Wehmerier，1993）。Driver(1997)也提到，效益对

个人而言是一种特别心理满足的经验，个人或实质环境之需求得到正向之改善。此外，效益指

的是个人在活动过程中或活动过后，产生的内在心灵满足（张少熙，2003）。谢明忠（2009）

则认为当人们所期望的目标或特定目标达成时，效益也将会产生。Iwasaki (2007)认为休闲效益

是可提供全世界人类有机会获得有价值及有意义的生活，如此可以帮助他们促进生活质量。教

育部（2007）从健康促进科学的观点来探讨，其认为适度的身体活动不论是对健康，或是生、

心理，甚或是社会层面，都有绝对的正面效果。休闲效益的来源就休闲的定义来说，可分为时

间、活动、心理状态及体验等较为主观的观点，因此休闲效益可说是个人或团体在闲暇时参与

休闲活动期间及体验后的感受，是一种主观的个人经验感受，其能帮助个人改善身心状况、满

足个人需求及有助于自我学习成长。（高俊雄，1995；张治文，2007）。因此，休闲效益是个

相当主观的概念。但无论是从满足需求，目标，利益，内外在的价值期点来看，都必须经由参

与休闲活动之过程，并经由个人主观感受去评价，最后才能产出其休闲效益。 

 

三、运动氛围的意涵 

方进隆（1 9 9 1）从行为改变的角度探讨运动行为时亦指出，良好的伙伴关系可在运动

过程中使运动氛围变得温馨有人情味，进而对运动的持续性有很大的帮助。运动氛围是指个体

周围的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以及个体所接触到的与体育有关的媒体信息。运动氛围具有导向

性、辐射的功效，良好的运动氛围对于学生参与课余锻炼有着重要的意义，能够激发起不同层

次学生参与课余锻炼的积极性（王乐，2017）。学校运动氛围是学校的大学生在体育教学、健

身运动、运动竞赛、体育设施建设等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校特色的体育活动气氛，是大学

生共同感知和认同的，和学校的体育设施、学校体育社团、大学生对体育的动机等内容相联

系，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运动氛围是体育精神与物质的整合体，是建设

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促进学生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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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价值观的形成（王磊，2016）。换言之，校园运动氛围也是：在校园这一特定空间，被

个体或群体感知与认同的，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促进全面发展为主要目

的的各类身体活动产生长期稳定影响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外部气氛与环境（刘微娜、周成林，

2 0 1 3 ）。从本质上看，校园运动氛围有物质层面的，如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制度、体育活动

等；也有精神层面的，如体育精神、体育文化等（李雁，2018）。 

四、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运动效益及运动氛围之间的关系 

休闲效益的产生是指个体在参与休闲活动的过程中，个人身心状态及社会关系能获得

改善( D r i v e r ，1 9 9 1 ) 。因此，参与者必须藉由参与休闲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休闲效益。

Ajzen(1991)提到，休闲活动的参与者对于所从事的休闲活动效益评价越高，参与的态度将越

明显，参与的态度也会更为积极。尤其，持续性的涉入某项休闲活动，将可以提升伴随而来的

体验，涉入程度之深浅也将产生不同的休闲效益。由此可知，透过休闲活动之涉入，才有可能

得到休闲效益。休闲涉入与休闲效益，势必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相关性。 

五、运动氛围的调节作用 

张正堂、吴琼（2 0 1 6）整理氛围做为调节的相关研究发现的研究表明组织氛围在个体

自身动机与个体行为中具有调节作用；此外，董宝林、毛丽娟（2018）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锻炼

氛围在主动反刍与锻炼坚持性中具有调节作用。个体自身动机、主动反刍是个体因素，组织氛

围、锻炼氛围是环境因素，个体行为、锻炼坚持性是行为表现，三者之间具有交互作用。换言

之，运动氛围是环境因素，休闲运动涉入是个体因素，休闲效益是行为的产出( M a n n e l  & 

Stynes, 1991)。因此，本研究推论甘肃省大学生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与休闲效益之间具有

调节作用。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甘肃省 A 大学、B 大学、C 大学等三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其中 A 大学为 985、211 综合类大学之一，学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32720 人（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6 月）,B 大学为省部共建院校，西部重点建设大学之一，学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35501 人（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3 月），C 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学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40346 人（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9 月）。此外，本研究是个体与群体的研究特质，选择多样本

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采用问卷调查法更适合，拟以三所学校为例，各抽取 160 份，采用立意抽

样方式，依照个人经验判断，有意选取某些样本来进行研究。期待能够得出比较具有代表性和

准确性的研究结论。共计发放 6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550 份，取得 55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

率为 92%。 
4.2 研究工具 

运动涉入量表。此量表参考 Mcintyre and Pigram(1992)所发展的休闲涉入量表，并

翻译自编。此问卷分为自我表达、中心性、和吸引力。三大构面共 18 个问题。采用李克特

(Likert)五点尺度计分，以 1 至 5 分来计分。每题分数越高，代表所涉入程度越高。反之，如该

题分数越低则表示涉入程度越低。林季燕（2015）探用主轴法及斜交转轴对此量表进行因素分

析，总解释变异量为 68.31％，在信度方面，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 0.92、0.78

以及 0.87，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休闲效益量表。系参酌引用张少熙（2003）研究者之休闲效益量表予以修编而成，

量表共分为“心理效益”、“生理效应”“社交效益”及“自我实现效益”等四个构面，共计 20 题，采

用 Likert 五点量表计分，量表的分数愈高代表休闲效益的感受愈高，得分越低者，表示其休闲

运动效益越低。Cronbach’s α 值为.848 整体量表组合信度值为.904，Cronbach’s α 值为.886。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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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社交效益构面的测量变项因素负荷量值介于.760 至.865 之间大于.50，心理效益构面的测

量变项因素负荷量值介于.694 至.832 之间大于.50，生理效益构面的测量变项因素负荷量值介

于.758 至.916 之间大于.50，自我实现效益构面的测量变项因素负荷量值介于.675 至.843 之间

大于.50 以上符合 Hairetal(2010)的建议标准，因此休闲效益量表之各构面具有良好之聚合效

度。 

运动氛围量表。乃参考 Robertson-Wils on，Levesque and Holden（2011）之学校身

体活动环境量表后修正而来，共设计 22 个题项。原始量表分别由身体环境与社会环境等二个

因素构成。 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s）五等量表应答，。得分越高者，代表运动参与越强，

得分越低者代表运动参与越弱。运动设施、环境感受、学校支持和美学设计 4 个维度构成。该

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为 0.853，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4.3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SPSS 23.0, AMOS 24.0 等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及

分析。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项目分析、信效度分析、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回归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等。 

 

五、研究结果 

5.1 别在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以及运动氛围的差异情形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t =0.723，p > 0.05)，休闲效益(t =0.867，p > 

0.05)，与运动氛围(t =-0.181，p > 0.05)上皆未达显著，效果量 d 皆在 0.2 以下，几乎没有效果

。根据研究结果：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以及运动氛围没有显著差

异，这与陈进祥（2010）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不同性别、年龄、职务、运动时间的国小教师

在休闲涉入上有显著差异。两者研究对象不同，本研究对象是大学生，而另研究对象为国小老

师，学生与老师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或许不同。如表 4.1 所示。 

 

表4.1: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以及运动氛围差异表 

变项名称 

男生 女生 

t 值 p 值 d M SD M SD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 3.167 0.543 3.202 0.574 0.723 .292 0.063 

休闲效益 3.187 0.533 3.227 0.558 0.867 .298 0.073 

运动氛围 3.219 0.556 3.210 0.556 -0.181 .809 -0.016 

注：*p＜.05; **p＜.01; ***p＜.001 

 

5.2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对休闲效益之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人口变量下，结果显示（F=22.348，p＜.001），达到显著水准，其中休闲

运动涉入程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242，p＜.001），表明休闲运动涉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

休闲效益。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 皆小于 10，所以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 R²=.170，表明甘肃省

大学生的休闲运动涉入程度能解释休闲效益 17%。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的 H2：甘肃省大学

生的休闲运动涉入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休闲效益，假设成立。即大学生的休闲涉入程度越高，所

感受到的休闲效益越高。此研究结果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一致，例如，黄国栋（2009）、王庆

田（2009）、陈进祥（2010）等人休闲活动涉入与休闲效益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由表 4.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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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线性回归分析表 

依变项：休闲效益 

控制变项 B β P VIF 

性别 -.029 -.026 .505 1.010 

自变项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 .242*** .396*** .000 1.017 

R²   .170  

调整后的 R²   .163  

F   22.348***  

 

5.3 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人口变量下，模型 1 中休闲运动涉入程度能解释 17%的休闲效益，在模

型 2 中加入了运动氛围后，能解释 21.8%，在模型 3 中加入交互项后，解释能力增加 1.2%。

结果显示休闲运动涉入程度和运动氛围的交互作用对休闲效益显著影响，且为正数，因此可以

说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起到调节效果，有增强作用。运动氛围在休闲

效益和休闲运动涉入程度起到增强作用，具体来说，对于学生运动涉入程度越高，他们的运动

氛围感受越好所获得的运动效益也越好，反之学生运动涉入程度越低，他们的运动氛围感受越

弱所获得的运动效益也越少。因此，本研究的假设 H3 成立。由表 4.3 所示。 

 

表4.3: 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的调节效应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依变项：休闲效

益 

模型 3 VIF 

控制变项 β β β  

性别 -.029 -.031 -.023 1.014 

自变项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 .242*** .215** .204** 1.085 

调节变项     

运动氛围  .142*** .132*** 1.074 

交互项     

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运动氛围交互

作用 
  .065** 1.076 

R² 17% 21.8% 23%  

调整后的 R² 16.3% 21% 22.1%  

F 22.348*** 25.301*** 23.190***  

注：*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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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分别探讨甘肃省大学生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运动氛围的现状特

点，并针对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回归关系进行探讨，确认运动氛围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

休闲效益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结论如下： 

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休闲效益以及运动氛围没有显著差异。 

2. 甘肃省大学生休闲运动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 运动氛围在甘肃省大学生休闲涉入程度与休闲效益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建议 

1. 相关学校可积极推动教师与学生参与休闲运动之政策，除办理相关休闲运动活动鼓

励大学生参与之外，也可以办理休闲运动之增能研习，规定大学生每学年参与休闲运动之研习

次数，让更多的大学生接触休闲运动的机会，提升整体国民身体素质。 

2. 学校可以成立大学生休闲运动之组织或社团，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休闲运动，并分享

相关休闲运动之讯息，以增进休闲运动参与及学校彼此的交流互动。 

3. 大学生注重于自己身心之状况，参与休闲运动能减轻学业中的压力与疲劳，助于宣

泄情绪，并能挑战自我以激发自我潜能。 

三、研究限制与对未来研究者的建议  

1. 研究对象方面 

本研究仅以甘肃省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有其限制，建议在未来之研究中可

将研究对象扩及各级学校教师，如幼儿园教师、中学教师、大专院校教师等做为研究对象，让

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与推论性。 

2. 研究范围方面 

本研究仅以甘肃省三所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而甘肃省的其他区未能进行取样，因此

建议后续研究者可以扩大研究限制范围，可至不同地区进行研究，让后续的研究中得以更深入

的研究结果。 

3. 研究变项方面 

本研究的研究变项为休闲运动涉入程度对休闲效益的影响，以运动氛围作为调节变量

建议未来研究者可在研究内容中加入其他变量来进行研究，以了解大学生参与休闲运动时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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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通许县的高中生所感受的班级氛围对成就目标定向之关系。以通

许县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立意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 220 份，有效问卷 200 份。得出以下结

论: 一、不同背景变项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成就目标定向上存在差异。二、高中生班级氛围

对成就目标定向具有正向影响。探讨高中学生班级氛围与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构建三者之间

关系的结构模型，了解其影响机制，深化班级氛围、成就目标定向的研究，同时丰富气质性乐

观等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进一步补充对班级氛围、成就目标定向的实证研究，并拓展所研究

的领域。 

关键词：高中生 班级氛围 成就目标定向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atmosphere and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felt by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ongxu County China. Taking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ongxu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1.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differences in 

class atmosphere student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2. The class atmospher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Keywords:  Class Atmosphere,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引言  

任正非曾认为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同时教育也是安定社会的力量，而学生则是中国

的未来，其中高中阶段的的学生在身心健康、人际交往等等各方面与其他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更

加具有特殊性，这个时期是心理情绪等方面发生猛然增加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时期心理不稳

定，但是却是高中生学习最紧张的时期，通许县的每个学生都承受着较大的学习压力，相关研

究表明高中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约为9 小时，还有一些地区的学生需要上早晚自习，在校时间

长达12小时之久（王玲玲，2016）。而此论文是以中国通许县的中学为研究对象，目前开封市

教体局也正在实施班级文化建设的工作，其公立学校为开封地区首批示范性高中，此次实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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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也可以对实施成果进行检查。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是借助班级这个无形的手对学生进行教育。目

前中国一般采用固定的班级氛围制度，认为班级氛围是由学生和教师对班级或者课堂教学所得

到的感知，所以班级氛围对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陈果，2018）。通许县的学生在校学

习时间非常之久，在校学习的时间为15-16个小时左右。崔云峰（2011）认为班级氛围向外界

呈现的是一个班级的形象，而在班级内部就是一种无形的凝聚能量，是一个班整体的气氛、风

格和风气。Anderson (2000)也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于人格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班级氛

围对于学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所以培养良好的班级氛围是教育者的重要功课。

因此班级体要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氛围，良好的氛围会促进学生的成长（张杨，2019）。有

研究表明，班级氛围对成就目标定向有显著预测作用（张灵利，2014），还有研究者认为成就

目标定向对中学生影响较大（王艳翠，2013），对中学生而言成就目标定向的研究能够帮助中

学生规划、展望未来及能够规划未来对现在的学习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于丹阳，2019），因

此本研究在研究高中学生群体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了解学生目前所处的环境，旨在探讨班级氛

围、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学校教育和相关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辅导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证依据，希望能对理解班级氛围和成就目标定向的影响有所贡献，弥补文献的空缺之处。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动机，本研究旨在探讨班级氛围与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

本研究研究目的如下： 

一、不同性别和年级在通许县高中生班级氛围、成就目标定向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二、通许县高中生的班级氛围是否能正向预测成就目标定向。 

 

文献综述  

此次的研究将以Bronfenbrenner (1989)的微观生态系统最里层理论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

基础。微观生态系统的理论最里层指的是个体与周围环境交互的影响，个体对行为的影响是其

个体周围环境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个体在环境中各个层次的最里层实际上就是一个

微观的系统，指个体的活动和人际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直接环境的最里层是不断地变化和发

展的，是间接环境和系统的最里层。对学生来说，学校是除家庭以外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 

Fraser (1982)等人的界定是一个集体存在的人格特点以及团队交流的关系，班级氛围是

组成这个集体成员之间的彼此桥梁。Fraser, Pengilly and  Mok (1998)的研究将班级氛围界定为

安全与维护、管理水平、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生班级活动等。崔云峰（2011）认为向外界

呈现的是一个班级的形象，而在班级内部就是一种无形的凝聚能量，是一个班整体的氛围、风

格和风气。 

有研究表明年级对班级环境有较大的影响。王卉（2 0 1 4）研究表明班级氛围在性别上

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感知的班级氛围明显优于男生；不同年级学生的班级氛围也存在显著差

异，而且高二的学生感知到的班级竞争氛围最为浓厚；张灵莉（2014）曾选取350中学生进行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秩序和纪律维度上有差异显著，女生比男生

体验更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秩序和纪律。基于以上文献探讨，不同性别、年级在班级氛围上

的差异情况不相同，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地区的样本存在差异。本篇研

究的对象为通许县的高中生，结合实际的情况，将探讨不同性别、年级在班级氛围上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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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提出H1:性别、年级对通许县高中生的班级氛围存在显著差异。 

Elliot  and  Church (1996)认为成就目标是一种有计划的认知过程，它具有认知、情感和

行为的特性。Elliot and Mcgregor (2001)认为成就目标是个体对学习、学业成就、工作和成功意

义的知觉，是成败归因、能力信念和情感的整合模式。Pintrich and Schunk (1995)认为成就目标

定向是个体关于成就活动的目的、成功的意义和成功标准的整合的信念系统。张承芬（2004）

认为成就目标是对任务或原因的认知及其完成任务的信念，它具有动机、认知、情感和行为等

特征。 

不同的背景变项对成就目标定向有显著影响。熊雅清（2 0 1 8）研究结果表明成就目标

定向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孙楠（2015）以长春市一所高中为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

果表明高中生成绩回避目标的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中国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有显著的年级差

异。基于以上文献探讨，不同性别、年级在成就目标定向上的差异情况不相同，出现此现象的

原因可能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地区的样本存在差异。本篇研究对象为通许县高中生，结合实际

的情况，将探讨不同性别、年级在成就目标定向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本研究提出H2:性别、年级对成就目标定向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方法  

本研究调查的目标院校为中国通许县中学学生。学校为通许县重点公立中学，此公立

学校分别属河南省、开封市示范性高中，而且当下开封市教育局正在推进班级文化的建设，因

此选取2 所学校的高一、高二、高三学生为调查对象，此论文研究结果也是对开封市实施班级

文化建设后的成果进行检验，并为今后的班级建设提供思考与建议。 

本研究量表采用王秋芳（2019）编订《班级气氛量表》，本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

制，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 0.905，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吴统雄（1985）建议信度

的参考范围，Cronbach's α 系数高于 0.9 代表高信度值；介于 0.9 至 0.7 之间代表非常可信，故

本量表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成就目标定向》量表选用的为徐方忠与朱祖祥（2000）修订的问卷。问卷共有2个维

度，分别为掌握目标维度和成绩目标维度，问卷共包含12个题目，量表为 Likert 五点记分制。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是0.749，吴统雄（1985）建议信度的参考范围，Cronbach's α 系数高于0.9

代表高信度值；介于0.9至0.7之间代表非常可信，此问卷已经具备较好的信度，可以直接使用

该量表。本研究共发出问卷 220 份，回收结果后扣除无效问卷，如漏答、重复答、勾选同样选

的等无效问卷2 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 0 0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9 8 % 。 正试时间为2 0 2 0年1

月，预试样本中已填答问卷的被测试者将不在正式样本抽样的范围内，不再进行填答问卷。 

 

研究结果  

班级氛围量表：本量表 K M O  值为 0 . 9 2 1，从 B a r tle tt 球形检定近似卡方分配值为

5427.542（自由度为105），也达显著标准（p<0.001），代表该量表整体的取样适当，适合进

行因素分析。因素构面而言，Cronbach's α值在 0.7 以上为信度良好。班级氛围量表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57，各因素的信度系数介于 0.913 至 0.946 之间,显示该量表的信度良好，测量结果

具可靠信； 

成就目标定向量表：本量表 KMO 值为 0.741，从 Bartlett 球形检定近似卡方分配值为

8063.983（自由度为 66），也达显著标准（p<0.001）,代表该量表整体的取样适当,适合进行因

素分析。成就目标定向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2，各因素的信度系数介于 0.799 至0.866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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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显示该量表的信度良好,测量结果具可靠性。 

性别：为了解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上的差异情形，以独立样本 t  检定进行差

异分析，由表1 可知，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教师支持未达显著差异（t = -1.92），不同性别的

高中生在同学支持未达显著差异（t = -1.72)，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内聚力未达显著差异（t = -

1.22）。 

 

表1: 不同性别的学生在班级氛围上的差异 

构面 
男生(N=127) 女生(N=273) 

t 
M SD M SD 

教师支持 4.20 0.73 4.40 0.63 -1.92 

同学支持 4.20 0.72 4.38 0.68 -1.72 

内聚力 4.45 0.65 4.56 0.60 -1.22 

注：*p＜0.05  **p＜0.01  ***p＜0.001 

 

为了解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成就目标定向上的差异情形，以独立样本 t  检定进行差异

分析，由表 2 可知，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成就目标定向各构面上均未达显著差异（掌握目标：

t=-0.63；成绩目标：t= -1.41)。 

 

表2: 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的差异 

构面 
男生(N=162) 女生(N=238) 

t 
M SD M SD 

掌握目标 3.86 0.87 3.93 0.84 -0.63 

成绩目标 3.98 0.76 4.14 0.73 -1.41 

注：*p＜0.05  **p＜0.01  ***p＜0.001 

 

年级：为了解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上的差异情形，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进行

检验，若变异数同质，则使用Scheff ’s法进行事后比较。若变异数未同质，则使用T2进行事后

比较。由表3可知，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中全部达显著差异（教师支持F=14.31, p＜

0.00；同学支持F=12.99, p＜0.00；内聚力F=12.00, p＜0.00），且高三年级的学生所感受到的

班级氛围比高二及高一的学生感受的要更加强烈。 

 

表3: 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上 ANOVA 分析 

构面 
高一 (N=194) 高二 (N=149) 高三 (N=57) 

F 事后比较 
M SD M SD M SD 

教师支持 4.42 0.58 4.70 0.76 4.80 0.18 14.31*** 3>2，3>1 

同学支持 4.40 0.62 4.08 0.77 4.77 0.20 12.99*** 3>2，3>1 

内聚力 4.53 0.58 4.36 0.67 4.99 0.03 12.00*** 3>2，3>1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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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由表4可知，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班级氛围中全部未达显著差异（掌握目

