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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检验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Attitude and Beliefs Scale，GABS-C）在

大学生人群中的适用性。 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 715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同质性信度、分半信度和重

测信度进行信度评价，并以赌博相关认知量表（GRCS-C）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为效标，采用效标关联

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效度评价。 结果：GABS-C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7，量表分半信度为 0.895，1 周后

的重测信度为 0.877。GABS-C 总分和 GRCS-C 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531, 与 DASS-21 总分及其分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0.188～0.251 之间， 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1）。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 χ2/df=2.13，GFI=0.901，NFI=0.890，IFI=0.938，
RMSEA=0.043。 结论：GABS-C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在国内大学生群体研究及干预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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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Attitude and Belief
Scale (GABS-C)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was administered to 715 college students. The
internal consistent reliability, split-half reliabil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cale were examined. Results: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split-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nd one week test-retest reli-
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scale were 0.927, 0.895 and 0.877 respectively.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edfficients between the
GABS-C and GRCS-C were 0.531,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GABS-C and DASS-21(including
total and three subscales) were 0.188～0.251 (P<0.01). The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χ2/df=2.13,
GFI=0.901, NFI=0.890, IFI=0.938, RMSEA=0.043.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Attitude and Beliefs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attitude and beliefs scale； Reliability； Validity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B275）
* 对本文有同等贡献

通讯作者：吴大兴，E-mail: wudaxing@yahoo.com.cn

赌博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社会认知因素影

响赌博行为。 根据 Abt，McGurrin 和 Smith 的观点，
赌博行为的任何模型都应该将某一特定的社会和文

化情境下赌博者对赌博活动意义的解释和评价考虑

在内[1]。 赌博者沉溺于赌博的不同程度与其赌博认

知偏差是有关联的 [2]。 赌博者的一些非理性信念和

错误认知可能会影响他们在赌博中的持续性、 沉溺

水平和特定行为。 严重赌博者具有非理性信念，比

如他会认为一个人是拥有特殊技能和洞察力的并且

可以赢得赌注。 Walker 认为控制错觉和信任运气是

赌博者非理性信念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3]。 赌博行

为 中 的 持 续 性 是 由 人 格 和 认 知 决 定 的 。 持 续 性

（chasing）这一现象已经被确认为病理性赌徒的中心

行为特征之一 [4]。 在病理性赌博的治疗实践中发现

与赌博相关的不合理的信念和态度是问题赌博行为

形成的一个危险因素[5，6]。
Breen 和 Zuckerman 于 1994 年共同编制了赌博

态度和信念量表 (The Gambling Attitude and Beliefs
Survey，GABS)。 该量表是用于评价涵盖赌博中认知

偏差、非理性信念和积极态度三个维度的量表。得分

高者认为赌博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在社交上很

有意义， 并且相信运气和策略 （哪怕是不切合实际

的）都是重要的[7]。 赌博态度和信念已经被证明为赌

博的一个显著预测因素。有研究表明，文化会影响赌

博行为和观念， 中国人被认为有更多的赌博问题和

赌博行为 [8]。 本研究旨在评价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

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 为该量表在中国大陆大学生

群体的推广使用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长沙的 6 所高校中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

取 75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715 份。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5 期 ·771·



中男生 198 人（27.7%），女 生 517 人（72.3%）；平 均

年龄 18.29±1.98 岁；文科类 410 人（57.3%），理科类

291 人（40.7%），医学类 14 人（2%）。
1.2 方法

1.2.1 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中文版（Chinese-Version
of Gambling Attitudes and Beliefs Survey） 共 包 括

35 个条目。 中文版由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翻译，经专

家审阅，再由英语专业人员回译确定。 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法（1=非常同意，4=非常反对）。
1.2.2 赌博相关认知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Related cognitions，GRCS-C) Raylu 和

