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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学校气氛对初中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方法：使用学校气氛问卷和初中生学习倦怠问卷对深圳市

两所市级中学（N=266）的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师生关系、学业压力对身心耗竭产生影响，这两个因素可以解

释 23.4%的身心耗竭。 师生关系、发展的多样性、秩序纪律负向预测学业疏离，总共可以解释 62.3%的学业疏离；师生

关系、同学关系、秩序纪律负向预测低成就感，这些因素可以解释 57.4％的低成就感。学习倦怠是一个过程，身心耗竭

使学生产生了学业疏离，最后导致了低成就感。 结论：学校气氛对初中生学习倦怠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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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chool climate on student burnout. Methods: A total of 26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wo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ventory and the Ado-
lescent Student Burnout Inventory. Result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
dents, and academic pressure were correlated with exhaustion. A 23.4% variance of exhaustion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cademic pres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
velopmental variety, order and disciplin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cynicism, and these variables explained
62.3% variance of learning cynicism tot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er relationship, order and
disciplin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efficacy, and these variables explain 57.4% variance of reduced effica-
cy. Student burnout was a process, that is, exhaustion resulted in learning cynicism, which then resulted in reduced effica-
cy.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school climate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tudent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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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倦怠是一种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持续、负

性、与学习有关的心理状态。 这种状态表现为：①身

心耗竭；②对与学习有关的活动的热忱逐渐消失、对

学业持负面态度；③在学业方面缺乏成就感，即低成

就感[1，2]。 在对学习倦怠影响因素的探究上，学者们

多从人格等比较稳定的因素进行研究 [3]，学校气氛

（school climate）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然而，学生

的大部分活动场所是学校，相比人格，学校等环境更

容易控制和改变，因此，研究学校气氛对学习倦怠的

具体影响，不但有助于完善学习倦怠相关理论，而且

可以为防治学习倦怠提供依据和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深圳市两所市级中学， 用整班随机抽取的方

式在每所学校的初一和初二每个年级各取 3 个班，
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6 份，回收率为

95％。其中男生占 59.8％，女生占 40.2％；一年级学生

占 52.3％，二年级占 47.7％。 年龄最大的 17 岁，最小

的 12 岁，平均年龄 14.83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学校气氛问卷 采用葛明贵等编制的学校气

氛问卷（初中生版）[4]，该问卷包括师生关系、同学关

系、学业压力、秩序与纪律、发展的多样性 5 个维度，
共 38 个条目。 学业压力分数越高表示压力越大，秩

序与纪律分数越高表示秩序与纪律越好， 师生关系

和同学关系得分高表示关系融洽。
1.2.2 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 由吴艳等编制， 包括

身心耗竭、学业疏离、低成就感三个维度 16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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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5 点评分(5 代表非常符合，1 代表非常不符合)[1]。
1.3 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用 SPSS11.0， 结构方程分析用 Lis-
rel8.70 进行。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附表呈现的是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师生关系、发展多样性与学习倦

怠显著负相关，学习压力与身心耗竭、学业疏离显著

正相关。
2.2 初中生学校气氛对学习倦怠影响的模型分析

根据前人研究 [4-7]及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师生关系负向预测学习倦怠各维度， 学习压力正向

预测身心耗竭和学业疏离， 同学关系负向预测低成

就感，发展的多样性负向预测学习倦怠各维度，秩序

纪律负向预测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
学习倦怠的身心耗竭、 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这

三个维度分别表示了倦怠的不同阶段， 主要有三种

模型[8]：①情感耗竭导致疏离，接着出现低成就感 [9]；
②个体为了应对压力首先出现疏离， 然后是低成就

感，最后产生情感耗竭；③倦怠始于低成就感，随后

出现疏离， 而疏离又导致身心耗竭。 后续的纵向研

究结果更支持第一种模型[10]，因此，本研究假设学习

倦怠是一个发展过程：学生先出现身心耗竭；随后，
对学习不再感兴趣，产生学业疏离；继而导致低成就

感。
结构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 附图所示的结构方

程 模 型 的 拟 合 情 况 很 好 ：df=1354，χ2=1884.158，χ2/
df=1.392，RMSEA=0.039，NNFI=0.965，CFI=0.967。