标：F=2.21；成绩目标：F=2.71），所以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成就目标定向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4: 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成就目标定向上的 ANOVA 分析 

构面 
高一(N=194) 高二(N=149) 高三(N=57) 

F 事后比较 
M SD M SD M SD 

掌握目标 4.05 0.74 3.79 0.85 3.82 1.10 2.12 - 

成绩目标 4.21 0.67 3.95 0.80 4.10 0.68 2.71 - 

注：*p＜0.05  **p＜0.01  ***p＜0.001 

 

为了解高中生班级氛围、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相关性，以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成就

目标定向与班级氛围为0.59**正向相关(p＜0.01)且为中度低相关。 

 

表5: 班级氛围与成就目标定向相关分析 

变量 班级氛围 成就目标定向 

班级氛围 1  

成就目标定向 0.59** 1 

注：*p＜0.05  **p＜0.01  ***p＜0.001 

 

在线性回归中，班级氛围为自变项，成就目标定向为依变项，以验证研究假设。首先 t 

值为10.28***，F值为105.526***，从共线性问题诊断来看，变异数膨胀因素VIF值皆在10以

下， 表示各变量之间没有产生共线性的问题，由表6可知，班级氛围对成就目标定向达显著的

正向影响(β=0.59，p＜0.00)， 表示高中生班级氛围越浓烈，则成就目标定向越强。 

 

表6: 班级氛围与成就目标定向回归分析 

变量 β t R2 Adj R2 F VIF 

班级氛围 0.59 10.28*** 0.348 0.334 105.526*** 1.00 

注：*p＜0.05  **p＜0.01  ***p＜0.001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成果表明班级氛围对成就目标定向具有正向影响。班级氛围越浓厚，成就目标

定向则越好，这与Fraser  (1981)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业成就会在有

效的气氛下而增强。也与刘菂斐与严颖（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表明氛围对掌握趋近

成就目标定向和掌握回避成就目标定向有正向影响，同学交往对成绩回避成就目标定向具有正

向影响，在班级环境中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学生来说作为两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些要素

对学生形成积极的适应性的成就目标定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老师和同学是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因此本研究中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对成就目标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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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通许县的高中学生在班级氛围方面感受良好，其中在内聚力维度影响较大，

在成就目标定向中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成绩目标维度更为突出，说明大部分高中生对成绩

较为重视。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通许县高中生班级氛围及成就目标定向之相关情形，依据此篇

研究的成果，提出下列建议以供参考。 

研究建议：首先学校应创设一种优良、开明的校园文化；其次应建立科学的管理机

制；其次在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才是活动的主体，要给予班主任充分的自主权，让班主任“ 因班

制宜” 合理的管理自己的班级体，让学生在班级中具有归属感；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多样化，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评价学生时要注意不可只关注客观的考试成绩，要全面评量学生的表

现；最后教师应给予学生适当难度的学习任务，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目标导向；同时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建立积极价值观、世界观，让同学之间要相互关爱，形成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 

研究展望：该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揭示班级氛围对成就目标定向的影响。在理论

和实践方面具有创新性，并且研究所发现的结论也具有一定价值性，为学校提出可行性的建

议，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仍然存在一些限制：首先在样本方面的限制。本研究的抽样方法

选择立意特殊性抽样方式来抽取通许县的高中生为样本，A、B校各抽取105人，尽管样本量可

以满足本研究的定量要求，但同时也具有样本的局限性及代表性的问题；其次本研究的研究方

法较为简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两个量表整合为问卷的调查方式为基础，但是在同

学们填答问卷时，不可避免会受到环境、生理及心理的理解偏差的影响，这可能导致问卷与实

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偏差，而且本研究虽采用问卷调查，但仅为一次性的问卷调查方式，属横

断面研究的分析模式，所调查的情况仅为当时情境下同学们的感受，导致研究结果也较为片

面。基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以下今后的建议。首先以后的研究可以更科学的抽样方法来扩

大研究范围及样本数量，以扩大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其次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定性研究、定

量研究和实验研究结合在一起；在未来中可以进一步考虑加入中介或者调节变量，并探讨其影

响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及验证理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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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升中国高校大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通过SPSS20对中国部分高校9604名

在校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层次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厘清了大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

度的内涵，构建了由自主学习参与度、互动学习参与度、情感参与度和认知参与度等四个自变

量组成的评价体系，运用该四个自变量对大学生在线网络课程学习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确

定了各自变量的权重，得出情感参与度对高校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影响最大。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在线课程 学习满意度 

 

ABSTRACT 

I 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online course lear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9604 college students in some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spss20. I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online 

course learning, and constructs four self-centered learning participa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participation,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ve participation The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online course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weight of each 

variable is determined. It is concluded that emotional participat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online course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 Online cours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一、引言 

在线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学生学习完成率与保持率成为

困扰在线教育管理的重要问题。提升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完成率和

保持率，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以便更精细化的加强教学管

理。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历来受到教育管理者和学术的普遍关注，通过在EB SC O数据库中搜

索关键词“Online education+ Online courses+ Learning satisfaction”共有36篇相关文献，通过在知

网中搜索关键词“在线教育+网络课程+学习满意度”共有21篇相关文献。但现有研究多为从某一

指标探讨学习满意度，各指标之间却缺泛关联性研究。2 0 2 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爆

发，病毒冲击着中国的各行各业，其中也影响了中国高等学校大学生开学计划；为了应对“ 停

学不停课” ，中国实施了在线网络课程全覆盖的方式进行教学，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推广了在线

教育教学方式，大学生对在线教育教学形式的感受更加集中和突出。故以疫情期间为契机，对

中国部分不同层次高校在校大学生关于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SPSS20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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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综合分析 了高校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评价影响因素，为今后进行在线课程教育

如何扬长避短、深化改革提供思考和方向。 

 

二、文献回顾 

满意度是一种表现人心理状态，是指某个人对一段事物关系质量的主观评价。T a y lo r 

Peplau Sears认为满意度能够在现实中体现出人的需求将被满足后的喜悦感，是人对所产生的

事物前期愿望与实际所产生的感受的相对比体现出来的关系[1 ]。通常人们基于自身的幸福感与

安全感将主观愿望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一种情绪，它通常由客观满意度评价和主观满意

度评价构成[2 ]。随着心理学演变而成，主观满意度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格外关注，主观满意度

最初将是作为心理学一个热点而展现出现。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

人员对满意度相关问题进行深度研究。由于国内外研究人员采取的角度不同，满意度的研究不

仅取得了杰出成果，也在单一的心理学中扩展到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多个学科领域中[3 ]。学习满意度是通过传统满意度而演变出来的新名称，也是现代发达国家中

大学生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它体现了大学生在生活与学习都能够得到自身体现的指标之一，并

且针对学习者中大学生来说，他们的群里又是社会未来的主导者也是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向引导
[4 ]。网络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方式，网络课程就是通过网络

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是信息时代条件下课程新的表现形式，

它包括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其中网络教学

支撑环境特指支持网络教学的软件工具、教学资源以及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网

络课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开放性、协作性和自主性等基本特征；网络教育即是诸多网络课

程集合体[5 ]。综上所述高校大学生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的研究对我们现代教育和教育

管理及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都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开展了深度的研究。

Veenhoven Ｒ认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主要通过学习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形式

两大部分来体现[6 ]；其中陈富与孙雁娥认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是个体对各项

的需求和愿望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主观合意程度的知觉，是通过自主学习的形式来完成优秀的

学习过程[ 7 ] ；岳泉汐把互动学习参与度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唯一最主要的指

标，互动满意度也是最好能够体现学习者能够达到最终目的的重要指标[8]；Shin D C与Johnson 

D M认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是个体基于某种标准而进行的评估，从而就产生情

感参与度来体现出学习满意度[9 ]；成亚玲与谭爱平认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是

对自己学习质量的主观体验，是衡量一个人学习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在理论上说明情感参

与度有力体现出学习者的主观体验的价值[10]；Diener E则认为，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

体系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知参与度的有力体现[ 1 1 ] ；文静表示在线课程

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不能单一以学习观和学习方式来衡量，而重要的课堂环境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表示在学习环境上就产生情感参与度的主要因素来完成
[ 1 2 ] 。综上所述，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是一种表现学生心理状态，是指某个学生对一

段事物关系质量对主观评价。故在线课程学生学习满意度评价体系将通过自主学习、互动学

习、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四个自变量来体现出学生对学习满意度状况进行评价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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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1. 理论模型 

托“ 清华教育在线” 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对一本院校、普通二本院校及职业技术学院三

个层次的16所高等院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合计收到问卷11086份，其中有效问卷9604份占具总

量的86.63%，残缺问卷1482份占具总量的13.37%；在有效问卷中，一本院校问卷2165份占具

有效问卷的22.54%，普通二本院校问卷6289份占具有效问卷的65.49，职业技术学院问卷1150

份占具有效问卷的11.97%。卷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通过9604名在校学生问卷调查数据作

为样本，分析影响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具体变量构建学生信息满意度变量理论模型，并从在校学

生的H1自主学习参与度、H2互动学习参与度、H3情感参与度、H4认知参与度等四个自变量进

行对学生学习满意度进行评价研究。详见图2。 

 

 
 

自主学习参与度主要是指学生在在线教学学习过程中与按课程要求提前预习Q1、平

时会坚持学习Q2、及时复习上课讲过的知识Q3、学习课程提供的材料Q4、遇到不理解的内容

反复折磨认真听讲Q5、按要求写作业Q6、努力不受外界事物干扰Q7等七个影响因子融洽程度

直接关系到自主学习参与度的高低。假如只要提高上述七个影响因子就能够使自主学习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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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也只要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参与度就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学习满意度。因此，自主学习参

与度评价指数越高，其学生学习满意度越高，由此假设出H 1 ：良好的自主学习参与度是良好

的学生满意度重要因素之一，自主学习参与度越低那么学生学习满意度就有可能越低。 

互动学习参与度主要是指学生在在线教学学习过程中与分享观点或有用的资源Q8、

提问与求助或发帖Q9、参与课程评论中的讨论Q10、与同学们讨论作业问题Q11、与老师沟通

课后作业评定Q12等五个影响因子融洽程度直接关系到互动学习参与度的高低。只要提高上述

五个影响因子就能够使互动学习参与度提高，也只要让学生提高活动学习参与度就能更好地提

高学生学习满意度。因此，互动学习参与度评价指数越高，其学生满意度越高，由此假设出

H 2 ：良好的互动学习参与度是良好的学生满意度重要因素之一，互动学习参与度越低那么学

生学习满意度就有可能越低。 

情感参与度主要是指学生在在线教学学习过程中与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开心Q 1 3 、将

要学习内容充满好奇Q14、学习让我获得满足感Q15、从学习中找到乐趣Q16、提高对学习的

兴趣Q17等五个影响因子融洽程度直接关系到情感参与度。只要提高上述五个相关系数就能够

使情感参与度提高，也只要让学生提高情感参与度就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学习满意度。因此，情

感参与度评价指数越高，其学生学习满意度越高，由此假设出H 1 ：良好的情感参与度是良好

的学生满意度重要因素之一，情感参与度越低那么学生学习满意度就有可能越低。 

认知参与度主要是指学生在在线教学学习过程中与更能掌握课程知识Q 1 8 、更能把

握相关理论知识如何运用于实践Q 1 9 、试图得出自己的看法Q 2 0 、对知识提出自己的质疑

Q21、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Q22等五个影响因子融洽程度直接关系到认知参与度。只要提高

上述五个相关系数就能够使认知参与度提高，也只要让学生提高认知参与度就能更好地提高学

生学习满意度。因此，认知参与度评价指数越高，其在学生学习满意度越高，由此假设出

H 1 ：良好的认知参与度是良好的学生满意度重要因素之一，认知参与度越低学生学习满意度

就有可能越低。 

2.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因变量主要衡量高校大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状况，选取“请问

您对目前的在线课程教学感到满意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衡量高校学生对在线教育网络课

程满意度的依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设计以点对点方式，明确数值进行衡量，以5 点量表法对满

意度进行测量，其受访者将只能从“完全不符合”、“有点不符合”、“不确定”、“有点符合”、“非

常符合”中进行勾选出自己满意的答案，它们分别赋值为1～5分，从而得出被访者的实际情况

进行评分[13]。 

（2） 自变量。自变量包括自主学习参与度、交互学习参与度、情感参与度和认知

参与度等四个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级、就业意向、所属专业类型和

已选课课程性质等五个不定性变量进行控制处理。 

 

四、实证调查及评价体系建立 

1. 基本信息 

对多个高校在校大学生关于在线课程满意度评价的数据采用了随机抽样法和雪球抽

样法两钟方法进行研究，针对在校学生的年级、性别、就业意向、所属专业类型和已选课课程

性质共五个控制变量进行调查。具体表现如下：在年级方面被调查学生中相对比较均衡，主要

集中大二的在校学生，大二学生占样本总量的62.4%；在性别方面被调查在校学生中男女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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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均衡，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占样本总量的53.2%；在就业意向方面被调查在校学生主要

集中在考研方面最为突出，有考研意向占样本总量的54.3%；在所属专业类型方面被调查在校

学生中主要是以工科为主，其工科类学生占样本总量的40.7%；在已选课课程性质方面被调查

在校学生中主要是以通识必修课为主，其通识必修课学生占样本总量的48.1%。基本样本统计

情况。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部分高校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自主学习参与度是通过对数据Q 1 、

Q 2、Q 3、Q 4、Q 5、Q 6、Q 7等七个影响因子进行加强平均；交互学习参与度是通过对数据

Q8、Q 9、Q10、Q11、Q12等五个影响因子进行加强平均；情感参与度是通过对数据Q13、

Q14、Q15、Q16、Q17等五个影响因子进行加强平均；认知参与度是通过对数据Q18、Q19、

Q 2 0、Q 2 1、Q 2 2等五个影响因子进行加强平均。从而通过自主学习参与度、交互学习参与

度、情感参与度和认知参与度等四个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学习满意度平

均数位3.57，处于中等偏上的学习满意水平。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最不满意的一项指标是交互

学习参与度，其平均数位3.46；而对于情感参与度在校学生最为满意，其平均数为3.66。总体

参与度的平均值在3 分以上说明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是标准差也较高。虽然不同

的学生学习满意度感知仍有明显的差异，但总体学生学习满意度较高。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

表2和图3）。 

图3 描述性统计 

 

 
 

3.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主要

目的为对测量结果与数据一致性和稳定性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可以解释为测量结果可靠性

的体现。故笔者采用Cronbach's α系数（α=(k/(k-1))*(1-(∑Si2)/St2)）来测量学生学习满意度相

关指标的信度；假定α系数值越高表示量表的可信度就越高，故有假定为样本的α值大于0 .6时

可靠性统计量基本可以使用，最好假定为样本的α值大于0.8为最佳[14]。由可信性统计分析情况

表3可以看出，本数据的整体量表的信度系数值为0.822其值大于0.8，说明量表在最佳使用范围

内。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335 

表3: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822 27 

 

4. 数据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

程度。笔者在此利用SPSS20测量工具，测出所需要测量的变化程度，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本问

卷结构进行效度分析。再利用SPSS20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在

进行KMO检验时KMO检验系数大于0.5 和进行Bartlett's球形检验时看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表中

最后一项Sig.的系数小于0.05，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能对该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15]。笔者

对本数据利用SPSS20统计软件通过对KMO 和 Bartlett 进行检验（详见表4）时，我们能够得

出，KMO值为0.876远大于0.5，并且Bartlett球形检验值更加显著(sig.小于0.05)低于0.05，故说

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87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85664.874 

Df 231 

Sig. .000 

 

通过对该组数据变量的构造分析，做出相关关系可以得出如图1 所示的结构图，运用

SPSS20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如图3所示的公因子描述图，该图中的纵坐标设置为公共

因子特征值，横坐标将设置为公共因子成分数（详见图4）。通过分析不难可以看出前面7个特

征值的变化相对其他几个变量较为明显，从5.987直接下降到了0.892之后就处于平稳状态，后

面的15个特征值仅仅从0.892 逐渐趋近于0.272。由此可知前7个公共因子对原变量的信息描述

有着非常显著作用，而后15个的公共因子对原变量的信息描述影响相对来说有所减少。 

5.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法指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

法。它是利用数据统计原理，对大量统计数据进行数学处理，并且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

关系，建立起一个相关性较好的回归方程（函数表达式），然后加以外推，用于预测今后的因

变量的变化的分析方法[ 1 6 ] 。笔者对中国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的数据采用软件

SPSS20进行样本K-S检验（D=max| f(x)- g(x)|）得出该组数据属于正态分布数据（详见表4），

并将该组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进行处理。 

笔者在线性回归分析前，通过SPSS20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分析结果对学习

满意度影响因子进行回归建模，该模型假设为两种模型进行完成：第一种为基础模型、另一种

为22个变量变化模型。这两种模型出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模型（详见表6）

所示，针对控制变量模型影响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该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 .5 4 9，第二个模型

是包括了27个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后其判定系数变为0.554。其调整的判定系数是没有太大的变

化，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增加调整变量对系数变化没有太大的影响，由此就得出第二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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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影响中国部分高校学生学习生活满意度[17] [18]。 

从回归分析模型和标准化残差图中可以看出，性别、年级、就业意向、所属专业类

型和已选课课程性质与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在此我们将影响学生学习满意度主要研

究正相关问题概括为如下关系：H 1 成立即说明了良好的自主学习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在校学生

学习满意度；H 2成立即说明了良好的互动学习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H 3成

立即说明了良好的情感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H 4 成立即说明了良好的认知

参与度有利于提高在校学生学习满意度； 

 

五、总结 

现有的研究主要通过满意度的一个变量或最多二个变量进行对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进行

分析，本文创造性的利用了4个自变量中的2 2个影响因子全面对中国高校大学生学习满意度进

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第一，不同性别、年级、就业意向、所属专业类型和已选课课

程性质的学生学习满意度稍有所不同，但区别并不明显，当前大部分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

态度总体良好；第二，自主学习参与度、互动学习参与度、情感参与度、认知参与度对学生学

习满意度均有着较显著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情感参与度对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最为突

出。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校在校大学生对在线课程学习满意度提出以

下建议：第一，在课程设置中，能够做到学生开心地完成学习任务；第二，教学内容的设计应

尽可能赋予其新义，能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让学生获得满足感；

第四，学生在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得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第五，关注学习者心理体验；通过

以上的五点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学生学习满意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它不仅受到特殊因素中性别、年

级、就业意向、所属专业类型和已选课课程性质等影响，同时也主要受到参与度因素中自主参

与度、互动参与度、情感参与度和认知参与度等影响，所以不同学生学习满意度也有着不同的

差异性。因受限制于研究的视角和实际情况的影响，故笔者在对中国部分高校大学生的数据处

理还存在不少的不足之处，由此建议以后将对以下几个方面针对学生学习满意度影响因子进行

建模：1.受限于时间限制与疫情影响，本次问卷调查通过网络完成，未能实地取样调研，线上

问卷与实地问卷二者或者存在某种差异不明确，建议后续实地取样调研；2.在进行问卷调查中

做到将时间维度考虑到学生学习满意度中去，建议通过调查在校大学生对传统模式教学和在线

教学模式进行问卷设计调查，通过对比两组数据的各项指标，从而发现二者的优缺点，以便为

后续教学改革与管理提供参考；3.在收集研究样本时应该更加的多样化，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

学校取样，再经过对数据进行对照分析，从而得到更全面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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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双一流” 背景下，各省关于人才培养、协同育人的理念坚定不移，鼓励大学生相互

学习、相互合作、共同进步。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即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协作的表现形式。

厘清同侪依附与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利用归因理论探讨

学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从衡阳市3所高校共抽取200份有效问卷。对

有效问卷采用C F A  验证其信效度后，以 t  检验、路径分析进行变量间差异性、因果关系的检

验，研究结论如下：1.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同侪依附与从众学习行为上均没有

显著差异。2.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个体若能与同侪建立良好的依附

关系，就会一起努力学习，产生从众学习行为.。 

关键词：同侪依附  从众学习行为  归因理论 

 

ABSTRACT  

In the "double first-class" background, the provinces' unswerving ideas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s well as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from an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are encouraged. 

The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manifestation of mutual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Com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n which draw 200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3 universities in Hengyang by 

convenient sampling by using attribu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fter validat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using CFA, the test of t-test, path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ables, causality, it reached the results: 1. Hengya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grades, and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er 

attachment, and learning conformity behavior. 2. Peer attach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Conformity behavior. If individual students can establish a goo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ers, they will study hard together and produce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s. 