Oei 编制，由 Oei 提供中文版 [9]，本研 究采用的是 杨

裕萍等人修订的版本。GRCS-C 有五个因子，分别是

控制错觉、预测控制、解释偏差、赌博期待和无力戒

赌，共 23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七级评分法（1=非常

反对，7=非常同意）。 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持有更多的

歪曲的赌博观念[10]。
1．2．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简体版(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DASS-21) 该量表是 Lovi-
bond 和 Lovibond 所编制 [11]。 所含的 21 个题项为描

述个人过去一周内负性情绪体验或相应生理反应的

句子， 受测者就各题项的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

度做出判断，0 为不符合，3 为最符合或总是符合。全

量表由抑郁(Depression)、焦虑(Anxiety)和压力(Stress)
三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含 7 个题项。 该量表

在 18-86 岁的大陆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
1.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9.0 进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项目分

析和 t 检验；应用 AMOS1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 项目分析

采用相关法考察量表中各条目与量表总分之间

的相关情况， 结果显示 GABS-C 量表 35 个条目与

其总分相关系数在 0.194～0.713 之间， 各条目与总

分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 其次按照量表的

总分上下各 27%的标准从被试中区分出高 分组和

低分组，对高分组和低分组的被试在 35 个条目得分

的平均数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所有条目的 CR 值

在 3.506～27.350 之间，均达到显著（均 P＜0.001）。
2.2 信度分析

GABS-C 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7，其中

男性和女性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924 和 0.927；量

表的分半信度为 0.895，其中男性和女性的分半信度

分别为 0.873 和 0.903；50 名被试一周后重测信度为

0.877。

表 1 GABS-C 信度分析结果

2.3 效度分析

2.3.1 效标关联效度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GABS-
C 总 分 与 GRCS -C 总 分 的 Pearson 相 关 系 数 为

0.531；GABS-C 总 分 与 DASS-21 量 表 总 分 及 其 抑

郁、焦虑、压力 3 个维度得分相关显著。 见表 2。
2.3.2 结构效度 首先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抽取

出三个共同因素 （认知偏差、 非理性信念和积极态

度）。 再采用 Amos17.0 用最大似然法对 GABS-C 的

因素结构进行验证。 结 果 显 示 ，其 卡 方 检 验χ2/df=
3.05，拟合度指数 GFI=0.855，NFI=0.836，IFI=0.883，
RMSEA=0.058。 按照吴明隆 [13]内在假设模型的修订

方 法 修 正 后 ， 得 到 χ2/df =2.13，GFI =0.901，NFI =
0.890，IFI=0.938，RMSEA=0.043。

表 2 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表 3 不同性别被试在GABS-C 得分差异检验结果（M±SD）

2.4 量表得分的性别差异

对男性和女 性的 GABS-C 总分和 三个维度得

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GABS-C 总分男

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对赌博的积极态度维度上男

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结果见表 3。

3 讨 论

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在美国学生样本中，其信效

度已经获得了很好的证实[7]。 本研究采用 GABS-C 中

文版测查了中国大学生群体，结果表明 GABS-C 各

项指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 可用来评估大学生

赌博的态度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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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项目分析的结果显示各条目与总分相关

均达到 0.01 的显著水平，所有条目 CR 值均达到显

著水平。 总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7，各分量

表的 α 系数在 0.716～0.866 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 量表分半信度在 0.751～0.895 之

间，一周后重测信度在 0.636～0.877 之间，表明问卷

信度较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14]。

其次，本研究采用 GRCS-C 和 DASS-21 作为效

标考察 GABS-C 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发现 GABS-
C 总分及其分量表与 GRCS-C 总分，DASS-21 总分

以及分量表均正相关， 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统计学

显著性水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三个共同因素， 再进行验

证性结构分析，各项拟合度指数良好，反映 GABS-C
的内在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

不同性别在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总分及分量表

积极态度上差异显著， 男性在赌博态度和信念量表

总分和积极态度分量表上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说明

男性可能比女性有更多的赌博观念和行为 [15]。 从某

一侧面证明了量表的实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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