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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及普及状况是衡量一个国

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在国

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有相当

一部分高职学生厌学的情况 [1]，他们有的被动盲目

学习，有的厌恶专业理论课，有的根本不学习，出现

网络成瘾、消极学业情绪、学业拖延等情况。

国外，涉及“厌学”(be weary with school, be dis⁃
gusted with school, dislike of school)的相关研究主要

包括对“逃学”(truancy)、“辍学”（dropout)、“拒绝上

学”( school refusal)的研究[2-4]。国内，有人将厌学视

为一种态度，认为厌学是指学生对学习否定的内在

反应倾向,包括厌学情绪、厌学认知和厌学行为，其

主要特征是对学习厌恶反感，甚至感到痛苦，因而经

常逃学或旷课[5]。

目前，关于厌学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还比较缺乏。

本文使用自编的大学生厌学问卷对高职生的厌学现

状进行调查，以分析导致高职生厌学的可能原因，为

高职教育中厌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研究对象来自于湖南省3 所高职院校和2所本

科院校。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在本科院校发放问

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558份；在高职院校发放问

卷823份，回收有效问卷752份。高职生中男生331
人，女生421人。平均年龄19.44±0.90岁。大一398
人，大二354 人。农村生源511人，城市生源241人。

1.2 测量工具

1.2.1 大学生厌学问卷 本研究使用课题组自编的

大学生厌学问卷。该问卷采用李科特 5点计分法，

共 13个条目，分为消极学习情绪、消极学习行为和

消极学习认知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厌学越严

重。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的Cronbach α系数是0.840，
各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63(消极学习情

绪)、0.795(消极学习认知)、0.667(消极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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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该量表由连榕等人编

制[6]，包含有三个因子共20个项目，即情绪低落(8个
项目)、行为不当(6个项目)和成就感低(6个项目)。
1.2.3 核心自我评价问卷 本研究采用 Judge等人编

制，杜建政、张翔等人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CSES)[7]。共 10个项目，包括对自己积极的评价和

消极的评价。

1.2.4 大学生专业承诺问卷 该问卷由连榕等 2005
年编制[6]，共27题,分为情感承诺、继续承诺、理想承

诺和规范承诺四个维度。

2 结 果

2.1 本科生与高职生厌学情况的比较

表 1结果表明，高职学生在消极学习情绪维度

及厌学总分上显著高于本科生。

2.2 不同组别高职学生厌学程度比较

根据高职生的性别、专业、年级、是否独生、生

源、父母婚姻状况等进行分组，并进行组间比较，结

果显示（见表2），高职学生的厌学程度在性别、是否

独生以及年级上差异显著。

2.3 高职生厌学与学习倦怠、专业承诺、核心自我

评价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厌学问卷中的各维度与学习倦怠各维度

呈显著正相关，与大学生专业承诺各维度呈显著负

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见表3。
表1 本科生与高职生厌学情况比较

消极学习情绪

消极学习认知

消极学习行为

情绪低落

0.642**
0.643*
0.510**

行为不当

0.591**
0.459**
0.392**

成就感低

0.721**
0.462**
0.365**

情感承诺

-0.637**
-0.468**
-0.400**

理想承诺

-0.549**
-0.333**
-0.263**

规范承诺

-0.381**
-0.429**
-0.326**

继承承诺

-0.326**
-0.262**
-0.240**

核心自我评价

-0.446**
-0.322**
-0.208**

消极学习情绪

消极学习认知

消极学习行为

厌学总分

性别

男

15.90±4.08
8.10±3.10
8.58±3.15

32.56±8.62

女

15.86±3.55
7.00±2.27
6.62±2.45

29.48±6.20

t
0.073
3.051*
5.247*
3.084*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6.04±4.14
8.34±2.96
8.52±3.06

32.87±8.16

否

15.75±3.70
7.14±2.60
7.16±2.87

30.03±3.72

t
0.537
3.138*
3.320*
2.635*

年级

大一

15.53±3.83
7.23±2.72
7.66±3.15

30.79±7.80

大二

16.53±3.85
8.31±2.83
7.57±2.68

32.41±7.46

t
1.789
2.695*
0.203
1.807

消极学习情绪

消极学习认知

消极学习行为

厌学总分

高职学生

(n=752)
15.85±3.853
7.56±2.787
7.63±3.007

31.02±7.729

本科学生

(n=558)
14.12±3.500
7.33±2.730
7.33±2.879

28.78±6.819

t
5.398
1.001
1.213
3.622

P
0.000
0.317
0.226
0.000

表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高职生厌学情况比较(χ±s)

表3 厌学与学习倦怠、专业承诺、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分析

表4 核心自我评价、专业承诺对高职生厌学的预测作用

2.4 厌学问卷各因子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核心自我评价、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的各因

子为自变量，分别以大学生厌学问卷的消极学习情

绪、消极学习认知、消极学习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高职生的厌学情况较本科生严

重。而从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高职生厌学程度的比较

来看，男生的消极学习认知、消极学习行为及厌学总

分显著高于女生。这表明男生的厌学会更外显为外

在行为，如逃课、舞弊、迟到、不带教材等。而独生子

女较非独生子女消极学习认知、消极学习行为得分

和厌学总分高，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行为上较任

性，而非独生子女即使存在厌学情绪，也会自觉调节

和控制，因此外显的厌学行为少于独生子女。在年

级差异上，由于高职院校的大三学生正处于实习阶
(下转第991页)

因变量

消极学习情绪

情感承诺

核心自我评价

理想承诺

消极学习认知

情感承诺

规范承诺

核心自我评价

消极学习行为

情感承诺

R2

0.423
0.471
0.481

0.222
0.256
0.282

0.160

Beta

-0.474
-0.217
-0.144

-0.289
-0.213
-0.173

-0.400

t

-6.527***
-4.070***
-1.989*

-3.906***
-2.963**
-2.762**

-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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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因此本研究只对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作比较，

发现二年级的学生较一年级学生消极学习认知更严

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高职生的厌学随年级上升

而加重，这是更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将高职生的厌学与核心自我评价及专业

承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情感承诺对高职生的

厌学水平影响最大。此外，核心自我评价、理想承

诺、规范承诺对高职生厌学也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情感承诺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一种情感认同，不愿

意转换专业主要是因为个人对现在所学专业充满了

深厚的感情。可见，如果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或对

所学的专业的积极情感，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学生对学习的厌倦。另外，如果学生认为所学

的专业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那么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厌学的

水平。而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宽泛的人格概念，它

融合了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控制源和情绪稳

定性四个人格因素，是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

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

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好的自我调整能力，较积极的自

我评价，较高的自信心，同时意味着高自尊，高情绪

稳定性，高自我效能感和高内控性。因此改善高职

生的自我评价应该也是降低其厌学水平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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