Keywords:  peer attachment, learning conformity behavior, attribution theory 

 

一、引言  

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新一代，是国家未来使命的重要接班人（魏静，

2017）。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

通知（国务院，2015），在“双一流”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各省关于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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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坚定不移，鼓励大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共同进步。湖南省教育厅（2019）发布的

《湖南省普通高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亦指出：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应重点加强

“团队协作能力培养”（22.39%）、“与人交往能力的培养”（21.42%）。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即

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协作的表现形式。 

以往大多数大学生从众行为的研究都在营销领域（江娟丽，2 0 0 8；汪明远、赵学锋，

2015；严寒，2018；汪雅乔，2015；Demirer, Lee & Lien, 2015），运用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

究不多，且都是以质性为主（宋官东，2005；代祺，2007；李雪，2008；全永丽，2014；陆毅

有为，2018），量化研究很少，对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做出明确的界定，

只是将其作为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从众心理的表现形式之一（李颖，2003；时琪，2011；

李君亮，2012；梁雪彩，2015）。在大学生中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个同学很上进或不

思进取，往往会带动其他同学纷纷效仿（时琪，2011；全永丽，2014）。如果一个寝室、班级

有着良好的风气就会带动全体成员努力学习，同学之间也会互相帮助探讨学习方法，共同进

步。他们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方面就会比较容易从众（张佳慧，2014；魏静，2017）。 

依附是决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咏梅，2006）。Smith, Murphy & Coats (1999)的研

究指出依附不仅影响对他人的行为反应，还会影响对群体的反应。有研究表明，依附与人际行

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依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依附安全型的人在人际行为中与别人更

融洽，对人际关系更满意(Feeney & Noller, 1990; Levy, Blatt, & Shaver, 1998; McCormack, 

Hudon, & W ard, 2005)。王冰（2017）的研究也指出大学生同侪依附与冒险行为呈显著正相

关。早在1999年，Allen和Land就发现个体的依附模式在青年时期与同侪和情侣关系相关，当

青年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过去的依附对象随着社交范围的增加和在校时间从父母逐渐变成同

侪，并由同侪来满足依附需求，建立个体主观认知与同侪之间的情感联系，即为同侪依附。当

同侪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之后，就有可能与同侪一起努力学习，产生从众学习行为，由此可以

推论研究假设：大学生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 

衡阳市有1 0所教育部认证的高校，其中本科6所，专科4所，各高校学工处都有学生个

体与客体关系的相关文件或指示，例如《关于开展“ 创文明班级、创文明宿舍、创文明团队、

做文明学生”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等（湖南工学院，2015），关于“文明创建示范班级、

示范宿舍、模范学生”的活动等（衡阳师范学院，2017）也有关于寝室、班级文化节的专题活

动等（南华大学，2019），可见高校对学生个体与客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视，因此，研究同侪依

附与从众学习行为有其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  

1. 了解衡阳市大学生同侪依附及从众学习行为的现况。 

2. 了解衡阳市大学生同侪依附及从众学习行为的差异情形。 

3. 探讨同侪依附对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的预测力。 

 

三、文献综述 

3.1 同侪依附 

1. 定义与内涵： 

Bartholomew(1990)定义成人依附是个体付出大量努力去寻求和维持亲近性以及

同少数具有生理或心理安全性并且能够提供主观潜能的特殊个体保持联系和接触的一种稳定的

倾向。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将成人依附定义为个体与目前同伴之间强烈的和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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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联系。大学生同侪依附是成人依附的一种（田瑞琪，2 0 0 4 ；王金奎，2 0 0 7 ；郭庆童，

2015）。因此，本研究将同侪依附定义为大学生个体主观认知与同侪之间强烈的、长久的情感

联系。 

2. 理论基础：依附理论 

Bowlby(1973) 的依附理论指出，依附是伴随人之一生的情感表现是，一种横跨

生命全程的动力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从早期全然依赖父母生存，转变成逐渐减少与父

母的相处时间，但依附却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同侪是青年时期人际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他们

会比过去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同侪相处，并且认为和同侪接触以及建立关系是重要的(Ainsworth, 

1991; Engels, Meeus, & Dekovic, 2002)。在本研究中，大学生作为一个刚刚脱离父母，心智还

未成熟的特殊群体，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形成与同侪之间的情感联结。 

3.3 从众学习行为 

1. 定义与内涵 

最早的从众行为定义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Asch (1952)在研究中提到的多数人

效果(majority effect)，指当多数人主张是错的时候，个人仍可能会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个人面

临群体压力时，思想或行为会产生改变而与群体趋向一致(Charles & Sara, 1973)。从众行为是

个人受到社会影响的表现，其影响来自团体中的其他成员(A llen , 1965)。随后到20世纪90年

代，营销领域对从众行为作出定义。消费者为了取得群体的认同、符合群体的期望，因此采取

与群体其他成员相似的行为(Wilkie, 1994)。公开顺从(public compliance):个人虽然采取了符合

群体期望的行为，但内心的信念营销并没有改变;私下接受(privateacceptance):个人的信念与行

为都受到了群体的影响，因而改变得与群体相一致(Mowen & Minor, 1998)。在所有年龄层中，

青年显然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Huertas & Medioni, 1986)。高校大学生作为一个成长期的特殊群

体-懵懂转为成熟，产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亦非常大。 

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做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将其作为大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产生从众心理的表现形式之一（李颖，2003；时琪，2011；李君亮，2012；全永

丽，2014；梁雪彩，2015），且均为定性研究。如表3.1所示： 

 

表3.1: 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内涵汇总表 

学者 

（年代） 

从众学习行为内涵 研究

范围 正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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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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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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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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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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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团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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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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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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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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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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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从

行

为 

学

习

从

众 

逃课

从众 

李颖（2003） √ √           大学 

时琪（2011）   √ √         大学 

李君亮

（2012） 

  √ √ √ √       大学 

张佳慧

（2014） 

          √ √ 大学 

全永丽

（2014） 

√ √           大学 

梁雪彩

（2015） 

      √ √ √ √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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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无论是认从、顺从、服从、盲从、学习从众、逃课从众都是在探讨学生

主体“从”客群体的行为；积极与消极是对“从”之行为的客观评价，可由量表得分的高低得以区

分；客群体是三个人以上的群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常接触到的3 个人以上的群体主要是

班级同学、舍友（大学宿舍一般4 个人以上）。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学生个体与同学、舍友

之间的“从”之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定义为主体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因客体的影

响而产生的与客体一致的行为。主体即大学生个体，客体是指引起“从”之行为的3个人以上的

群体(包括班集体、舍友等)。 

理论基础：归因理论 

Jones & Davis (1965)的对应推断理论、Kelley (1973)的三维归因理论、Weiner (1972, 

1985)的成就归因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共性在于，个体在观察到他人某一行为的时候，会将该

行为发生的原因归结到行为主体(内部归因in te rn a l  a t t r ib u t io n )或客体(外部归因e x te rn a l 

attribution )。内部归因是指个体将他人行为发生的原因解释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产生的因素出

自行为人自愿或本身的因素；外部归因则反之。如果个人对于他人行为的解释倾向外部归因，

则不容易产生从众行为；倾向内部归因，则容易产生从众行为(Rose, Bearden, & Teel, 1992)。

在本研究中，如果学生认为参与学习讨论是因为老师要求，从众学习行为将不容易产生；如果

学生认为参与学习讨论是因为自己能够发表意见与同侪互动，则从众学习行为就可能产生。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本研究以2019 年度湖南衡阳市3所本科院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为母群体，采用

问卷调查法，使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200份问卷，回收200份。以参与相关问卷施测。本研究

是个体与群体的研究特质，选择多样本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采用问卷调查法。 

4.2 研究工具 

同侪依附量表：本量表由张咏梅（2006）中文化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共25题，总量表信度为0.8931，分沟通、信任、疏离3个维

度，验证性因素分析适配度指标如下:GFI=.909，RM SEA=.057，NFI=.981，RFI=.977，

IFI=.985，CFI=.985，PNFI=.723，CN=262，采用Likert五点计分，结合张迎黎、张亚林、张迎

新、王杰利、黄存云（2011），孔荣（2017）分别以初中生群体、大学生群体为样本检验该量

表信效度的结果为依据，删除题项9后模适配度指标上升，达到理想的测量学指标。保留2 4个

题项，得分越高表示同侪依附倾向越高。 

从众学习行为量表：本问卷题目结合李颖（2 0 0 3 ）；时琪（2 0 1 1 ）；李君亮

（2012）；全永丽（2014）；梁雪彩（2015）5位学者对从众学习行为内涵的描述，改编自刘

江、朱庆华、吴克文、赵宇翔（2012）编制的《网购从众行为量表》，网购是一种消费行为，

而学习是知识类信息消费行为（Thananusak & Ansari, 2019; 娄策群、王颖，2009），二者之间

存在共同性。取从众行为维度，信度为0.889，x²/df=1.70，RM SEA=7.06，NNFI=9.95，

CFI=.96，NFI=.90，GFI=.93，共9题，单一维度，采用Likert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从众学

习行为倾向越高。 

4.3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 AMOS 22.0 版本进行描述分析、差异分析、信效度分析与路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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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果 

5.1 现况分析 
本研究中，考察了性别、年级和是否为独生子女3个人口变量，描述分析结果显

示：在性别方面女生占52%，男生占48%，与湖南省2017年普通高校大学生女生占53.18%，男

生占46.82%（湖南省统计局，2019）相近。年级方面大一至大四分别占比29.5%、22%、

24%、24.5%，分布较均匀，独生子女61%；同侪依附总体得分（M=2.991），表明衡阳市大学

生同侪依附处于中等水平，受信任的影响最大。从众学习行为得分（M=3.043），表明衡阳市

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衡阳市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较多。 

5.2 差异分析 
1. 性别。以 t 检定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整体同侪依附与从众学习行

为上无显著差异，在疏离构面上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平均值发现男生大于女生。如表5.2所

示： 

 

表5.2: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同侪依附、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摘要表 

变项名称 
男生 女生 

t p d 差异比较 
M SD M SD 

沟通 3.168 1.257 2.918 1.227 -1.421 .157 -.201 - 

信任 3.152 1.269 2.956 1.243 -1.098 .274 -.156 - 

疏离 3.013 1.215 2.657 1.159 -2.125 .035 -.300 男＞女 

整体同侪依附 3.122 1.182 2.869 1.160 -1.532 .127 -.216 - 

从众学习行为 3.103 .960 2.988 .915 -.865 .389 .123 - 

注：男生 96 人，女生 104 人。 

 

2. 是否为独生子女。以 t 检定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同侪依附与从众学

习行为上无显著差异，在疏离构面上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平均值发现非独生子女大于独生子

女。如表5.3所示： 

 

表5.3: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同侪依附、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摘要表 

变项名称 
是 否 

t 值 p 值 d 差异比较 M SD M SD 

沟通 2.941 1.256 3.189 1.219 -1.374 .171 .200 - 

信任 2.957 1.272 3.196 1.225 -1.313 .191 .191 - 

疏离 2.694 1.181 3.038 1.198 -2.000 .047 .290 非＞独 

整体同侪依附 2.886 1.185 3.154 1.146 -1.580 .116 .229 - 

从众学习行为 2.984 .921 3.135 .957 -1.112 .268 .161 - 

注：独生子女 122 人，非独生子女 78 人。 

 

3. 年级。以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同侪依附与从众学习行

为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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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是为了检验研究假设：大学生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将利用AMOS 22.0 对研究架构中的因果结构进行验证，评鉴研究模式整体适配度，并

检验相关假设是否成立。在假设模型中，将同侪依附变量中各个构面的题项加总取得平均数，

降维作为观察变量的指标。 

1. 整体模型适配检验，结果显示：x²/df=3.097，SRMR=.079，AGFI=.824，

NFI=.918，TLI=.921，CFI=.942，IFI=.943，PNFI=.668，PCFI=.685，大部分指标均在可接受

范围内，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Hair et al., 1998; Lomax & Schumacker, 2004)。如表5.5所

示： 

 

表5.5: 学习适应与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模型适配度摘要表 

评鉴项目 指标 适配的标准 检定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指标 

x² 越小越好 148.655 - 

x²/df ＜5.000 3.097 适配 

RMR ≤.080 .119 不适配 

SRMR ≤.080 .079 适配 

RMSEA ≤.100 .103 不适配 

AGFI ≥.800 .824 适配 

增量适配指标 

NFI ≥.800 .918 适配 

TLI ≥.900 .921 适配 

CFI ≥.900 .942 适配 

RFI ≥.900 .887 不适配 

IFI ≥.900 .943 适配 

精简适配指标 
PNFI ≥.500 .668 适配 

PCFI ≥.500 .685 适配 

 

2. 收敛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658-.969之间，大于.5，SMC

值介于.434-.940之间，大于.3，组合信度CR值分别为.940、.914，均大于.6，平均萃取量AVE

值分别为.839、.542，均大于.5，表明整体模型收敛效度良好( Fornell & Larcker, 1981;Bagozzi 

& Yi, 1988)。 

3. 直接效果假设检验 

假设模型得到适配度检验后，以模型中的参数值（同侪依附→从众学习行为）

来验证研究假设直接效果是否成立。结果显示：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的路径系数为.448，

t值为6.168，显著(p＜0.001)，假设成立，表示大学生同侪依附能显著正向影响从众学习行为。

如表5.6所示： 

 

表5.6: 假设验证摘要表 

路径 +/-影响 路径系数 t 值 假设是否成立 

从众学习行为←同侪依附 + .448 6.168*** 成立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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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6.1 现况与差异分析 

1. 同侪依附 

本研究发现，湖南衡阳市大学生整体同侪依附处于中等水平，与相孟琳

（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衡阳市大学生对同侪关系较认可。在人口学相关研究中发现，

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在同侪依附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只有在疏离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男生大于女生，与蔡秀玲、吴丽娟（199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本研究以工科类

大学生为主的原因；与相孟琳（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疏离维度上与韩菁（2007）的研究

结果一致，非独生子女得分要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2. 从众学习行为 

本研究发现，湖南衡阳市大学生整体从众学习行为处于中上水平，与安晓镜、

张爱菊（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人口学相关研究中发现，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

女在从众学习行为上都没有显著差异，与雷婷、李培培（2013）在性别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在

年级上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其用32个样本数做实验研究的原因。 

6.2 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正向影响的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湖南衡阳市大学生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即大学生的同侪依附倾向越高，从众学习行为越多，与张咏梅（2006）、刘林涛（2016）、王

冰（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验证的归因理论：大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若能与同侪建立

良好的情感连接，就会主动参与同侪之间的互动，相互学习，相互协作，产生从众学习行为，

与同侪一起努力学习，提高学业成绩，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习得更多的知识。此外，将从众

学习行为引入到社会心理学领域，成为可量化的测量工具，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6.3 建议    

1. 给教师的建议。来自不同地区的大学生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面对陌生的生活

环境，难免会有不适应，教师可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例如：宿舍设计比赛、拔河、文明

班级建设等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的活动，促进人际沟通，培养同侪之间情感的联结。鼓励相

互探讨，相互学习。塑造良好的校园学习氛围。 

2. 给学生的建议。遇到问题不要怕，直面问题不要逃避，在自己无法解决时及时

寻求同侪与老师的帮助，保持积极乐观的学习态度，相信自己。到了大学须加强自主学习能

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研究结论 ：1.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同侪依附与从众学习行

为上均没有显著差异。2.同侪依附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个体若能与同侪建立

良好的依附关系，就会一起努力学习，产生从众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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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这个人才竞争的时代，生涯规划开始成为就业争夺中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职业

生命是有限的，纵观现有的生涯文献，我们会发现，尽管生涯规划概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

经提出，但获得学界的认同也是近几年的事情，被视为是国外近年来生涯心理学领域出现的一

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不过，由于它还处于“成长”阶段，因此，目前人们对它的认识，尤其是它

的理论建构还处在一个“各执一词”的状态，在学界还未获得共识，而这一不足显然制约了生涯

规划概念在咨询辅导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曼谷中国留学生心理适应、学习

态度、生涯规划的相关因素。为了解留学生生涯规划情况，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法为主，

针对在曼谷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正是问卷阶段共发放500份，回收问卷500份，有效问

卷494份，有效可用问卷率为98%。首先进行相关变量理论模式推导，在以统计的方法以解释

本研究之假设，以此获得研究结论。本研究结论发现心理适应对学习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学习态度对生涯规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态度在

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中具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心理适应  学习态度  生涯规划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talent competition, career planning begins to become a competition for 

employment. For everyone, career life is limited. Looking at the existing career literature, we will find 

that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career planning was in the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It has been proposed in 

the 1980s, but it has also been recogniz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in recent years, and is regarded as a 

new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in the field of career psychology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because it is still in the "growth" stage, at presen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it, especially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still in a state of "separate words", a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is is insufficient. Obviously restric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fe 

planning in the practice of consulting and counsel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learning attitude and career planning of Chinese students in 

Bangko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reer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used in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random sampling of Chinese students in 

Bangkok. It is the questionnaire stage that a total of 500 copies were distributed,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494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ate is 98%. First, the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348 

theoretical model of relevant variables is deduced,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so as to obt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attitu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areer planning,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areer planning, and learning attitud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Keywords: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Learning attitude  Life planning 

 

一、引言 

1. 研究背景与动机  

出国留学对于这一代的年轻学子来说，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国外留学信息的

透明化及交通工具选择的多样性，使得出国留学变得机动性更高。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

期间会面临许多来自学习、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挑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Oberg(1960)年提

出文化休克的概念，是指一个人初次进入异文化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产生不适应。因为在新文

化的社会接触中失去了自己熟悉的标记和符号时产生焦虑和紧张的心理疾病。它是因为经历着

内心深处的没有安全感、孤独感、思乡感和无能感，外部常常表现为易发怒、精神抑郁、自我

封闭的情绪和行为(Adler,1972)。然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期间所遇到的适应问题的概

念就是如此。T s e n g (2 0 0 2 )指出国际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主要面临来自四个方面的问题，其

一、生活方面的适应问题包括对食物、生活环境、交通、气候、医疗卫生、个人经济状况方面

的问题；其二、学习上的适应问题包括用东道国的语言进行交流的困难，对东道国教育体制的

陌生和不适应，缺乏有效的学习方法以取得学业成绩；其三、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适应问题是

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文化的人有效进行接触、是否产生文化休克、

跨文化适应情况；其四、个人心理适应情况包括在国外是否产生思乡感、孤独感、抑郁症、封

闭感挫折感缺乏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同感。 

然而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要适应新环境，都会产生

陌生及不确定感，特别是留学生在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到陌生的环境中，更容易对新环境感到

不安及茫然。例如信心的强弱、态度都会在其生活和学习方面具有直接影响(刘冰,2018)，学生

同时也面临无数的挑战、不安、挫折且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也会有极大的影响与冲击。李

艳红(2019)指出当态度的对象涉及学习事物，如学习方法、读书习惯有关学生学习方面所持有

的态度即可称之为学习态度。Corneille(2019)提出学习者朝向特定的学习态度发展，会处在一

个学习环境中，学习者无论回馈是积极正向，或是消极负向的，将影响学习者自我学习成败的

归因。学习的历程中，学习者将取得的所有讯息回馈，或者将获得的修正讯息加以观察、记录

并监控自己的学习，以获得自我回馈，调整实际表现和自我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期许能接近心

中的理想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学习态度调整(Yang,2018)。此为研究动机之一。 

学习态度是学生以本身所学习的经验与认知的心理状态，而非基于天生遗传，是随

时都会因自己主观与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学者对于学习态度的解释可归纳为学生在情

感、认知及行为上，对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环境、学习的对象与过程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准备状

态并且反应在学习行为上的表现或倾向(方丹,2018)。至于具有良好的学习态度者，理应更会专

心有效率的规划自己的学习与未来，并且建立了学习的信心，次序与目标(孙小婕,2018)。在每

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有其独特性，并且是不可被取代的，而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活出自己的

色彩，让生命之旅显得多彩多姿，这就需要对自己生涯做一规划，让个人于生命中，了解自

己，开发潜能，找到适合自己，且可投注一生的工作进而能自我实现，让生活与工作都能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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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及希望(方丹,2018)。职业生涯发展是综合性，包括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中与工作有关

的各种学习或活动经验(Yang,2018)。同时生涯发展是动态循环的历程，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

规划了属于自己个别的生涯发展阶段的路径、选择与经历，其内容与结果也充满了独特性与唯

一性，因为外在的环境历练与自我价值观的建立，在相互影响之下，对于生活的态度也产生改

变，寻求最适合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方式，便是一种奋斗的目标。因此，在人生的路上，每个人

目前的规划、努力与抉择都会影响到往后人生的发展(刘冰,2018)。此为研究动机之二。 

此外，Super(2015)曾言，生涯循环将经历成长、探索、建立与发展、维持与衰退等

生命阶段，因此生涯规划应占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因其将重大影响一个人的特质与生涯走

向。而大学生开始探索及实践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并透过多方尝试去了解职业世界，此时个体

对自我兴趣、价值观、能力、性别角色、心理适应、职业评价，都透过内省思考而更深入。因

此，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必须是正向认同，评估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且做合适的生涯规划，顺

利选择生涯并付诸行动。此为研究动机之三。 

 

二、研究目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习态度对生涯规划也起到积极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都是以自变量

进行研究，本研究在进行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学习态度既可以做自变量也可以做因变量，

所以有必要对学习态度的中介进行分析和检验。故，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探讨心理适应对学习态度的影响情形。 

(2) 探讨学习态度对生涯规划的影响情形。 

(3) 探讨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的影响情形。 

(4) 探讨学习态度在心里适应与生涯规划的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效果。 

 

三、文献综述 

初到异国时，因为当地语言、饮食以及各种生活习惯、人际互动等都与原来成长背景

的文化不同，这种因为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而造成的不适应及焦虑的现象，称为文化冲击

(刘静,2015)。冲击的产生源自于各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及风俗民情的不同，即使中国与泰国同