从附图可以看出，师生关系负向、学业压力正向

预测身心耗竭，直接效应分别是-0.367，0.394(标准

化解)，发展多样性对身心耗竭的影响不显著(0.072，
t=0.378)，师生关系、学业压力总共可 以解释 23.4%
的身心耗竭；师生关系、发展的多样性、秩序纪律负

向预测学业疏离，直接效应分别是-0.186，-0.123，-
0.110， 师生关系对学业疏离的间接效应为-0.300，
学业压力对学业疏离的间接效应为 0.322， 另外，身

心耗竭正向预测学业疏离(0.817)，学业压力对学业

疏离的影响不显著(-0.076，t=0.870)，这些变量(师生

关系、发展的多样性、秩序纪律、身心耗竭)总共可以

解释 62.3%的学业疏离；师 生关系 (-0.403)、同 学关

系(-0.270)、秩序纪律(-0.502)负向预测低成就感，它

们 对 低 成 就 感 的 间 接 效 应 分 别 是-0.074，0.160，-
0.072， 学业疏离正向预测低成就感(0.652)，身心耗

竭对低成就感的间接效应为 0.532，发展的多样性对

低成就感的影响不显著，57.4％的低成就感 可以被

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秩序纪律、学业疏离解释。

附图 结构方程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学校气氛和学习倦怠的评估，发

现学校气氛对学习倦怠有以下具体影响： 学校气氛

中让学生觉得身心耗竭的主要是学业压力， 学业压

力越大，越容易身心耗竭，这与张莹等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11]。 其次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紧张，学生容

易体会到身心耗竭。研究表明：人际交往的技巧和个

体的学习生活能力（如有效管理学业负担）能够减少

大学生的倦怠[8]。 师 生 关 系 反 映 了个体人际交往能

力， 良好的师生关系构成个体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

附表 学校气氛与学习倦怠的相关矩阵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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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减轻身心耗竭来缓解学习倦怠。

使初中生对学习产生负面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越差，学生越不想学。 这与初

中生的发展特点相符， 初中生在这一个阶段存在反

抗的迁移性 [12]，即当老师的某些方面引起他们的反

感时， 就倾向于反感及排斥与这个人相关的所有事

情；反之，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减轻学生学业疏离的情

况。 另外，如果学校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种途径，

则越不容易产生学业疏离， 多样化发展有助于保持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结果还显示，当学校的秩序

纪律不好时学生更容易对学业持负面态度。最后，学

业压力对学习倦怠没有直接影响， 它主要通过身心

耗竭的间接作用影响学业疏离。也就是说，学业压力

增大， 主要让人觉得身心疲惫， 而不会直接厌恶学

习，如果个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应付这种疲惫，就会通

过疏离学业的方式来应付危机。一般而言，适当的压

力对学习态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能增强学习

动机；但当压力过大时，则通过身心耗竭这一途径间

接对学习产生学业疏离的态度。

本研究显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对学生的成就

感有比较大的直接影响，即良好的师生、同学关系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良好的教学秩序和纪律，也

能增强成就感。不过，国外的研究显示发展多样性能

提高学生的成就感 [7]，但在本研究没有得到证实，我

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与

国外不同所致。国内无论是社会、学校、教师，还是家

长乃至学生本人， 对学业成就和效能的评价主要是

以学习成绩为标准， 而国外的评价标准显然更加宽

泛，学生除了在学业方面，在其它领域也能获得成就

感。 这也许是本研究中发展多样性并不能提高学生

的成就感， 但通过对学业疏离的作用能够间接影响

成就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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