为亚洲文化圈，在文化上却各自有其独特之处，留学生到新环境后仍要适应有别于国内的风俗

民情。进入陌生的国度生活之后，为了面对新环境的转变而产生心理上及生理上的转变以适应

环境的过程，称为文化适应(张彤,2019)。Oberg(1960)首次提出文化冲击的概念，指出旅居者

由于对对方社会符号的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另有学者使用文化疲劳一词去定

义这种沮丧和困惑的感觉(孙康,2018)。文化冲击发生在人们进入新文化的时候，因他们失去了

原先所熟悉母国社会的符号或意象，而无法理解新文化的社会价值，此时，沮丧、困惑和焦虑

的感觉会伴随而来，当察觉到新文化的不同时，会有惊讶、焦虑、愤怒、或生病的感觉。文化

冲击的产生原因，源于旅居者进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后，因为不熟悉当地环境、语言及社会

所产生的失落与焦虑的感觉，而个人在面对新环境的转变因而产生心理上及生理上的转变，则

称为文化适应。第一阶段是用来解读旅居者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旅居者的适应来自于他们

在心理上的动态的过程，呈现出压力、适应与成长的阶段，当旅居者面对新环境改变时的压力

与挑战，他们会在过程中重塑自己，内在也会产生改变，而这个内心转化的过程即是适应

(adaptation)。 

Piaget(1976)认为适应指的是个体的认知结构或基础模式因环境限制而主动改变的心理

历程，此历程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调适(accommodation)。Erikson(1968)认为心理适应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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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能力，指个体能调整自己的各项行为反应以因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同时适应也是一种

成熟的象征，指个体能够选择适当的方法以因应环境变化的因应能力，进而能对环境产生健康

的态度。也就是心理适应是个体希望满足自己的需求，与环境产生调和作用的过程，他认为从

心理适应的状况，可分为良好适应与不良适应。良好适应是指个体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需

求，解除紧张的情绪，不良适应是指个体的适应不良或是社会的适应不良，也就是个体的需求

未满足，或是个体所采取的方式是社会不认可的。 

而学习态度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认知、行为、及情感。秦梦群(2017)将学习

态度分为对课业的学习态度与对学习环境的态度两大类型，对课业的态度包括学生所学的动机

与兴趣，对学习环境的态度指周遭环境变数，如老师执教的态度、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影响

学生主观的看法。学生在生理、心理、认知、及情绪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化，青少年时期

的身心状态和成年以后的身心健康有关。青少年正值生理成长、身心变化最急遽的时期，此时

所面临的不仅是体型、外貌、第二性征等生理方面的改变，更表现于认知、情感、情绪、价值

观、社会关系等心理方面的发展。Erikson认为青少年时期正处于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与自我

混淆(Self-confusion)的发展关键，面临自我角色统整的危机，若发展顺利，则自我观念明确，

追寻目标肯定，若发展的不顺利，则失去生活方向，时感彷徨与迷失。 

Martins(2016)把“充分的适应力”作为心理适应的首项标准，可见心理适应是良好的前提

条件。国内外研究表明，心理适应不仅影响学生整体心理素质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还影响其

在学习期间的学业成就(谢安娜,2015)。杜丽君(2016)研究表明，学习态度与心理适应各因子的

关系显著，心理适应性强的学生无论就总体水平，还是具体指标上，其学习态度水平均较好。

刘静(2015)对技校学生焦虑、抑郁、自尊水平与心理适应的研究表明，技校学生的焦虑、抑郁

情绪与学习态度性呈负向影响。王宏江(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适应与其学习态度、正

向情绪存在极其显着的正向影响, 与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黄文锋和徐富

明(2004)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适应与特质焦虑、控制点存在显着负向影响。石常秀(2006)

指出心理适应是影响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的学生，理应更会具有

超高的学习态度，并且建立学习的信心，次序与目标。 

H1：留学生心理适应对学习态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广义的生涯是指个人在一生中与环境交互作用，而随时间产生连贯、统整的成长历程

或改变，不但包含职业生活与发展，也包含其他非职业工作的家庭生活、公民角色、休闲与人

际关系的经验或活动。狭义的生涯是指一个人在其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职业工作或职位的总

称，亦即是个人一系列的职业生活、职业发展的历程，并包含相关的职能训练与教育活动。生

涯规划是综合性，包括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中与工作有关的各种学习或活动经验，每一种

职业都需要适合其工作能力和个性的特殊条件，一个人可能适合多种不同的职业，生涯即是探

索自己在职业上更合适的发展机会，是一个增加选择机会的过程(刘静,2015)。黄英忠(1998)也

指出，现在企业越来越重视生涯的工作，在员工方面，教育水准提高，对工作期望也相对提

升。除了工作丰富化、具有挑战性之外，也期望在工作中有学习新知、成长与升迁的机会。尤

其是在知识爆发的时代里，由于科技快速的进步，行业技术随之变化，新的事业与职务不断产

生，在追求理想、超越目前景况的心态下，就业人口转业次数大量增加(林幸台,1997)。 

生涯规划与学习态度存在正向相关，Rench (2016)在对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学

生的规划成熟水平高，学习动机也高；规划知识得分越高的学生，学习态度也高。L a v a l l e e 

(2019)认为生涯规划水平会提高学习态度。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目标、激发

学习动机以及兴趣，大学生生涯规划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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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导学生确立人生的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将个人的职业理想形象具体化，细化可操作性

的实施步骤，使得学生时代的学习更有自主性、目的性和积极性（赵秀东，2016）。 

H2：留学生学习态度对生涯规划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张彤(2019)在心理适应在生涯规划对主观职业成功的中介效应的影响研究，其中未来时

间洞察力和教练领导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心理适应部分中介了生涯规划对主观职业生涯

成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指导和计划安排的重要因素。刘静(2015)认为心理适应缺失是大学

生生涯规划实现的主要障碍。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其生涯规划能力之间联系密切，二者互为促

进。林玛与杨元果(2014)也认为大学生良好的生涯规划需要依靠自身内在积极的心理活动才能

实现。故，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 

H3：留学生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存在正向显著影响。 

学习态度不同的人，其感知觉、思维和行动的方式都不同。从感觉层面来说，态度感

往往和抑郁、焦虑及无助相联系。多项研究表明，学习态度与心理适应的诸多方面存在相关关

系，态度的高低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心理适应密切相关，并且与大学生进的生涯规划以及进

入社会中的的生活状态、成就业绩也关系紧密。学习态度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的表现，也

可能会对焦虑有所影响。梁宇颂(2004)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心理适应得分呈显着负

相关，学习态度越好，其心理健康适应能力状况越好。王洪礼(2005)研究发现，学习态度与心

理适应、生涯规划水平存在较高相关；具有好的学习态度组学生与低学习态度组学生在人际敏

感因子、抑郁因子上差异显着。 

McVatta(1981)研究指出，积极的学习态度应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积极的参与度及高度

的学习兴趣，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师生互动与教师的教学态度都会影响到学习成

效。张新仁(1982)研究指出，不同学习态度学生在行为上有显著的差异，且学习态度比起学习

方法与学习习惯，更能影响其职业发展规划。Pintrich(1986)研究指出，个体动机较内在导向

者，能运用较多的认知策略与后认知策略，建议教师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可透过不同的中介

变项以促使学生的主动学习。朱敬先(1986)研究指出，积极的学习态度应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积极的参与度及高度的学习兴趣。 

陈雅晴(2008)研究指出，针对某大学EMBA研究生，对其学习态度与生涯规划的关系研

究中，学习态度确有中介效果。赖怡婷(2013)研究指出，针对技术学院美容系学生进行学习动

机、学习态度、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的研究中发现，受测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与生涯规

划有显著地正相关，且学生的学习态度兼具有中介效果。石常秀(2006)指出学习态度影响个体

的学习努力程度、面对挑战性任务的态度、学习的坚持性、学习策略和生涯规划等方面，学习

态度的高低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生涯规划等方面。故，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 

H4：留学生学习态度在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之间存在中介效果。 

 

四、研究方法 

1. 研究框架 

本研究架构是根据研究动机、研究目的与文献综述等设计发展出研究架构，分析在

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适应、学习态度、生涯规划的影响关系。以学习态度为中介变数。因

此，本研究提出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适应、学习态度、生涯规划的理论模型作为本研究之

研究框架，并以该架构进行验证性检验。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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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以在曼谷的中国留学生为主，以全日制授课学校泰国A大学、B大学，C大

学、D 大学、E 大学为为在泰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因此，本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资料收集方面，采用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 SRS)的原则来进行抽样，此抽

样法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而言，每个人被抽中的机率是一样的。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工具为学者曾使用过的量表来编制，采取L ikert五点量表，填答计分方

式依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分数依次为一

至五分，分数越高代表同意程度越高。心理适应量表参考Spahni(2015)，Cronbach’s a值为

0.94。学习态度量表参考林慧玉(2006)，C ronbach’s a值为0.92。生涯规划量表采用赵秀东

(2016)，Cronbach’s a值为0.93。 

4.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1.0统计软体，进行检验。本变异数分析心理适

应、学习态度、生涯规划的相关程度。透过简单回归、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考验研究变量的预测

能力。 

 

五、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针对494份人口统计变量进行叙述分析。本次调查的494名被试中女性较多，

占比为57.7%，但男女比例也接近于1：1。本次调查的年龄方面，21-25岁的居多，为251人，

占比为50.8%。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下)水平的居多，为264人，占比为53.4%；在婚姻

方面，单身的最多，为324人，占比为65.6%。在平均月收入方面，10000元(含以下)的最多，

为259人，占比为52.4%。在来泰国留学时间方面，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居多，为259人，占

比为52.4%。 

2. 相关分析 

由相关分析表1 可以看出，相关分析表可以看出，心理适应、学习态度和生涯规划

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心理适应与学习态度和生涯规划之间分别呈正相关(rs  =  0 .85 -0 .87 ,p < 

0.001)。学习态度与生涯规划之间呈正相关(r = 0.84,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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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相关分析 

 心理适应 学习态度 生涯规划 

心理适应 -   

学习态度 0.85*** -  

生涯规划 0.87*** 0.84*** -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p 表示 p<0.05 

 

3. H1-H3 假设回归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和来泰国的留学时间等人口

学变量后，方程M1中DW=1.95，其中方差分析结果F=193.00，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

归分析。VIF=1.07<10，说明本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心理适应对学生的学习态

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5，t=34.98，p<0.001)即假设H1得到证实。方程M2中DW=2.05，

其中方差分析结果F=172.58，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归分析。VIF=1.08<10，说明本回

归分析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学习态度对高中生的生涯规划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84，t=33.04，p<0.001)，即假设H2得到证实。方程M3中DW=2.02，其中方差分析结果

F=218.83，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归分析。VIF=1.08<10，说明本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

的共线性问题。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7，t=37.70，p<0.001)。 

 

表2: H1-H3回归摘要表 

 学习态度 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Molde1 Molde2 Molde3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4 1.57 -0.04 -1.53 -0.02 -0.84 

年龄 -0.03 -1.06 0.06 2.21* 0.03 1.37 

教育程度 0.00 0.09 -0.02 -0.57 0.02 0.65 

婚姻状况 0.05 2.20* -0.02 -0.75 0.02 0.95 

月收入 -0.04 -1.43 -0.03 -0.96 -0.04 -1.57 

来泰时间 -0.05 2.18* 0.06 2.41* -0.01 -0.21 

心理适应 0.85 34.98*   0.87 37.70* 

学习态度   0.84 33.40*   

R2 0.74 0.71 0.76 

调整 R2 0.73 0.71 0.76 

F 193.00*** 172.58*** 218.83***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p 表示 p<0.05 

 

4. 资料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和来泰国的留学时间等人口

学变量后，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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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介效应回归表 

 生涯规划 学习态度 生涯规划 

 Molde1 Molde2 Molde3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2  -0.84  0.04  1.57  -0.03  -1.57  

年龄 0.03  1.37  -0.03  -1.06  0.04  1.93  

教育程度 0.02  0.65  0.00  0.09  0.02  0.67  

婚姻状况 0.02  0.95  0.05  2.20*  0.00  0.10  

月收入 -0.04  -1.57  -0.04  -1.43  -0.02  -1.10  

来泰时间 -0.01  -0.21  -0.05  -2.18*  0.02  0.69  

心理适应 0.87  37.70* 0.85  34.98*  0.56  13.96* 

学习态度     0.37  9.26** 

R2 0.76 0.71 0.80 

调整 R2 0.76 0.71 0.79 

F 218.83*** 172.58*** 235.55***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p 表示 p<0.05 

 

方程M1中DW=2.02，其中方差分析结果F=218.83，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

归分析。VIF=1.08<10，说明本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 .87，t= 37 .70，p< 0.001)。方程M 2中D W = 1.95，其中方差分析结果

F=193.00，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归分析。VIF=1.07<10，说明本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

的共线性问题。心理适应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5，t=34.98，p<0.001)。

方程M3中DW=2.08，其中方差分析结果F=235.55，p<0.001，说明结果适合进行回归分析。其

中心理适应的VIF=3.78<10，说明本回归分析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6，t=13.96，p<0.001)；其中学习态度的VIF=3.78<10，说明本回归

分析不存在显著的共线性问题。学习态度对生涯规划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t=9.26，

p<0.001)。综上所述，结合温忠霖等人的中介分析的三步骤可以得出学习态度在心理适应与生

涯规划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由于第三步中心理适应对生涯规划仍然显著，因此，本中介

效应是不完全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量为0.32。 

 

六、总结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本次调查的494名被试中女性较多，占比为57.7%，但男女比

例也接近于1:1。本次调查的年龄方面，21-25岁的居多，为251人，占比为50.8%。在教育程度

方面，本科(及以下)水平的居多，为264人，占比为53.4%；在婚姻方面，单身的最多，为324

人，占比为65.6%。在平均月收入方面，10000元(含以下)的最多，为259人，占比为52.4%。在

来泰国留学时间方面，以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居多，为259人，占比为52.4%。心理适应、学

习态度和生涯规划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即本次调查的被试心理适应、学习态度和生涯规划的

能力较强，特别是生涯规划以达到接近高等水平。 

本研究验证了三个回归方程，首先可以发现心理适应可以显著的预测生涯规划，即

心理适应越强，越能适应学习环境，增强学习能力，越能对未来有个明确的规划，那么其生涯

规划也就越好。其次，心理适应也能显著的预测学习态度。这说明心理适应越强，对待学习中

的困难与挫折越有能力进行对抗，越能战胜困难和挫折，那么其在学习上就会越挫越勇，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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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态度也就越积极。学习态度也能预测个体的生涯规划。学习态度越积极，在学习上的动机也

就越强，该生在学习上的表现也就越积极，越有助于该生提前规划职业生涯。这也符合我们日

常所说的态度决定一切。 

为了进一步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学习态度在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在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之间存在显著的

中介效应。这说明心理适应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学生的生涯规划，还可以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态

度，进而影响学生的生涯规划。即学习态度中介了心理适应与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心理适应

较强的个体，是因为其本身心理素质较强，对待环境等适应性问题较为突出，能认识到学习的

重要性，能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因此在学习上也比较重视，能够认真的

完成学习任务，也能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在学习上保持适度的动机，因此，在学习上具备较高

的生涯规划。这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也相吻合，即心理适应较好的人，其对职业规划也较为重

视，职业规划能力也就越强。对待工作和学习的态度也越积极。 

2. 研究限制及未来研究方向 

在研究过程中，因多方面的限制，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希望在之后进行更多系

列相关的研究能使成果更加丰满。 

一、研究样本代表性有限，本研究仅从在曼谷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象没

有涉及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有待提高。 

二、研究样本的取样方式存有一定缺陷。受研究资源的局限，本研究主要采取简单

随机抽样的方式，也使得样本代表性受到一定影响。 

三、研究量表中可能会出现的赞许效应，对结果的影响。 

四、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收集相应数据资料，缺乏定性研究

方法，今后可以采用问卷和访谈法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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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作为潜在创业者，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其自我效能感不足是关键。本文基于

自我效能感理论，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从大学生先前经验、创

业学习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三个方面对全国部分高校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大

学生先前经验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创业学习在大学生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

到完全中介作用，大学生的先前经验要通过创业学习的吸收和转化以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高

校在开展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关键词：先前经验；创业学习；自我效能感。 

 
ABSTRACT 

As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 failure rate in their business startup 
practice due to the lack of self-efficac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efficacy. We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analyze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tudents’ previous experienc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previous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elf-efficacy,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has a complete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college 
students'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students' previous experience can 
be enhanc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through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We conclude 
that colleg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hanc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f students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education. 

Keywords: Previous experienc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Self-efficacy 

 

引言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潮下，政府鼓励大学生创业，高校也在积极引导教育大学生

创业，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各项政策逐步完善，但高校毕业生中投身创业的大学生比例相对较

低，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近三年数据显示大学生创业失败率高达90%，对创业失败

的恐惧导致创业者创业信心不足即创业自我效能感欠缺，大学生作为创业经验十分欠缺、创业

资本严重不足的群体，加之就业形势严峻，其创业自我效能感亟需提升。回顾以往创业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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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一些个人特质方面，以及一些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例如年

龄、性别、学历、社会网络等（Wang和Wong，2004）。德鲁克Drucker（1985）所提出创业

可教论：创业神秘吗？它不是魔术，也并不神秘，它与天赋无关，如同其他学科，创业是可以

学习的。大学生作为潜在创业群体，近年备受学界关注，跟一般创业者有着很多区别，诸如创

业知识匮乏、创业经验欠缺等，尽管如此，大学生群体中仍不乏有创业或者创业实习实践经历

的群体，学习理论视角的创业经验研究认为，创业者可以从先前的经历中学习到知识和技能，

在创业学习下知识的迁移和内化能否提升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却鲜有研究。

现有研究针对一般创业者探究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先前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

一般创业者的工作经验和行业经验，大学生创业者跟一般创业者有很多区别，他们的实习实践

等先前经验作为个人经历的宝贵资源，对个体的后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学界对先前经验到

的知识迁移和内化成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内在机理少有研究；计划学习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

创业者后续创业行为和创业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大学生正值学习知识的黄金年龄，其先前经

验是否能促进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有待验证，且有必要对其先前经验、创业学习和创业自我

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本研究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的研究视角，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为

主线，探讨大学生先前经验及创业学习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期丰富自我效能感理论，

同时为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培育和提升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大学生先前经验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

“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Bandura，1997)；自我效

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近年来该概念被引入创业研

究领域。创业自我效能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构念，是指个体对自身“动机能力、资源识别及可控

行为”的认知评估，并通过自我认知评估对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创业者通过积累过去经验，

获得复杂的认知、社会、语言或心理方面的技能，逐渐培养了自我效能（Gistme，1987）。杨

学儒（2018）、张秀娥（2017）、祁伟宏（2017）、周必彧（2016）、池仁勇（2016）等通过

实证研究验证了先前经验和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易朝辉等（2018）通过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创

业者的研究发现，拥有多创业经历的创业者通过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可以不断提升自我效能

感，从而有助于促使其开展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

过其经验的累积获到提升，进而提升后续创业活动的水平（张秀娥等，2017）。创业者经验可

以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影响。创业者可以利用先前经验获取

更多信息和知识，增强创业自我效能，使其能更有效地开展后续创业活动（祁伟宏等，2017）。

针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种能促使大学生付诸创业实际行动的一种内在信心

和信念，它还会通过大学生个体综合能力的增强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善而提升。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大学生先前经验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 

1.2 大学生先前经验与创业学习的关系 
创业是人和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创业过程是动态变化的过程，经验是个体曾

经经历过的事件,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Cantor等,2005)。Politis（2005）认为创业

学习对相关经验进行不断总结，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我的过程。创业者经验是创业学习的重

要源泉，经验丰富的创业者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内在价值，将外在的经验

内化为知识，有效地促进了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能够给创业者带来独特的知识,

如隐性知识(Rerup,2005)､创业知识(Politis,2005),并且导致创业者的认知特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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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2004)。近年来，基于学习视角的创业者经验研究关注了创业经验如何促进经验学习并

推动知识创造,从而对个体认知产生影响(汤淑琴,蔡莉,陈彪,2014)。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大学生先前经验正向影响创业学习。 

1.3 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创业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单标安、蔡莉等（2014）基于大量文献梳理，发

现现有创业学习研究中主要有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流派，而 为经典的、也是

目前关注得 多的是经验学习观，经验学习观认为创业者通过转化已有经验来获得创业知识，

如学者Minniti和Bygrave、Politis、Petkova等都强调创业知识源于经验，Minniti和Bygrave

（2001）研究认为创业者不仅要为了总结成功的经验而进行学习，而且还必须从失败中吸取教

训，并且把创业学习定义为能够增强创业者自信心并扩充其知识集合的行为过程。Politis

（2005）基于前人对创业学习的研究，对创业者经验和创业先前知识两者之间进行了区分。 

Politis的创业学习模型认为通过以下两种学习方式可以把先前经验直接转化为

创业知识，首先是探索式，其次是应用式；先前经验涉及到很多内容，行业经验、管理经验以

及创业经验都属于先前经验的范畴。在探索式学习过程中，创业者对于未来事件和结果发生的

可能性进行预测，在生产以及经营过程中使用新工艺和新技术，并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以及新服

务。应用型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实践增加自己稳定经验的过程。班杜拉（Bandura，

1977）等学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的实际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就是替代经验，即替代性经验也会影响其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学者们的大量研究

也验证了创业学习是创业者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祁伟宏，张秀

娥等，2017）。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创业学习在大学生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理论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图1 大学生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关系的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问卷调查是一种基于某一特定样本进行信息搜集的

方法，研究者希望以此为基础得出关于样本总体的定量化描述。本文的样本来源于中国大部分

本科院校的学生，当前创业教育在中国高校日趋完善，且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诸如“创青

春”、“互联网+”等创业大赛活动当中。本文借助问卷星平台，不限区域向全国本科生发放问

卷，共收到426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27名，女性299名。 

2.1 问卷设计 
问卷包括大学生先前经验、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感三个部分。其中，个人

信息部分包括性别、所在年级两个题项，性别选项中。除个人信息之外，其他问项均使用5点

李克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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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及效度，本文使用的量表都来自权威期刊，并结合具体的

研究情境和大学生特质进行修改，并分别请两位专家进行论证修改， 后形成问卷的主体部

分。大学生先前经验的量表来自杨学儒等（2018）的研究，并根据问卷情境和大学生特质进行

了修改，包括“以前参加过一些诸如创业大赛之类的活动”、以前有过一定的就业创业实习或工

作经历”等3个测量题项。创业学习的量表来自Politis(2005)和 Hamilton(2011)及的研究，结合具

体研究对象和问卷情境进行了修改，包括“喜欢通过组织或团体成员的支持和互动促进学习”、

“能够实现知识转移，较好的学以致用我会关注赴新加坡旅游”等3个测量题。创业自我效能感

的量表来自Forbes(2005)和尹苗苗等（2019）的研究，并根据问卷情境进行了修改，具体包括

“能够很好的掌控自己的情绪，不易焦虑或激动”、“在不同环境下，与不同人交流时，能很好

适应”等3个测量题项。 

2.2 样本特征 
 

表1: 问卷的构面、问项及其来源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7 29.81% 

女 299 70.19% 

 
 

年级 

大一 8 1.88% 

大二 120 28.17% 

大三 169 39.67% 

大四 65 15.26% 

已毕业 64 15.02% 

 

3. 数据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对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主要利用Cronbach'sα系数判断量表整体可靠性，分析

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信度分析结果 

构面 问项 平均值（标准差） CITC 删除该项后的 α系数 Cronbach’α 

大学生先前经

验 

JY1 2.70       (1.405) 0.611 0.815 

0.835 JY2 2.83           (1.319） 0.897 0.798 

JY3 2.67           (1.252） 0.671 0.893 

创业学习 

XX1 3.55           (1.057) 0.649 0.880 

0.898 XX2 3.39           (1.164) 0.609 0.882 

XX3 3.31           (1.004) 0.664 0.876 

创业自我效能 

XN1 3.25           (1.077) 0.695 0.886 

0.857 XN2 3.51           (1.087) 0.698 0.788 

XN3 3.36           (1.084) 0.667 0.881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36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每一个题项的CITC均在0.609-0.897之间，CITC值均大

于0.6，三个构面Cronbach’α均在0.8以上，大于0.7的限制性水平，这表明量表有比较好的信

度。 

量表的效度主要从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本文的量表来自于

权威期刊，并且经过管理学领域专家讨论 终确定，量表具有较好内容效度。采用探索性因子

分析检验量表结构效度，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以方差 大正交旋转获取因子载荷，以特

征根大于1为因子提取原则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49，大于0.7的限制性水

平，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0.001，表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

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0.6，不存在交叉载荷大于0.4的题项，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累积解

释方差达69.153%，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适合用于研究。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特征根 

大学生先前经验 

x1 0.861 

1.693 x2 0.722 

x3 0.808 

创业学习 

xx1 0.751 

3.824 xx2 0.835 

xx3 0.780 

创业自我效能感 

xn1 0.844 

1.707 xn2 0.739 

xn3 0.641 

 

3.2 回归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软件包24.0来检验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数据分析结果如表4、表5、表6所示。 

主效应检验 

首先进行主效应的假设检验，检验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性别、年级设置为控制变量，大学生先前经验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通过回归分析，构建了3个模型，模型2显示β=0.223，p<0.001，即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

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分析见表4，主效应假设H1大学生先前经验正向影响创业

自我效能得到验证。 

 
 
 
 
 
 
 
 
 

 



  PIM 10th National and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0 
July 17th, 2020 

1362 

表4: 主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常量) 3.769 3.214 

性别 -0.115** -0.077 

年级 -0.006 -0.034 

大学生先前经验  0.223*** 

R 方 0.013 0.06 

调整后 R 方 0.008 0.054 

F 变化量 2.799* 9.04*** 

注：N=426；***p<0.01，**p<0.05，*p<0.1 

 

（2）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的验证一般采用经典三步法，首先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

关系，第二步验证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均纳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回归分析中，验证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将前后的参数值进行比较，看中介变量是部分中介

还是完全中介（于晓宇等，2019）；下面就按照上述步骤进行检验。在进行主效应检验时已经

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显著相关，接着验证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表 5 所示），

大学生先前经验正向影响创业学习（β=0.272，p=0.000），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5: 中介变量检验结果（第二步） 

 因变量：创业学习 

解释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常量) 3.438 2.746 

性别 -.055 -0.077 

年级 0.060 -0.034 

大学生先前经验  0.272*** 

R 方 0.013 0.06 

调整后 R 方 0.008 0.054 

F 变化量 1.510* 11.818*** 

注：N=426；***p<0.01，**p<0.05，*p<0.1 

 

第三步把中介变量纳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如表6所示，比较

模型6和模型7，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β值从0.223变成0.038，在创业学习的中

介作用下，显著性从p=0.000（非常显著）变为p=0.303（不显著），所以创业学习在大学生创

业学习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了作用，且这个作用是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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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介效应检验结果（第三步） 

因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 

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常量) 3.769 3.214 1.391 

性别 -0.115** -0.077 -0.071** 

年级 -0.006 -0.034 -0.051 

大学生先前经验  0.223*** 0.038 

创业学习   0.679*** 

R 方 0.013 0.06 0.485 

调整后 R 方 0.008 0.054 0.481 

F 变化量 2.799* 9.04*** 99.309*** 

注：N=426；***p<0.01，**p<0.05，*p<0.1 

 

基于前文实证研究结果，创业学习在大学生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之

前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修正后的模型图如下：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果 

本研究构建了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机制模型，考虑了潜在创

业者大学生创业群体的独特性，基于创业领域研究中的成熟量表，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和实践

情境，设计了信度和效度均较好的问卷，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26名中国高校本科生进行了调研

收集数据，运用多层回归分析处理出局，探索了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考

察了创业学习在大学生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作用。得到了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大学生先前经验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创业学习在

大学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与“创业者先前“干中学”所积累的

创业经验促进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学中干”的过程中构建相关知识，从而提高创业自我效能

感”（张秀娥，2017）观点一致。总体来看，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过程需要依赖创业

学习来完成，尽管先前经验可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但须通过创业学习过程把经验

转换为创业知识，从而提高创业自我效能感，总之，大学生进行创业学习是提升其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关键路径。 

4.2 理论贡献及现实意义 
本结论的理论贡献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个方面，第一，以大

学生创业者这一独特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大学生先前经验，揭示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提

升的独特路径。尽管以往研究针对一般性创业者先前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开展了广泛研究，然而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的产生及提升过程具有独特性。第二，以创业学习为中介机制，深入探究

先前经验这一关键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及提升的内在影响路径。以往研究大都关

注了创业学习对创业能力的影响，忽视了创业知识的转化和吸收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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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的情境下，大学生创业自信心的建立和提升也很重要；本研究则对大学生

创业学习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及提升过程中的中介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具有先前经验的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的提升路径，创业学习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高校在开展创业教育的时候，应该帮助具有创业意向学生实践经

验向创业知识的转换，营造良好的创业学习氛围；其次，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实施后续创业行为

的前置变量，创业教育在强调学生创业素质和能力的同时，应该关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培养和提升，通过学校的创业教育、学生的创业学习实现创业知识的转换和吸收。 

4.3 讨论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值得探讨、改进的地方,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

一，样本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时间和费用所限，本研究的调研范围较窄，样本数量较少。主

要以本科生样本为主体进行的问卷调研，虽然考虑到大学生作为潜在创业者主体，但是相对于

中国大部分一般创业者来说，本研究可能代表性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量，可以

将样本扩大到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区域的创业群体,从而增加样本的代表性。其次，只探讨了

创业学习在先前经验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在今后研究中还应该进一步探讨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其他影响因素。第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与绝大多数现有研究一样，由于数据获取

的困难，本研究只是采用了横截面的调研数据，而没有对调研对象进行长时间跟踪，获取动态

的调研数据，因此并不能够对理论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下一步创业行为的前因变量，除了受到先前经验影响

外，受其他因素诸如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影响，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讨论，其次，创业学习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之现今环境和创业情境的不确定性，创业者如何将过去的经验转化为适

应动态变化环境的业务知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值得我们未来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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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中国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学业拖延之间的关系，以抽

样的方式获取河南省驻马店市两所高职院校高职生的数据，共计发出600份问卷，取得568份有

效数据，有效回收率94.7%。对有效问卷采用SPSS22进行相关分析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检

验，研究结果发现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对学业拖延具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高职生  学业挫折容忍力  学业拖延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frustration toleranc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Zhumadian, Henan Province, China. participants were 

568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two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umadian, Henan.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convenient sampl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the tolerance of academic 

frust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Zhumadian City, Henan Provin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Academic Frustration Tolerance’s,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推动国家经济的秘密武器（黄卫平，2013）。在20世纪80年代到 21世纪初

这段时间里，从短期职业大学到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从中专学校到大专学校，从高职学校和

成人高校到本科学校，它们都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探索新的教育类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慧玲

(2013)指出了，现在中国国内高职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是较普通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差，学生

中的学习的层次差距也较大，存在学习习惯不太理想的状况，在高职生中间学业拖延的现象也

是较为严重，学业拖延妨碍学生在自我学习行为中积极主动，学习呈现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

体现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在中国内大力开发职业教育的背景中．研究高职生学业拖延有

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显示，学业拖延和个人心理情况及个人自身所处的环境方面都有关

联，在个人心理内在一面，吴清山和林天佑（2003）认为学业挫折忍受力是指在课业情境中，

个人需求无法获得满足或遭遇困难情境时，能够承受困境打击或忍受需求，以维持正常生活的

能力。学业拖延与自我跛足、任务逃避、完美主义、非理性信念及沮丧皆有正向的联系，与自

我效能、自我控制、自尊纯在负向的联系，此外也与个人内在的动机、目标设定、归因方式有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9%bb%84%e5%8d%ab%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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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王淳，2002； Rothblum&,Solomon  1986）。 

综上所述，本文选用学业挫折容忍力、学业拖延二个变量，进一步分析河南省驻马店

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对学业拖延的内部因素，为中国国内高职生在学业上提供一定的帮

助。 

 

二、研究目的  

1. 探讨河南省驻马店职业院校大专学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学业拖延的现况。 

2. 探讨河南省驻马店职业院校大专学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三、文献综述 

Bandura(1982)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使用在特殊环境下解释动机产生的起因。自我效

能感是每个人在自己结束某种工作下能力的自我评估，评估成效如何，会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

动机。 

3.1 学业挫折容忍力 

1. 定义与内涵 

张春兴（1996）研究指出挫折容忍力是在个体遭遇挫折情境时，纵使因目标追

求的行动受阻，甚至深受威胁，但仍本初衷继续努力。林淑惠、黄韵臻（2011）研究指出挫折

容忍力是指个体遭遇逆境或需求无法满足时，仍能够积极乐观面对，并勇于接受挑战的能力。 

影响学业挫折容忍力的因素依据探讨，学业挫折容忍力并非与生俱来，乃是由

先天因素与后天环境所培养而生，影响学业挫折容忍力的因素，可归类为以下生理条件、环

境、教师风格、家庭因素、生活经验、挫折频率、认知解释( 李海洲、边和平，1 9 9 5 ；吴清

山、林天佑，2003；张振成，2003）。 

综合上述，本研究将学业挫折容忍力定义在学习的空间里能及时的克服障碍，

在面对自己评估较困难的任务时，所引发的挫折时要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使自己能承受

挫折或忍受需求不被满足，同时维持稳定的情绪、对自我的正向认知以及坚持不懈的能力。 

2. 相关文献 

Clifford (1988)研究指出个人欲参与并持续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时，就必须容忍过

程中可能遭遇的失败或错误，这种容忍力会影响个人冒险程度及为失败的反应。应包含情感、

偏好困难，以及行为三个维度。情感是指学生遭受学业挫折后，所产生之情绪或感受，例如难

过、生气、沮丧等；偏好困难是指学生对于较困难或未尝试过的新事物之喜好或乐于挑战的程

度，行为则指的是学生遇到挫折或失败时，所采取的行为是积极或消极的，例如更加努力、坚

持到底、或放弃等。在学业挫折容忍力方面，学业挫折容忍力高者执行任务之前，会有较高的

自信，对于挑战困难跃跃欲试，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就算失败，也会有建设性的挫折反应及作

为(Clifford,1988)。 

3.2 学业拖延 

1. 定义与内涵 

Rothblum and Solomon(1986) 研究说明学习拖延是指存在学业拖延的个体实施学

业拖延的行为是故意的；存在学业拖延的个体明确知晓学业任务是务必完成的；此种延迟会造

成学业拖延者的情绪不适，学业拖延并不是看似可有可无教育现象，它具有情绪、认知、行为

的多维理的构造，表现在学业拖延者出于自身的认知差异降低了对于学业任务的重视程度，看

待该做事务与想做的事情缺乏关键执行能力，因此造成学业拖延者的情绪不适，长期的学业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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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会行成妨碍学生们学习能力提高一道关卡，形成学业绩效低的现象，增强了学生们学业上的

压力而感产生焦虑的情绪。并且跟随学生学习年限的增长，学业拖延的习惯很有可能造成学生

学习心理的障碍，因此影响到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所以，学业拖延不仅关于学习上的方面，

而且对与学生身心健康方面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必须给予实足的关注。 

左艳梅（2010）在研究中将学业拖延定义成为，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业任

务计划实施与执行之间具有差距，学业拖延外在的表现是学习者安排时间不合理，没有利用合

适的时间去完成学业任务的一种非理性行为, 据学业拖延发生的状态，把学业拖延分为长期拖

延与状态拖延两个种类。Schouwenburg(2004)把学业拖延界定为“由于学生不必要的推迟最终

要完成的任务，以至于主观不适感产生的行为”Senecal(2003)认为学业拖延是学习者明明知道

自己应该完成学习任务,但仍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学习任务的行为。赵婉黎（2 0 0 7）把学

业拖延定为学习者明知道任务的迫切程度却延迟完成学业任务时间的非理性行为。冉红

（2010）把学业拖延说明为，学习者清楚自己的学业任务也有想法进行学习，但是是没有在预

定的时间范围中完成学业任务，或者是学习者有意向在预定的时间范围中完成任务，可是在规

定的时间范围中不必要的延迟学业任务，这种推迟会形成学习者情绪上的烦扰。曹果果

（2016）将学业拖延定为学生们在学习的状况内对于学业中的相关任务未能够及时达成的行为

或者是倾向性，详细是指倾向、行为、情绪或认知这四个维度，就学业拖延而言是学习者对于

学习任务的认知与行动呈现不一致的状况，造成情绪上的不适。 

因此，综合上述，本研究根据Rothblum and Solomon(1986) 和上述学者提出的定

义把学业拖延定义为高职生在学习过程中间，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有意的延迟学业学习相关

任务的开始或完成，而学业相关任务可包含准备考试与作业，以及课程所需的事前准备。 

2. 相关文献 

赵婉黎（2007）指出学业拖延有三个行为的特点，是指学习者学习完成效果不

佳、学习者学习计划不足、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延误，学业拖延不只会造成学习者学业成绩较

差，并且引起学习者心理上的自我责怪、事务后的后悔、心中的焦虑等负性心境经历与自我评

价的降低，会引起身体上心理健康的问题。  

刘晓辉（2015）在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概念的关

系研究中有说明当个体对自身能力产生不合理认知时，有时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不足，对

自身能力持怀疑态度，进而对学业问题常产生无能为力之感，引发逃避行为，造成学业拖延行

为的产生；有时候会高估自身的学习能力，而选择远超过于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学习任务，学

习任务不能够顺利得到完成，造成自身信心的丧失，产生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从而引发拖延

行为的产生。有着较高的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对自身的能力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面

对学业困难时，这些学生往往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去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帮助自身完

成学业问题，而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低下的学生，面对困难的学业问题通常采用回避的态度，

造成了学业拖延举止的形成和发展，在结语中表达了高校中大学生们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

显著负相关关系，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学业拖延行为和

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概念均能对学业

拖延行为做出负向的预测。 

以上所言，学业拖延中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延迟、学习者学习计划不足、学习者

学习完成效果不佳是学业拖延的重要因素，也是本研究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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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河南省驻马店市A学院、B学校等二所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

象。本研究依据贾俊平、何晓群与金勇进（2015）的看法，抽样方式包括概率抽样(probability 

sampling)及非概率抽样(non-probability sampling)。由于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

生作为母群体，因此，按李茂能 （2002）的观点，本研究将采用非随机抽样中的方便抽样的

方式进行样本采集。正式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为568份，学校问卷发放数量比例为1:1,问

卷均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与回收。 

4.2 研究工具 

4.2.3 学业挫折容忍力量表 

本研究所选学业挫折容忍容力量表是由林淑美（1989）修订Clifford(1988)

的学业挫折容忍容力量表该量表对于大学生挫折容忍容力上具备良好的信度，总量表的

Cronbach’α值为0.916，分量表Cronbach’α值在0.851~0.880之间，而学业冒险取向、学业情绪感

受、学业行动取向等三个构面的建构效度，合计解释变异量达60.061%，采用五点记分方式：

(1)“非常同意”(2)“同意”(3)“普通”(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此量表由郑丽芬（2019）、魏

芬瑜（2014）、林忠德（2013）等多位学者引用过。由前述研究分析可知，本研究所选修订的

量表可作为衡量其他大学生学业挫折忍容力的适当工具。全量表共计24题，包含学业冒险取向、

学业情绪感受、学业性的取向三个维度,其中第1、5、7、10、11、12、13、15、16、18、21、

24题为反向题。 

4.2.2 学业拖延量表 

本研究采用赵婉黎（2007）编制量表，共19个项目，以重庆、河南、山东

选取六所大学学生为研究象，有效问卷1042份，之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三个因素累

计总解释变异量为55.64%，分别命名为延迟行动、完成不佳、计划不足，信度方面，各维度

与总分间的相关在0.731-0.876之间，重测信度以西南大学音乐系大二学生进行施测，前后间隔

时间为一个半月，样本数为46人，分析结果达到显著，重测信度为.8747，说明该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与效度。量表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分别是(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

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其中第8、13、18、19题为反向题。 

4.4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 SPSS  22.0 版本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五、研究结果 

5.1 描述分析 

5.1.1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现况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和标准差分析河南省驻马店市2所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的

学业挫折容忍力程度现况，得分越高代表学业挫折容忍力越高，得分越低代表学业挫折容忍力

越低。由于学业挫折容忍力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3分。受试者在学业挫折容

忍力量表中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4.1所示。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的项目

均分为3.12分，标准差为0.261，高于于理论中值，这说明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

力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来看，分数最高的是学业情绪感受，项目均分为3.66分，标准

差为0.465，表明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的学业情绪感受值较高，其它维度依

次为学业冒险取向(M =2.90分，SD =0.354)、学业行动取向(M =2.79分，SD =0.411)。如表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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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学业挫折容忍力现况分析摘要表 

构面与整体 题数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学业冒险取向 9 2.90 0.354 

学业情绪感受 6 3.66 0.465 

学业行动取向 8 2.79 0.411 

整体现况 23 3.12 0.261 

 

5.1.2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拖延现况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和标准差分析河南省驻马店市2所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的

学业拖延程度现况，得分越高代表学业拖延程度越高，得分越低代表学业拖延程度越低。由于

学业拖延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3分。受试者在学业拖延量表中得分之描述统

计结果如表4.2所示。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拖延的项目均分为2.76分，标准差为0.580，

低于于理论中值，这说明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拖延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从各维度来看，

分数最高的是完成不佳，项目均分为3.02分，标准差为0.626，表明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

拖延的完成不佳值较高，其它维度依次为延迟行动(M =2.64分，SD =0.853)、计划不足(M 

=2.62分，SD =0.626)。如表5.2所示： 

 

表5.2: 学业拖延现况分析摘要表 

构面与整体 题数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延迟行动 7 2.64 0.853 

完成不佳 7 3.02 0.601 

计划不足 5 2.62 0.626 

整体现况 19 2.76 0.580 

 

5.2 相关分析 

为了解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学业拖延和学业自我效能之间的

相关性，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两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5.3可

知，学业挫折容忍力与学业拖延呈负相关 (r = -.178，p <0.001)，即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越

高，其学业拖延也就越高。如表5.4所示： 

 

表5.3: 学业挫折容忍力、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表 

变项 学业挫折容忍力 学业拖延 

学业挫折容忍力 1  

学业拖延 -.178*** 1 

注：*p＜.05; **p＜.01; ***p＜.001 

                 

5.3 假设结果验证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研究假设总结如下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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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研究假设验证摘要表 

项目 假设内容 验证结果 

H1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学业挫折容

忍力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 

成立 

 

六、研究总结与讨论 

6.1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在学业挫折容忍力与学业拖延的现况分析 

通过研究结果来看：“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程度良好，属于中等偏上的现况”，

无论学业挫折容忍力在学业中呈现的高低，每个学习者都会受到学业挫折容忍力的影响，正如

Clifford (1988)研究中说明的个人欲参与并持续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时，就必须容忍过程中可能

遭遇的失败或错误，这种容忍力会影响个人冒险程度及为失败的反应。学业挫折容忍力高者执

行任务之前，会有较高的自信，对于挑战困难跃跃欲试，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就算失败，也会

有建设性的挫折反应及作为(Clifford, 1984, 1988)。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在学业拖延的现况良好，属于中等偏下的现况。这与赵婉

黎（2007）、贺荣珍（2018）、刘晓辉（2018）等人的观点一致，正如刘晓辉（2018）研究中

有说明当个体对自身能力产生不合理认知时，有时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不足，对自身能力

持怀疑态度，进而对学业问题常产生无能为力之感，引发逃避行为，造成学业拖延行为的产生。 

6.2 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刘慧玲（2013）也指出中国国内高职生文化水平较普通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差，学

习层次差距大，学习习惯不理想的状况。研究者在中国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背景中，研究者在

查阅相关资料时，目前未发现有以高职生做学业挫折容忍力与学业拖延的影响研究，研究者就

提升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学生学习状况与学业拖延这一现象进行探究，以在高职生学业中心理

学业挫折容忍力对于学业拖延行为的影响为研究内容，探讨学业挫折容忍力是否对驻马店市高

职生学业拖延行为有改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河南省驻马店市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对

学业拖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高职生的学业挫折容忍力越高，所造成的学业拖延行为会有所

减弱。此研究结果于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大学生的研究一致，例如，王幼萍（2010）等人发现学

业挫折容忍力对学业拖延具有负向预测效果。由本研究可见，学业挫折容忍力对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高职生会减少学业拖延行为的发生，因此说明，加强高职生学业挫折容忍力对中国河南省

驻马店市高职生的学业拖延行为会有着明显的改善。 

 

七．研究建议 

7.1 实务建议 

1. 给学校的建议。以学业拖延来说，本研究的受试者呈现出，高职生在面对学业

拖延时较大的原因是完成不佳，学生因为学业中学习项目完成不好而造成影响学业的进度，而

影响学业。建议学校注重高职生个人的素质教育，建立相应措施机制，例如，完善的考核评比

制度让每位学生参与到其中去得到锻炼，从而改善完成不佳的现象。 

2. 给学生的建议。以学业挫折容忍力来说，本研究受试者显示学业冒险取向成为

高职生在提升学业挫折容忍力时重要选项，因此建议高职生在面对学业任务时，可以开动脑筋

突破自我提升自在专业的水平，对高职生的职业生涯会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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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 

1. 研究对象方面。本研究仅以河南省驻马店市的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具有限制性，建议在未来的研究者可将研究扩充到河南省其他城市及全省的高职生、其他省市

的高职生与全国范围的高职生，让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与推论性。  

2. 从学术方面。可以增加第三变项来研究三者之间的相关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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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巨大影响，泰中两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泰中双方交流日渐深入。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也日益

增多。笔者在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教育学院教学过程中，发现泰国学生对于汉语疑问语气词的学

习存在着比较大的障碍。因此，本文以泰国正大管理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汉语中最典型

的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为研究内容，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汉语教育专业的16名学

生进行调查统计，总结归纳出泰国学生在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的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

误类型以及习得顺序，并进行偏误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自身的教学经验，尝试探

索有效的汉语疑问语气助词“吗”“呢”“吧”“啊”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疑问语气词        吗、呢、吧、啊          偏误类型       教学建议 

 

绪论 

“语气一般分为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定的语气，

表示说话人的态度。”1由于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一种语言，为了表达说话人对某一行为或事

情的看法和态度，则需要借助语气助词来达到这个目的。语气助词多出现在句子末尾来表达各

种不同的语气，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由于语气助词是虚词，没有实在的意义，学习过程中对

于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学习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准确的辨析类似词语的共性与差

异。泰国的汉语学习热潮空前高涨，无论是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亦或是开设汉语的学校或者

是汉语学习者的人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根据《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

纲》2中对语法的要求是留学生学习并掌握《语法大纲》中规定的语法项目中的95%。其中对

语气词的要求是留学生对基本句式、基本语义以及用法说明做到基本了解。而疑问句是对外汉

语语法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点，由于汉语疑问句句法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使泰国

学生在掌握和应用汉语疑问句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误。很多学生和教师在学习

和讲解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的时候常常采取简化和回避态度，但是因为疑问句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仍然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为此，本文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2年级的16名学生的疑问语气词

“吗”“呢”“吧”“啊”的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研究调查结果。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7 
2 杨寄洲.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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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在表达疑问语气时，经常使用的语气助词ไหม[may14]\ หรือเปล่า[rʉ45-plaaw41]\หรือยงั[rʉ45-

yaŋ21]\หรอ[lə14]。因此，泰国学生在学习中文语气词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但是因为很多教师对于

语气词“吗”“呢”“吧”“啊”本体语义理解模糊，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只是讲解教材中的知识点，没

有在学生学完这些语气词后进行系统的纵向比较，因此导致学生在使用语气词

“吗”“呢”“吧”“啊”时经常出现遗漏、误用和误加的情况。笔者从“吗”“呢”“吧”“啊”均能表示疑

问语气的角度入手，详细比较4者在表示疑问语气时在句中的位置以及句法意义。目的是为了

补充语气词在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中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

析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学生偏误语料,从而探索出一条较为有效的汉语疑问语气词的教

学方法，并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案和策略，为泰国学生在语气词上的学习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二、相关研究成果 

（一）语气词的定义 

1、对于什么是语气词，不同的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马建忠3于1983年首次提出语

气词的概念，王力（1980）4、吕叔湘（1980）5朱德熙（1990）6刘月华（2001）7等学者对语

气词的定义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即：“语助词”、“语气助词”、“语气

词”。 

2、“吗”“呢”“吧”“啊”的功能研究。 

陆俭明（1984）8提出“升调”和“吗”分别承担是非问句的疑问信息；吕叔湘（1980）在

《现代汉语800词》中，将“吗”的用法分为是非疑问句和反问句两种；郭婷婷（2005）9将“吗”

分为：类似否定副词、疑问语气的标志，用于反诘质疑句。郭瑞（2000）10考察了“吗”问句回

答方式和确信度的关系，以及语用音素对“吗”问句确信度和疑问程度的影响。总之，诸多学者

对于“‘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表疑问的语气词”这一观点持赞同的态度。 

吕叔湘（1980）认为“呢”可以用于是非问句以外的问句中，刘月华（2001）将“呢”划

分成三个不同的种类；方梅（1994）11指出“呢”不能用在祈使句的末尾，而应该出现在陈述句

话语中的后续小句中。 

在一般的汉语语法教材中，将“吧”看做是汉语四个“疑问语气词”之一，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就是黄伯荣、廖序东（2012）12编著的《现代汉语》。而胡明扬（1981）和陆俭明（1984）

对此则持反对的态度。本文将“吧”看做是一个疑问语气词。朱德熙（1982）把语气词“吧”分为

“吧1” “吧2” “吧3”。“吧1”是用在是非问句里的“吧”，是语气词，表示“说话的人已经知道是怎么

回事，只是还不能确定，提问题是为了让对方证实”。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之

后的“吧”是“吧2”，朱德熙认为，“这类句子实质上是祈使句”，只是句子头上省去了“你说”一类

的话，句末的“吧”表祈使，不是疑问，是“吧2” 

 
3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吕叔湘. 现代汉语 800 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中国语文，1984,1（06）：330-337 
9 郭婷婷.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D].武汉大学，2005:16-18 
10 郭锐.“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回答方式[J]世界汉语教学，2000，（02） 
11 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J].中国语文，1994，（02）：129-138 
1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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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1979）13列举了语气词“啊”的十种意义和用法；刘月华（2001）指出“啊”用于

是非问句，表示说话者对某一事实有怀疑，甚至有些出乎意料，因而要求对方证实；用于特指

疑问句、选择疑问句或反问句，句末语调高扬，这样用的“啊”也使句子的语气变得缓和些;吕

叔湘（1999）则指出，在特指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中，用不用语气词“啊”都可以，用了“啊”语

气缓和些；而如果“啊”用在陈述句形式的问句中，其提问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证实，句末一般要

用语气词“啊”。 

 

（二）“吗”“呢”“吧”“啊”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 

Bourgerie（1996）14针对“啊、呀、吧、吗、呢”习得进行研究，并指出只有通过具体的

口语会话对语气词的习得才有一定的帮助，而课堂对于语气词的学习提高意义不大。沈学牧

（2004）15就韩国学生的“吗”“呢”“吧”“啊”的习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找出其影响因素并制定

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徐丽华（2002）通过对六个汉语语气词的问卷调查和语料收集，归纳出了

留学生在语气词习得过程中的四种偏误类型，即误用偏误，多余偏误，遗漏偏误和错位偏误；

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偏误的成因。陈叶（2013）16就日本留学生的语气词的习得情况进行调查，

并把日本学生的偏误类型概括为“误代、误加、遗漏”三种类型。秦明格（2018）17以韩国学生

为研究对象，通过检索语料库，对于学生的偏误进行分析概括，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教学策略。

第一，分级教学，即按照韩国学生的水平层次，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第二就是对比中韩语气

词并找出两者的异同点；第三通过归纳和大量的练习，帮助学生巩固语气词的语法点，将中韩

民众说话时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本文的研究范围只局限在“吗”“呢”“吧”“啊”语气词在构成疑问句时的

应用上，在对其本体情况和汉语教学中的情况进行概述分析以后，对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

业二年级的1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这些学生均以泰语为母语，并已经通过了HSK三级水平测

试，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在学习“吗”“呢”“吧”“啊”表达疑问语气时的偏误类型，并对收集到的偏

误情况进行分类描写和统计分析。 

（二）研究方法：文献检索法、问卷调查法、归纳法、对比分析法。 

 

四、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的句法位置和语法意义 

“吗”在《现代汉语词典》18中的释义为：1、用在句末表示疑问。你去吃饭吗？明天下

雨吗？2、用在句末表示反问。他还像个人吗？这不是欺负人吗？3、用在句中，表停顿。这件

衣服吗，其实也可以不用买。人吗，能快乐一天就快乐一天。 

（一）疑问语气词“吗”的句法位置 

语气词“吗”在是非疑问句中，位于句子的末尾，表达疑问语气。 

 
13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4 Bourgerie,D.S.(1996) Acquisition of Modal Particles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M]，In 

S.McGinnis.(Ed.),Chinese Pedagogy : An Emerging Field, 107-134,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15 沈学牧.对韩国留学生典型语气词“吗、呢”习得过程研究 [J].北京语言大学，2004. 
16 陈叶.高级水平日本留学生汉语语气助词“吧、呢、吗”的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07:11-15 
17 秦明格.对韩国学生语气词“吗”的教学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8.5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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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吗”用于表肯定的是非疑问句中： 

大卫，你想学汉语吗？  你想去中国留学吗？ 

2. “吗”用于表否定的是非疑问句中： 

 这本书不是你的吗？  你不是在正大管理学院学汉语吗？ 

（二）疑问语气词“吗”的语法意义 

“吗”用于是非疑问句中表疑问，形式有两种，即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和否定形

式的是非疑问句。在陈述句的末尾加上语气词“吗”即可构成是非疑问句，用来提出疑问，并

要求对方做出肯定（是）或否定（非）的回答19。 

1. “吗”用于表肯定的是非疑问句中例如： 

1) 小姐，我是今年刚被录取的大学生，那么我可以享受苹果的的教育优惠吗？ 

 去掉“吗” 

2) 小姐，我是今年刚被录取的大学生，那么我可以享受苹果的的教育优惠？ 

 通过上面的例子对比发现，去掉“吗”后句子依然成立，但是其表达的疑问

语气却发生了些微的变化。例句 1 中，说话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享受教育优惠，因此在句尾

加上“吗”来表示说话人没有特定的答案，是带有直接性的疑问来提问的，迫切希望得到对方

的肯定回答；例句 2中，去掉“吗”后，表示说话人在提问时内心有预设性的答案，认为对方

会给与肯定的回答，说话人只是为了求证其内心答案而提问。 

2. “吗”用于否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 

 例句： 

3) 你没看过《红楼梦》吗？  

 去掉“吗” 

4) 你没看过《红楼梦》？ 

通过比较否定式是非问句中是否含“吗”我们发现，含“吗”的否定式是非

疑问句通常表示说话人内心已经有了预设答案，并且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如例句3中的

说话人希望对方看过《红楼梦》；在去掉“吗”后，与肯定式是非问句相同，不会影响句子的

独立性，但会令句子的含义表达的更加直接强烈 

（三）疑问语气词“呢”的句法位置 

“呢”在《现代汉语词典》20中的释义为：1.用在疑问句（特指疑问句、选择

疑问句、正反问句）的末尾，表示疑问语气。例如：这本书是谁的呢？你吃山竹，还是榴莲呢？

你们的作业多不多呢？2.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对方信服（多含夸张的语气）。

例如：分真高呢。路上特别堵车呢。3.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如：他

在学汉语呢。我不想吃饭呢。4.用在句中表停顿（多为对举）。努力呢，就有好成绩；不努力

呢，就没有好成绩。 

“呢”用在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的句尾。 

例如： 

5) 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6) 我是去公司工作呢？还是去中国留学呢？ 

7) 下雨了，你去不去学校上课呢？ 

 
19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90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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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疑问语气词“呢”的语法意义 

“呢”用在特指疑问句中：特指疑问句是指说话人提问时用疑问代词代替未知

部分，答复人回答时针对所提出的疑问点来回答。特指疑问句的标志词有“谁”，“什么”，

“哪”等，疑问代词负有疑问信息，“呢”本身不具有疑问信息，如果疑问代词同语气词

“呢”同时存在，“呢”的作用是缓和句子语气。如例句5：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如果去掉

“呢”，不影响句子的独立性。例句5还是对回家的时间进行提问，只不过语气过于强烈，在

句尾增加“呢”可以让句子的语气更加的委婉含蓄，使得发问者的提问更加的有礼貌。 

 “呢”用在选择疑问句中：选择疑问句是指提问时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

项，让对方作答，选项通常用用“是---还是---”连接。“呢”有时候用在每一个分句的句尾，

有时候用在最后一个分句的句尾，用于后者时可以省略。如例句6。如果去掉例句中的“呢”，

即，我是去公司工作？还是去中国留学？，并不影响句子的独立性，“呢”在句中只起缓和语

气的作用。 

“呢”用在正反疑问句中：正反疑问句是指问句中谓语采用“肯定形式+否定

形式”的结构，如例句7）。发问者希望对方做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呢”在句中同

样起缓和语气的作用。 

（五）疑问语气词“吧”的句法位置 

“吧”在《现代汉语词典》21中的释义为：1、用在祈使句的末尾，使语气变

得较为舒缓。例如：咱们走吧。帮帮他吧。2、用在陈述句的末尾，使语气变得不十分确定。

例如：他是上海人吧。你明天能见到他吧。3、用在疑问句末尾，使原来的提问带有揣测，估

计的意味。例如：这座楼是新盖的吧？您就是李师傅吧？4、在句中表示停顿，带假设的语气

（常常对举，有两难的意味）：走吧，不好；不走吧，也不好。 

1. 疑问语气词“吧”位于是非疑问句的末尾。如：大卫明天不去学校吧？ 

2. 疑问语气词“吧”用在特指问句、选择疑问句、正反疑问句的末尾，例

如：一共多少钱吧？你吃饭还是吃面吧？你去不去吧？ 

（六）疑问语气词“吧”的句法意义 

1. 疑问语气词“吧”位于是非疑问句的末尾，如：大卫明天不去学校吧？去

掉“吧”：大卫明天不去学校？对比可知，带“吧”的是非疑问句旨在对于自己大概了解的但

是不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得到确认。就像上面提到的例子一样，发问者隐隐约约地知道“大卫明

天不去上学”这件事，但是因为不是特别肯定，想再次确认一下消息的可靠性。 

2. 疑问语气词“吧”用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正反疑问句的末尾，对于句

子的独立性并不造成影响，主要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例如： 

一共多少钱吧？ 一共多少钱？ 

你吃饭还是吃面吧？ 你吃饭还是吃面？ 

你去不去吧？ 你去不去？ 

如果没有疑问语气词“吧”，那么例句中不含“吧”的句子语气显得过于

直接、强硬，有强迫，命令的语气包含在里面。 

（七）疑问语气词“啊”的句法位置 

“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1、用在感叹句末，表示增强语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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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多好的天儿啊！他的行为多么高尚啊！2、用在陈述句末尾，使句子带上一层感情色彩：

这话说的是啊！我也没说你全错了啊！3、用在祈使句末尾，使句子带有敦促或提醒的意味：

慢慢儿说，说清楚点儿。你可别告诉小邓啊！4、用在疑问句末尾，使疑问语气舒缓些：他什

么时候来啊？你吃不吃啊？5、用在句中稍作停顿，让人注意下面的话：这些年啊，咱们的日

子越过越好啦。6、用在列举的事项之后：书啊，报啊，杂志啊，摆满了一书架。7、用在重复

的动词前面，表示过程长：乡亲们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1. 疑问语气词“啊”位于是非疑问句的句尾。如：小李今天不去上班啊？ 

2. 疑问语气词“啊”位于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的句尾。

如：一共多少钱啊？你吃饭还是吃面啊？你去不去啊？ 

（八）疑问语气词“啊”的句法意义 

1. 疑问语气词“啊”位于是非疑问句的句尾。是发问者为了验证对方的意

图或已经说过的话。例如：小李今天不去上班啊？表示说话人想要对“小李上不上班”这个不

确定的信息得到确认。 

2. 疑问语气词“啊”位于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的句尾。

语气比较随便，对于句子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主要是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例如： 

一共多少钱啊？ 一共多少钱？ 你吃饭还是吃面啊？  
 你吃饭还是吃面？ 你去不去啊？ 你去不去？ 

 

五、问卷调查及结果 

（一）调查目的和对象 

作为一名在泰国的汉语教师，对于泰国的“汉语热”体会尤为真切。越来越多的学校

开设汉语课程，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修汉语。虽然学生对于汉语学习非常的感兴趣，但是由

于缺少语言环境，缺乏对汉语“吗、呢、吧、啊”语气词的横向比较,特别是四者都能表达疑

问语气时，学生出现了较多的偏误。本研究的一个目的是了解泰国学生“吗、呢、吧、啊”的

习得顺序；另一方面希望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以便提升学生学习语气词的兴趣，提高泰

国的汉语学习水平，为对外汉语国别化的语气词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的调查对象是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二年级的16名学生。学生全都通过了

HSK3级的水平测试。笔者针对这1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一二年级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均

已经学习过了“吗、呢、吧、啊”的用法。 

（二）问卷调查的设计 

1. 问卷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共有13道选择题，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分别为“吗、呢、吧、啊”，以此来

测试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对于语气词“吗、呢、吧、啊”的了解和熟悉

程度。问卷所采用的13道题目涵盖了本人在前文所归纳出的“吗、呢、吧、啊”的所有用法。

每道题均只有一正确答案，每一个语气词的用法都在问卷中随机出现，旨在考察学生对于疑问

语气词的实际掌握情况。 

2. 问卷调查方法：本人在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选取16名已经通过HSK三级考

试的学生进行课上调查的方法。问卷包括13道题目，共发放问卷16份，收回16份，问卷回收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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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调查的结果 

问卷调查的结果如下表: 
 

问卷统计结果 

疑问语气词 句中位置 总人数 正确人数 错误人数 正确率 

吗 肯定形式是非疑问句句尾 16 13 3 81.25% 

否定形式是非疑问句句尾 16 10 6 62.5% 

 

呢 

特指疑问句句尾 16 8 8 50% 

选择疑问句句尾 16 5 11 31.25% 

正反疑问句句尾 16 6 10 37.5% 

 

吧 

是非疑问句句尾 16 6 10 37.5% 

特指疑问句句尾 16 1 15 6.25% 

选择疑问句句尾 16 6 10 37.5% 

正反疑问句句尾 16 3 13 18.75% 

 

 

啊 

是非疑问句句尾 16 1 15 6.25% 

特指疑问句句尾 16 6 10 37.5% 

选择疑问句句尾 16 3 13 18.75% 

正反疑问句句尾 16 3 13 18.75%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泰国学生对于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的习得情

况呈现“吗>呢>吧>啊”的排列顺序，即：疑问语气词“吗”的学习效果最好，依次递减，语

气词“啊”在表示疑问时的用法学生还掌握的不好。 

疑问语气词“吗”在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和否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中的掌握情况最

好，正确率分别达到了81.25%、62.5%。而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的正确率更是比否定形式的

是非疑问句的正确率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学生对于肯定形式+“吗”比否定形式

+“吗”更容易掌握。 

疑问语气词“呢”的使用正确率虽然远低于“吗”，但是跟“吧”和“啊”比较起来，

学生显然是更容易掌握的。而“呢”位于特指疑问句句尾的用法（50%）的掌握高于选择疑问

句（31.25%）和正反疑问句（37.5%）。学生的习得顺序为：特指疑问句句尾>正反疑问句句

尾>选择疑问句句尾。 

疑问语气词“吧”的使用正确率远低于“吗、呢”，其中“吧”位于是非疑问句和选

择疑问句的掌握程度（37.5%）要好于正反疑问句（18.75%）和特指疑问句（6.25%）。 

疑问语气词“啊”的掌握情况跟“吧”的情况刚好相反，学生对于疑问语气词“啊”

在特指疑问句句尾用法的掌握情况最好（37.5%）。然后依次为正反疑问句（18.75%），选择

疑问句（18.75%），对于疑问语气词“啊”位于是非疑问句句尾的使用情况正确率仅为6.25%。

全班只有一个同学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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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的偏误类型及原因分析 

（一）语气词“吗、呢、吧、啊”的偏误类型 

偏误分析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的语言学专家斯蒂芬·皮特·科德（1967）（S.P.Corder）

在《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 Errors》22,（《学习者语言偏误的意义》）一文中首先

提出来的。中国学者鲁健骥（1984）23、徐丽华（2002）24、谢平（2007）25都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详尽的论述。本文采用的就是上述学者的观点，主要的偏误类型有4种：“误用”偏误是指

语气词在使用时其意义用法与其他类型的语气词混淆了，从而导致语气词在句子中出现误用的

现象；“遗漏”偏误是指在该使用语气词的时候没有使用语气词的现象；“误加”偏误是指在

不该使用语气词的时候使用语气词的现象；“错位”偏误是指在句子中语气词使用位置选择错

误的现象。 

 

1.语气词“吗”的偏误类型 

偏误统计 语法点 例句 

总人数 类型 人数 偏误率 

3 误用 2 12.5% 肯定形式的是

非疑问句 

①大卫，你想和我一起去学校吗？ 

遗漏 1 6.25% 

6 误用 4 25% 否定形式的是

非疑问句 

②你不是跟姐姐在 PIM学汉语吗？ 

遗漏 2 12.5%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泰国学生在“吗”的习得过程中，“吗”在否定形式的是非疑

问句中的误用偏误较多。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中的偏误较少，但仍然存在着误用偏误。例句

①考察的是语气词“吗”用于肯定形式的是非疑问句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为12.5%。在是非

疑问句中，句末只能用“吗、吧、啊”或者上升语调来提出疑问，不能用“呢”。此外，在例

句①②中都出现了疑问语气词“吗”遗漏的现象，即在是非疑问句的句尾应该加语气词

“吗”的时候却没有使用。 

 

2. 语气词“呢”的偏误类型 

偏误统计 语法点 例句 

总人数 类型 人数 偏误率 

8 误用 6 37.5% 特指疑问句 

句尾 

③作业还没做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呢？ 误加 2 12.5% 

11 误用 8 50% 选择疑问句句尾 ④我现在是吃苹果呢？还是吃榴莲呢？ 

遗漏 3 18.75% 

11 误用 7 43.75% 正反疑问句句尾 ⑤下雨了，你去不去学校上课呢？ 

误加 4 25% 

 

例句③考察的是语气词“呢”用在特指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学生出现了误用

 
22 Corder.S.P.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67,5(1-4):161-170 
23 鲁健骥.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03）：44-56 
24 徐丽华.外国学生语气助词使用偏误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05） 
25 谢平.以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汉语语气助词的偏误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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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和误加（12.5%）的语法偏误；例句④考察的的是疑问语气词“呢”用在选择疑问

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为50%，遗漏偏误为3%；例句⑤考察的是疑问语气词“呢”用在

正反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为43.75%，误加偏误为25%。 

3. 语气词“吧”的偏误类型 

偏误统计 语法点 例句 

总人数 类型 人数 偏误率 

10 误用 6 37.5% 是非疑问句句尾 ⑥大卫生病了，他明天不去学校上课

吧？ 误加 4 25% 

15 误用 12 75% 特指疑问句句尾 ⑦我买你这么多东西，一共多少钱吧？ 

误加 3 18.75% 

10 误加 3 18.75% 选择疑问句句尾 ⑧快点告诉我，你吃饭还是吃面吧？ 

误用 7 43.75% 

13 误用 10 62.5% 正反疑问句句尾 ⑨不用说了，能不能便宜点吧？ 

遗漏 3 18.75% 

 

例句⑥考察的是语气词“吧”位于是非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为37.5%，误

加偏误为25%；例句⑦考察的是语气词“吧”用于特指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为

75%，误加偏误为18.75%；例句⑧考察的是语气词“吧”用于选择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

加偏误为18.75%,误用偏误为43.75%；例句⑨考察的是语气词呢位于正反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

点，误用偏误达62.5%，遗漏偏误为18.75%。 

 

4. 语气词“啊”的偏误类型 

偏误统计 语法点 例句 

总人数 类型 人数 偏误率 

15 误用 12 75% 是非疑问句的

句尾 

⑩下雨了，你今天不去上班了啊？ 

遗漏 3 18.75% 

10 误用 8 50% 特指疑问句句

尾 

⑪今天的工作做完了，你一共得了多少

钱啊？ 误加 2 12.5% 

13 误用 9 56.25% 选择疑问句句

尾 

⑫你昨天去看电影还是去唱歌了啊？ 

遗漏 4 25% 

13 误用 8 50% 正反疑问句句

尾 

⑬昨天你是不是跟他去看电影了啊？ 

遗漏 5 31.25% 

     

例句⑩考察的是语气词“啊”用在是非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达75%，遗漏

偏误达18.75%；例句⑪考察的是语气词“啊”位于特指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用偏误达

50%，误加偏误为12.5%；例句⑫考察的是语气词“啊”用于选择疑问句句尾这一语法点，误

用偏误为56.25%，遗漏偏误为25%；例句⑬考察的是语气词“啊”用于正反疑问句句尾这一语

法点，误用偏误达50%，遗漏偏误为31.25%。 

综上所述，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学生对于语气词在疑问句末尾的习得顺序

是：吗>呢>吧>啊，而习得偏误的情况是“误用”偏误>“误加”偏误>“遗漏”偏误。学生对

于语气词“吗”在肯定式是非疑问句中的情况最好；对语气词“呢”在特指疑问句句尾的习得

情况最好；语气词“吧”位于是非疑问句句尾的习得情况最好，而用于特指疑问句句尾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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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最多；语气词“啊”位于是非疑问句句尾的习得情况好于特指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正反

疑问句。 

 

（二）语气词“吗、呢、吧、啊”的习得偏误原因 

第二语言习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认知现象，并不是一两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很多因素

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心智因素、语言因素和环境因素三大类26。通过以上

对语气词“吗、呢、吧、啊”在疑问句末尾的习得偏误类型分析，笔者结合语言、环境、心理

三个要素，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分析泰国学生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偏误的主要原因。 

1. 教材方面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专业的学生使用的汉语教材是《成功之路》起步篇教材，

在第一课《我叫大卫》中，出现用“吗”的疑问句，其语言点为“吗”用在一个陈述句的末尾，

可以构成疑问句。以该陈述句的肯定形式或否定形式作为回答。在第10课《苹果多少钱一斤》

中首次出现“呢”的问句，其语言点为：用“呢”的省略句 

有两种用法，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问的是处所。例如：我的书呢？（我的书在

哪儿？）大卫呢？（大卫在哪儿？）；有上下文时，语义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如：你喝什么？

我喝茶。你呢？（你喝什么？）我喝咖啡。由于教材中对于语气词的用法解释的过于简单，并

且没有对“吗、呢、吧、啊”进行一个横向的比较，使得学生对于每一个语气词的用法特点没能

很好的把握。这是造成上述偏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教师方面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的汉语教师在讲解语气词“吗、呢、吧、啊”的过程中，以教材为

本，将教材上的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如果上课的时候没有学生提出相关的疑问，备课的过程中

一般不会涉及。而中国籍教师虽然能够理解语气助词的各种用法，受制于泰语表达的限制，因

此很难将每个语气词之间的细微之处告诉学生。因而，导致学生对于“吗、呢、吧、啊”在疑问

句中的用法掌握的不够熟练，从而造成了上述偏误。 

3. 学生方面 

由于语气词“吗、呢、吧、啊”都属于虚词，跟实词比较起来，其意义更加的抽象、

用法更加的多样，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另外，泰国学生对于轻松幽默的学习内

容和方式最感兴趣，而对于机械枯燥的语法学习抱有抵触情绪。因此，学生在习得“吗、呢、

吧、啊”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多偏误。 

 

七、“吗、呢、吧、啊”的教学策略 

1. 教材方面:目前泰国高校使用的汉语教材多是由中国的专家编撰而成，在知识点的

选择和安排上富有阶梯性和系统性。但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点的解释

过程中往往比较抽象，这就为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 的不便。另外，知识点之间过

于松散，彼此之间很少有关照联系，使得泰国学生在学完一个知识点以后因为缺少必要的后续

联系就生疏，甚至忘掉了。这样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误。因此针对泰国学生的学习特

点，教育工作者在编写过程中要结合泰国学生活泼好动，善于绘画等特点编制相关的教材。语

言点在解释的过程中可以用好玩的图形或表格来阐释。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特别的感

兴趣，乐在其中，学习效率自然就能保证。 

 
26 丰国欣.学科整合与二语认知协同论[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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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方面:除了编制适合泰国学生的汉语教材之外，还应该加强教师对于汉语虚词

的研究学习。不仅是语气助词，还有副词、介词等内容。这样对于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的汉语教

学水平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教师之间还应该互相交流，将自己在教学虚词中遇到的问题

集中起来讨论、研究。找到最适合泰国学生的讲解办法；第三，汉语教师自己还要积极努力地

提升自身的汉语水平。多管齐下，相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越来越成功。 

3. 学生方面: 学生要努力克服缺少语言环境的障碍，积极地阅读汉语书籍，观看中国

的新闻、纪录片和影视作品，并且尽可能多的跟可以接触到的中国朋友聊天。学生自己只有相

当的词汇储备之后，在老师讲解疑问语气词的时候才能够如鱼得水，而不会觉得枯燥乏味。 

 

八、总结 

疑问句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句型。笔者从构成疑问句的疑问语气词“吗、呢、吧、

啊”入手，总结归纳出“吗、呢、吧、啊”的13种句法位置，并对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汉语教育

专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深入分析泰国学生在疑问语气词学习过程中的习得偏误，找出偏误

形成的原因，并针对每种原因，在教材、教师和学生方面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因为时间和笔

者学识的限制，本文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希望能为泰国师生汉语疑问词的学习提供必要的帮助。

希望大家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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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泰两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发展,泰国汉语教育越来越普遍。现

在部分盲人学校也开设了汉语课。这样的学校虽然不多，但开设汉语课让盲人学生学习汉语，

无论是对他们自身以后的就业发展还是对泰国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研究主要以泰国清迈盲文学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泰国几所盲人学校访谈的经历，

从泰国清迈盲文学校的学生情况、教师情况、所用汉语盲文教材情况、课堂活动情况及汉语盲

文课程设计情况等方面展开调查和研究。本论文除了对泰国清迈盲文学校的汉语现状进行研究

以外，还针对在汉语盲文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思考及建议。希望该研究成果能有助于泰

国清迈盲文学校及泰国几所盲人学校汉语教学的发展，并最终有助于对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 

关键词：盲人学校，汉语教学，汉语盲文教材          

 

引言  

1. 选题缘由 

一般人们认为失去视力一种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疾病。无法通过眼睛看到这个世

界，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众人皆把盲人视为需要被特殊照顾的群体，往往对他们投以怜悯和

同情。但是，事实上，尽管他们眼盲，对于学习语言，他们表现出优于一般人的敏感性且善于

表达。许多泰国盲人认为现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发展，各国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们也希望能够

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高，汉语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在泰国汉语教学越来越流行，泰国政

府也在鼓励泰国学生从小就学汉语，汉语作为泰国人不可缺少的第二语言。虽然目前在泰国的

汉语盲文的资料书文还没有，但作者所接触的大部分盲人表示希望今后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学习

汉语。 

2. 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汉语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也日

益凸显，成为一门重要的语言。泰国中小学，甚至大学以及幼儿园都陆续开设了汉语课程，汉

语教学日益成为泰国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盲人学生这一群体也应该有学习汉语的机

会。在全泰国总共有14所盲校，这样的学校虽然不多，但让他们学习汉语，无论是对他们自身

以后的就业发展还是对泰国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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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泰国清迈盲文学校作为研究对象。 

清迈盲文学校创办于1960年，位于清迈市区内。学校目前开设了针对幼儿园到高三

阶段的教学。 

本研究从教学情况、教师情况以及学生情况等方面综合观察清迈盲文学校的教学，

并对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作为泰国人，作者具有一定的调查优势，可利用自

己语言等条件上的便利对学校的情况进行观察以及和学生、教师等进行沟通。 

3. 研究方法 

3.1 访谈法 

由于全泰国的盲人对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是很多，因此采用访谈法。事先确定访

谈的内容和访谈提纲，通过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更深层次地了解泰国几所盲人学校中汉语

盲文教学的相关方面。另外，虽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泰国清迈盲人学校，但有机会在泰国呵叻

盲人学校举办了泰国第一届盲人汉语盲文教学培训。在培训期间就今后汉语盲文教学方面的问

题访谈了几位老师和几位盲人学生。根据研究的需要重点去观察在清迈盲人学校的汉语课堂以

及在泰国呵叻盲人学校举办的泰国第一届盲人汉语盲文教学培训。通过课堂观察，能够对泰国

盲人汉语盲文教学有更感性更直观地认识。 

3.2 文献研究 

关于盲人学生的汉语教学，部分学者做过相关研究，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学习汉

语和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学习方法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具体的例子如下： 

崔栾和莘乃珍在2005年主编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盲人学校实验教科书》这本

书是提供给一年级的盲生上语文课。书中提到，基础学习汉语点字，让新生开始接触汉语的文

字和课文。 

ศิริพร วงศ์รุจิไพโรจน์.2007年 在 《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ในการผลิต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สำหรับ

เด็กท่ีมีความบกพร่อ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ห็น》中提到，该怎么提供给那些盲人孩子们使用计算机来学习的规

划。在泰国各个地方都没有提供给盲生学习汉语的盲文，但泰国盲生们对汉语学习有一定的兴

趣，希望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有些研究也缺乏实际调查，要想得到真实的结果，就必须

亲自到相关学校实习、调查、访谈及听课。通过查阅国内外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在清迈给盲生上

汉语课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研究泰国清迈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成果一定会很有意义，

对泰国清迈盲人学生也有一定的帮助。本研究重点对泰国清迈盲人学校的汉语教学情况、教师

情况及学生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见解。 

3.3 实习调查 

在清迈盲人学校实习期间，学校开设针对盲人的汉语教学，课程开设在周一、

三、五的17：30到19：00。学生的情况如下： 

1）一位低视力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初三学生 。 

2）两位全盲的学生住在学校在普通学校上课的初三学生。 

3）一位低视力的学生住在普通学校上课的高三学生。 

4）一位全盲的学生住在校外的一所普通学校上课的高一学生。 

5）一位全盲的学生住在校外的一所普通学校上课的高三学生。 

6）一位全盲人学生住在校外的一所普通学校上课的大一学生。 

4. 研究目的 

4.1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经过半年的实践考察，走访了泰国各个地方的盲人学校，并查找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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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盲人当中有很多人有着强烈的学习中文的欲望，但是由于缺乏汉语老师和教材等等，不

能满足盲人学生学习中文的需要。因此，关于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方面需要更多的人

来研究和探索。在泰国盲人学校实习的过程当中，观察了盲人学习的特点，并有针对性地给他

们设计了教案。为了教盲人学习汉语笔者分别学习了泰语盲文和汉语盲文，并将他们结合起来

编写成了教盲人学汉语的教材，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给后人借鉴，弥补这个领域的空缺。

后人可以在此次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盲人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而且可以把研究的材

料和成果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去，教盲人学中文的老师实践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 

4.2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主要是针对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两方面进行研究，

也是第一次系统地进行分析考察并实地研究，希望能给以后的人学习和借鉴。后人可以在此基

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并总结出更加有价值的信息。不仅是针对泰国盲人学汉语的教学

方法或学习方法的对比分析研究，对泰国盲人学中文有理论价值，也给其它国家的盲人学习中

文有相应的理论意义。 

 

泰国盲人学校的汉语教学状况 

1. 泰国中部曼谷盲人学校 

来自美国的盲人吉纳维芙٠考尔菲德在1941年创立了泰国的第一所盲人学校，这也是

东南亚的第一所盲人学校。现在的盲人学生无论男女都可以在盲人学校上幼儿园、小学、初中

和高中。从1997年开始，盲人学生可以在初中和高中的阶段和正常学生一起在普通的学校上课。

盲人学生在学校除了要学习必修课，还可以学习一些职业技能，比如音乐和体育等等。 

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小学阶段盲人学生将学习8门课，即：泰语语文、数学、科学、

宗教文化社会学、外语、艺术、科技技术、体育。针对盲人设计开展了一些列活动。例如：开

展了让盲人学习用图书馆方法的活动以及让盲人掌握熟悉周围环境的技巧的相关活动。经过作

者的调查，在曼谷的一所中学有八位盲人学生在学校和普通人一起学习，其中就四个人在学习

汉语。 

2. 泰国南部宋卡盲人学校 

宋卡盲人学校是由女医生Pvaolao Phongpayun 2005年建立的。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

学以及初中。在学校学习的盲人学生到了初中同样有机会能够到普通的中学和正常人一起上课。

根据作者观察的结果，学校里面的学生还没有人开始学习汉语，但学校里的很多学生都对学习

汉语很感兴趣。学校里没有志愿者教他们学汉语，他们有很强烈的学习汉语的愿望。 

3. 泰国东北部孔敬盲人学校 

孔敬盲人学校是在1978年由Phayad Phunonghong先生创立的。 

在实习期间去孔敬盲人学校实地考察了这个学校。学校里有15位老师和66位学生。

学校里的盲人学生中一共有5位盲人学生去了普通学校上课，其中就有两位学生在学习汉语，

一位正在读高一，一位正在读高三。高三的这位学生已经考上了泰国清莱皇家大学学习，学习

汉语专业。在孔敬盲人学校里有很多学生及老师都对学习汉语很感兴趣，有很强烈的学习汉语

的愿望。在考察学校时访谈了几位正在编写针对盲人学习外语的书的老师。他们采用了图形复

印机编写老挝语让学生可以摸读认知到老挝语的写法。希望借用这种方式，今后编写针对泰国

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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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清迈盲人学校汉语教学状况 

泰国清迈盲文学校创办于1960年5月位于清迈市区内，泰国清迈盲人学校是一所在泰北

17府盲人学校唯一的一所学校。学校目前开设了针对幼儿园到高三阶段的教学。学校里的学生

包括三类：全盲生、低视生、多残生。学校包括幼儿部、小学部和初中部三部分，幼儿有两年

级总共有12个学生；小学六个年级，每年级有3个班，每个班大概4-7人共计约65人；初中三个

年级，每年及有4个班，每个班大概6-8人共计约80人；高中生总共有38人在学校住宿而在清迈

其他学校上课；学校共计53位老师。 

1. 泰国清迈盲人学校盲人学生汉语教学情况 

泰国的盲人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对学习汉语非常感兴趣，学习汉语对他们将来的发展

也很有帮助。例如：现在很多中国游客喜欢来泰国享受泰式按摩，很多盲人在从事按摩师这样

的职业。因此，如果他们会中文的话就能帮助他们拓宽就业。现在在泰国的盲人学校也缺乏能

教授汉语的人才，如果泰国盲人能够把汉语学的很好的话，将来也可以在盲人学校教汉语，填

补目前泰国盲人学校缺乏汉语老师的现状。目前在泰国的盲人学生当中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汉

语的机会很少，如果他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学习中文，在他们的心理方面会有很大的安慰，至

少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没有被歧视。因此泰国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和需求也越来越大，研

究如何教泰国盲人学习汉语非常有意义。 

盲人由于有视觉障碍，所以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就会比正常人要灵敏，所以在教授泰

国盲人学中文的时候可以着重培养他们对汉语的听说能力，可以拿实物来让盲人触摸，或者借

助泰语盲文来学习。另外，由于盲人的记忆力也相对正常人较好，所以他们在学习一门新的语

言的时候接受能力也会比较好，学习和记忆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因此针对盲人学习汉语的特点

教授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老师可以利用他们身体上的优势，因地制宜地设计教学方案和教学技

巧。 

2. 泰国清迈盲人学校盲人学生汉语教材使用情况 

目前泰国还没有能够让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也没有人研究和编写相关的教材，

因此很难系统地进行学习。他们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让他们能够学习汉语拼音的教材。

但是中文是可以用汉语拼音拼读的，他们读汉语的时候只能用英语标注读法，就会造成他们读

汉语的时候发音不标准的现象。从盲人学校转到普通学校上学的盲人学生因为没有教材给他们

学习，就会让他们能够像正常学生一样学习中文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然现在也有人编写了有

关汉语盲文自学的相关教材，但是全部都是中文，对于初学汉语的泰国盲人来说造成了难度。

再加上泰国每个学校使用的教材都不一样，盲人学生没有规范化和系统化地学习汉语，也加大

了他们学习汉语的难度。 

3. 泰国清迈盲人学校汉语教学取得成就 

3.1 开创了盲人汉语教学先河 

因为之前各国都没有针对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盲文的学习方法，也没有研究者对

对外汉语特殊教育做过研究。这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汉语盲文主要是针对中国盲人学习，

同时也是中国自己人创造的。另一个方面可能因为汉语本身就很难，汉语盲文更难，这样就没

有其他国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之前想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也不知道在泰

国的盲人有没有对这方面感兴趣。之后回去母校才发现学校里的一位高一学生、一位高三学生

和一位已毕业了正在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正在跟普通生一起学习汉语课，并且他们的汉语水平

也跟班上的同学一样学习的很好。但学习期间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写

汉字这方面没有掌握；课堂表演也不可以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出演；做笔记也很难，每次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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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都要先跟老师学习之后才可以去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学习。于是就决定给他们编一本正对泰

国盲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3.2 开创了盲人汉语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实践，也有了一些对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方法，同时借鉴其他教师在

特殊教育领域的对外教学方法。虽然在泰国的汉语盲文教学还没有开设，但在泰国也有针对泰

国盲人学习外语的课程，如英语、法语也有日语的盲文。通过对几位老师的访谈，了解到他们

对盲人学习外语的重点是口语和记生词，因为盲人学生对声音比较敏感，因此记忆比较快，他

们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记住很多知识点。另外一种是使用了对比的方法，泰国盲人他们学习

语言也跟我们一样首先要先学习自己的母语，然后学习第二语言。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他们

的英语掌握的比较好。可能是因为泰语盲文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因此学生们对一些英语字记得

比较快如：英语d泰语ด也是同样 ⠙（ 145点），并且在汉语拼音d（的）也是同样的点字。这

样对泰国盲人再学中文也不是很难。还有一个方法是给盲人使用的普通学生学习的拼音图，拼

音图上会有凸的英语字母，然后让学生在英语字母旁边做拼音的点字。这样可以使盲人学生们

在今后跟普通学生一起上课时也可以很快跟上，这样他们和普通人交流起来也比较容易。 

  

泰国清迈盲人学校汉语教学建议 

1. 教师的教学策略 

1.1 泰国政府应当重视从事盲人教育的汉语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并采取措施逐步

提高教师们的地位和待遇，改善对盲人汉语教师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鼓励教师终身从事汉语盲

人教育事业。 

1.2 从事盲人教育的教师，不管是教什么课都要热爱对盲人教育事业，具有社会主

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关心盲人学生，并掌握他们教育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1.3 泰国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专业，或者在普通师范院校

附设特殊教育师资班，培养更多针对汉语盲人教育教师。 

1.4 泰国普通师范院校应有计划地设置对盲人汉语盲文必修课程或者选修课程，使

学生掌握基本的汉语盲文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对随班就读的盲人学生的教育需要。 

2. 盲人学习汉语学习策略 

人们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各种偏误问题。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

母语负迁移是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第二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大部分学习着往往习惯于用

母语的规律套用在所学的语言上。在作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盲人学生对汉语的感兴趣来看，

大部分的学习者是初中生、大学生及以工作了去要用汉语求职的人。他们基本是属于学习汉语

的初级阶段甚至有的没有学过汉语，而他们的运用语言是盲点。盲人在摸读盲文的时候是用触

觉来感知凸起的点字。根据凸起的点字符号可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他可以变出63种不同点符行。

每个语言的盲文都是用这六个点字符行。在盲文的学习中，盲文符号的记忆是基础，记住这些

符号不是很难，可能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但是摸读能力的形成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

要通过大量的阅读练习才能达到熟悉的程度。泰国盲人学习汉语其实也不难，因为他们都有泰

语盲文基础和英语盲文的基础。由于汉语盲文是汉语拼音相对应的表音文字。所以对于这些拼

音字母的点位来说，这些点位于泰语盲文和英语盲文的点位大部分都相同。所以泰国盲人在学

习汉语盲文时，他们只需要掌握的是汉语拼音的声韵相拼结构和汉语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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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后的教材编写建议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所依靠的教训工具，在教材里面的内容可以反映整个学生的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需要、教学原则等。语言活动中的剧本就是教材，课堂里的教学当

中除了师生的配合之外，还要有好的教材。一般来说使用的教材往往是直接影响学生汉语的积

极性，这也对泰国的盲人学生学习汉语会有很大的发展。教材对教师或学生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教师是以它来掌握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和运用教学理论。进行授课之前需要了解使用的教材，同

时分析。可以说教材是教学当中最基础准备的第一步。 

汉语盲文教材是为在泰国本土学习汉语的盲人学生编写的，针对性极强，是否符合

泰国盲人学生初级汉语教学实际和在泰国读高中汉语课程的要求就成了教材成功与否的关键。 

通过在清迈盲人学校听课、座谈、组织学生活动等方式的考察及与跟其他给盲人学

生上课的教师接触，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感受到泰国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教学方法，特

别是泰国盲人学生的汉语教学与中国大陆盲人学生的汉语教学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主要

体现在外语类课程的设置、学校之间的差异以及汉语盲文课程的性质等。要给泰国盲人学生编

出一本针对泰国盲人学生学习汉语教材。这本教材也是语言教材的一部，要有一定的语言学习

和习得理论的依据。所以在这里主要研究的是教什么和怎样教盲人，而且要研究怎样教他们汉

语盲文学习。要把汉语盲文的特点和汉语学习和习得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教学

效果。汉语盲文是以汉语拼音的表音文字来结构。这种结构都要注意遵守由基本结构到复合结

构再到复杂结构的教学原则。例如：音节，盲文的音节拼读方法跟汉语拼音相近。一个盲字音

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构成，声母在前，韵母在后，调号在第三方。 

教材是根据专业教学标准，贯彻教学基本要求由教学大纲及课程标准而编写的，是

学生上课和复习的参考材料。在给泰国盲人学生编写汉语盲文教材，除了用盲点表现内容外，

应要增加汉字图案、汉语拼音图案等配图，使学习者容易掌握知识点。根据实际来图来样报价。

在给盲人学生编写汉语盲文教材也要编写一本针对汉语盲文教师的教材。 

 

总结与讨论 

随着泰国“汉语热”高潮涌起，泰国的汉语教学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以泰国清

迈盲人学校为代表，通过调查、访谈、听课以及亲自到学校实习，掌握了清迈盲人学校汉语盲

文教学中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了清迈盲人学校在汉语盲文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希望所提供的建议能对泰国清迈盲人学校及泰国各地的盲人学校汉语

教学的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通过对泰国清迈盲人学校及在泰国几所盲人学校的汉语教学状况，发现了泰国盲 人学

校的汉语盲文教学制度、学习者、师资、教材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目前

还没有对外汉语盲文教学，教学得不到重视。第二，盲人学生在学习汉语盲文时缺乏有效的学

习对策，比如如何在有限的情景中更快的掌握更多生词等。第三，缺乏懂汉语盲文的教师，并

且需要提高泰国本土教师的汉语盲文能力。第四，缺乏针对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针对泰国清迈盲人学校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从盲人学生本身、汉语盲文教师及汉语盲

文教材三方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泰国盲人学生要掌握汉语盲文字母、拼读及连

写。针对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所有特点，设计教学方案和教学技巧。了解在掌握好汉语之后可

以从事哪些职业。其次，增加泰国汉语盲文教师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让盲人学校里的教师学

习汉语。最后，设计针对泰国盲人学习汉语的教材，编写针对泰国盲人汉语盲文自学的铺导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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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汉语盲文和泰语盲文的知识编写盲人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一方面由于平日教

学工作比较少，所以需要学生自己有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缺乏调查、访谈经验，获取的材料

还缺乏深度，调查不够深入，内容也有些单薄。在今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应着重调查在泰国每

所盲人学校汉语盲文教学的各个方面，调查汉语盲文教学过程中的冲突与磨合问题。清迈盲人

学校是泰国北部地区汉语教学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校，希望通过对该学校的汉语盲文教学情况的

研究分析，能为泰国国内对外汉语教师了解汉语盲文教学在泰国的真实情况提供一些材料，能

够对清迈盲人学校及泰国每个盲人学校的汉语教学提供一些借鉴，让一些盲人不感到沮丧，让

他们像我们一样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有更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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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产品扩散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较为关键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创

新，它还涉及到一系列，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新产品的扩散伴随着巨大的收益，

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新产品扩散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影响较

大的行业，如烟草等。本文在前人提出的Bass模型的基础上，针对烟草行业，考虑到中国消费

者的特征，研究消费者情感对消费者创新性的影响。具体来说，考虑中国情景下，研究消费者

情感与消费者创新性的关系，探究了这种关系是否随着文化差异不同而发生变化。 

关键词：新产品扩散，烟草产品，消费者情感，Bass模型 

 

ABSTRACT 

The diffusion of new products is a key research area in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It involve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a series of social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products is accompanied by huge benefits, and there are also 
huge risks. The good or bad of new product diffus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urvival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dustries that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such as tobacco. Based on the 
Bass model proposed by the predecesso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consumer sentiment on 
consumer innovation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sumers. Specifically,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sentiment and consumer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explore whether this relationship changes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New product diffusion, Tobacco products, Consumer sentiment, Bass model 
 

一、引言 

技术创新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较为关键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创

新，它还涉及到一系列，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学科，基于此，学者对于产品创新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早在1993年，国际组织依据技术创新的范围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定义，它认为技术

创新主要包括了新的产品和工艺，或者说技术和工艺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除去对新产品相关性能的检验之外，新产品在市场的推广情况也是衡量新产品是否成

功的重要指标。但是，新产品在市场的推广情况却不容乐观。美国在1997年对美国的新产品推

广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市场上新产品推广的成功率仅仅只有57%。Tellis和

Golder在2001年对美国市场的成功创新企业进行调查，并发现创新企业的新产品的市场份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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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跟随企业，而且很多率先采用新技术革新产品的企业还会由于市场份额降低，退出市场竞争。

中国相关学者也对新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了研究，黄劲松在2008年对中国市场上大量的失败企业

进行调研，认为研发技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新产品的成功，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是更值得决策者

关注的问题。 

新产品的扩散除了对企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之外，在一些行业中还将影响到国家利

益。烟草行业便是具备这样特性的行业，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生产并消

费了全球1/3的卷烟，烤烟种植面积、产量、烟税等八项指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有3.5亿烟民,

占世界总数的25%，其烟草生产占全球的35%，而烟草销售占全球的32%，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税收是各个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利益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因此，烟草企业新产品

的生产与推广也应格外谨慎。细支烟这种新产品的推出，究竟是否会为烟草行业带来利益，是

否会被消费者选择和接受，以及会被哪些消费者选择和接受，目前还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因

此，研究烟草行业中细支烟这一新产品的消费者购买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目的 

本文以烟草产品为例，研究消费者情感与新产品购买行为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一方面

能够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提供建议，掌控烟草产品的市场流动动向。另一方面，依据分析结果，

结合市场动态变化，根据影响烟草的影响因素，识别各个影响因素对烟草销售的影响路径，有

助于促进企业内部改革。此外，依据设定目标，倒逼企业进步。 

因此，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设如下：H0a：愉快情感对新产品扩散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H0b：唤醒情感对新产品扩散产生正向显著影响；H0c：控制情感对新产品扩散产生负向显著影

响。本文需要该基本假设进行验证。消费者的愉快情感能够使得消费者购买新产品时，产生愉

悦的情感，能够促进新产品的扩散；消费者的唤醒情感能够唤醒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喜悦之情，

能够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的控制情感是消费者控制自身的欲望，以图规避风险，控

制情感能够降低新产品扩散的速度。 

 

三、文献综述 

1. 创新扩散理论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Rogers提出“创新以及采用模型”以来，“创新以及采用

模型”就在学术界得到广泛的应用，该理论认为应用了较新的概念或者技术等，便认为该企业

或者个人对产品进行了创新。首先，在消费者的认知阶段，消费者接触到新的产品，并了解到

创新产品的创新属性；在消费者的说服阶段，消费者对新的产品已经具有赞成购买或者反对购

买的态度；在消费者的决策阶段，消费者将根据前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消费者将对新的

产品做出采用或者决绝采用的决策行为；在消费者的执行阶段，消费者将决策行为付诸行动；

最后，消费者将对采用的创新决策行为作进一步的感知和证实，消费者将会改变或者继续坚持

以前的决定，这就是最终的认知阶段。 

2. 消费情感的定义以及测量 

（1）消费者情感的定义。Mano & Oliver（1993）认为消费者情感是消费者在购物

过程中，通过接触产品和服务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消费者接触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会产生愉

快、兴奋、激动等一系列的正面情感，也可能产生无聊、愤怒、失望等一系列负面情感，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情感不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情感可能会因为某种刺激从正面情感转

变为负面情感，同样消费者的情感也可能由负面的情感转变为正面的情感，因此消费者情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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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对于正面和负面情感，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消费者的正面情感和负

面情感是情感的两种极端，他们是相互冲突的不可能同时存在（Baker & Grewal，1992）。 

（2）消费者情感的测量。随着对情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单纯从总体来看消费者情感，

已经不能满足学者们对情感研究的要求了，于是大量的学者致力于情感分类的研究。对情感的

分类通常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双因素模型（Watson，Clark & Tellegen，1988）。二是 

Mehrabian 和 Russell（1974）提出的 P（Pleasure）-A（Arousal）-D（Dominance）模型，即

快乐—唤醒—控制模型。三是Izard（1977）提出的四维度分类模型。 

3. 消费者情感对新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可以通过多个指标反映出来，例如，消费者的满意度，再惠顾意

向等。1987年Westbrook的研究中最先揭示了消费者情感对于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他认为积

的消费者情感会对消费者的满意度产生正向的影响，消极的消费者情感会对消费者的满意度产

生负向的影响。Gilboa 等学者2003年的研究指出，良好的秩序性会使消费者产生正向的情感，

并且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良好的消费者情感会对消费者的惠顾意向产生良好的影响，

管理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不止是让消费者满意，而是要让消费者感到快乐，这样才能进一步

提高消费者的惠顾意向，进而提高消费产出（Arnold，Reynolds & Ponder，2005）。国内学者

也有研究显示，消费者的高兴和惊讶情感会对消费者的惠顾意向产生正向的影响（张戈零、 

陈晓红，2006）。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具体来说包含文献综述、相关资料查阅、

相关人员访谈、问卷调查以及统计等方法。此外，还需要在真实世界中寻找问题、观察消费对

象，查阅相关文献以及相关的资料，并且对相关的资料以及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较新的理论和

方法。 

 

五、研究结果 

1. 概念界定 

（1） 消费者创新性。本文所研究的消费者创新性是消费者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对某

种新产品的潜在倾向，是消费者的一种个性特征，将特定领域的消费者创新性作为一个单维的

概念进行分析。 

（2）新产品。本文从消费者的角度对新产品的定义进行界定，认新产品进入市场后

能够为消费提供新的效用或者新的效益，并且新产品能够被消费者认可。 

（3）新产品购买行为。表示的是消费者已经购买新产品，实际中真实的购买行为，

它表示消费者认可新产品并且愿意为新产品支付一定的金钱。 

（4）消费者情感。消费者情感是情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消费者情感是将情感

这一心理因素与消费者的体验相结合，这既使得情感因素具体化。 

2. 假设分析与验证 

本文所提出的直接作用假设共有8个，对这些直接作用假设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其他如唤醒情感以及控制情感，采用同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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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回归分析—快乐情感与消费者创新性 

因变量 消费者创新性 

样本 先期采用者 N=2105 后期采用者 N=2199 全样本 N=4304 

模型编号 Ea-1 Ea-2 La-1 La-2 Full-1 Full-2 

年龄 

-0.174 0.104 -0.067*** -0.031*** -0.085*** -0.126*** 

(-1.645) (0.718） (-4.227) (-2.843) (-5.856) (-2.843) 

家庭月收入 

0.421*** 0.305*** 0.103** 0.082*** 0.353*** 0.247*** 

(9.955) (8.106) (2.293) (2.189） (12.218) (10.033) 

受教育程度 

0.163*** 0.075 0.094 0.033 0.247 0.127*** 

(3.846) (1.992) (1.926) (0.751) (7.820) ( 4.705) 

快乐情感 

 0.617***  0.187***  0.357*** 

 (14.315)  (2.978)  (12.306) 

F 51.971 92.900 14.254 68.521 157.279 278.579 

R

2

 0.245 0.435 0.079 0.347 0.323 0.526 

Adj.R

2 

0.237 0.432 0.073 0.346 0.316 0.525 

R

2

  0.191***  0.274***  0.205*** 

VIF 最大值 1.132 1.200 1.293 1.367 1.407 1.463 

D-W 1.877 1.926 1.954 2.100 1.865 1.977 

注：*代表 p<0.1，**代表 p<0.05，***代表 p<0.01 

 

通过表1可知，快乐情感对消费者创新性具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该影响无论在先期、后

期还是全样本中都显著，这说明H1a的假设是成立的。通过表2可知， H1b的假设也是成立的。 

同样的，本文对控制情感与消费者的创新性之间的假设进行分析，H1c的假设仅部分显

著。 

下面，本文将从先期采用者和后期采用者两个方面分析本文提出的假设。在先期采用

者中，由于消费者快乐情感与消费者创新性之间的关系显著，唤醒情感与消费者创新性之间的

关系也显著，控制情感对消费者创新性不显著，这也说明三种不同的消费者情感对消费者创新

性的影响不同，快乐情感以及唤醒情感都是影响消费者创新性的显著性因素，而且快乐情感的

显著性高于控制情感。因此，本文提出的H2a以及H2b的假设都得到支持，但是H2b仅得到部分

支持。而在后期采用者中，快乐情感和唤醒情感都是消费者创新性的显著性变量，消费者的控

制情感对消费者创新性也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且消费者的控制情感对后期采用者的影响高于

其他的情感，因此，H2c得到支持。 

 
表2: 消费者情感与新产品购买行为之间的回归关系 

因变量 新产品购买行为 

样本 先期采用者 N=2105 后期采用者 N=2199 全样本 N=4304 

模型编号 Ea-7a Ea-8a La-7a La-8a Full-7a Full-8a 

年龄 

  -0.011   0.003 -0.158***   -0.023 -0.123***   -0.006 

(-0.573) (0.009) (-3.588) (-0.715) (-3.987)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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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新产品购买行为 

家庭月收入 

0.494 0.257*** 0.216* 0.2489*** 0.442* 0.243 

(11.466) (7.043) (5.217) (6.874) (15.548) (9.927 

受教育程度 

0.111***   0.025 0.156***   0.040 0.186*** 0.037** 

(2.853) (0.487) (3.183) (0.757) (6.023) (0.076) 

快乐情感 

 0.359***  0.305  0.332*** 

 ( 9.885)  (8.467)  (9.122) 

唤醒性感 

 0.264  0.226  0.242 

 (7.734)  (6.715)  (7.015) 

控制情感 

 -0.202  -0.285  -0.262 

 (-6.859)  (-8.084)  (-7.155) 

F 56.417  197.213 41.565   84.477 154.557 349.121 

R

2

 0.333   0.588 0.298   0.545 0.384   0.623 

Adj.R

2 

0.328   0.584 0.293   0.536 0.379   0.617 

R

2

  0.256***  0.244  0.238*** 

VIF 最大值 1.686   1.673 1.985   1.915 1.884   1.913 

D-W 1.856   1.929 1.873   1.924 1.846   1.845 

 

通过表2可知，消费者的快乐情感以及唤醒情感对新产品购买行为都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控制情感对新产品购买行为有负向的显著性影响，本文提出的H0假设得到支持。在表2中，消

费者创新性与新产品的购买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这种显著关系存在于先期、后期以及全

样本中。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基于中国烟草新产品情景下，对新产品扩散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如果单单对全

样本进行分析，那么全样本中的不同消费者类型会相互影响，一些关键的作用将会被掩盖。因

此，全样本的分析方法不适于做出适当的决策，这样就能够忽略很多关键的影响因素。所以，

对于全样本的分析，必须要将全样本数据进行划分，才能够依据划分后的分析结果得到适当的

策略建议。 

（1）烟草新产品行业的营销策略。依据前文的实证研究分析可知，不同烟草消费者的

情感对消费者的采用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与烟草消费者的类型有很大关系，如烟草消费者

的快乐情感和烟草消费者的唤醒情感对先期烟草新产品采用者的影响更大，而控制情感则对后

期烟草新产品采用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烟草新产品的扩散初期，应当重点打造和培育烟草

新产品的特点以及优势；在烟草新产品扩散的后期，则应当重视烟草新产品的价格方面的因素，

突出烟草新产品的性价比，进一步在烟草产品市场份额中占据优势地位。 

（2）烟草消费者创新性的进一步提升。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分析可知，烟草消费者的创

新性是推动烟草新产品扩散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仅体现在早期烟草新产品消费者中，还包括后

期烟草新产品的采用者。对于烟草新产品而言，应当积极塑造新卷烟产品的特色，使其对烟草

消费者具备一定的新颖性和吸引力。对于后期烟草新产品的采用者而言，需要强调新产品价格

和老烟民之间的吸引力，如果有可能，可以借鉴其他商品一样，适当地在价格上做到给予后期

烟草新产品采用者周期性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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