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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９名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
自测健康的相关研究
张俊涛陈毅文吴卫东
【摘要】

目的测量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及其相关因素，并探讨品行问题、学习倦怠与自测健康之

间的关系。方法选取６６９名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中专一年级学生进行品行问题倾向问卷、学习倦怠量表、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凋查，对所得数据进行ｔ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中职生的违规倾向、成瘾倾
向和攻击倾向得分为［（１１．５１±４．０８）分，（５．９０±２．６８）分，（６．６８±２．６３）分］，与高职生、高中生比较有显
著差异（成瘾倾向：，（２．。５７８）＝７．４８，Ｐ＝Ｏ．００１；攻击倾向：■２．１５ｗ）＝２４．４０，Ｐ＜Ｏ．０１）。中职生的品行问题
倾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Ｏ（６４３）＞３．８５，Ｐ＜Ｏ．０１），男生在违规倾向、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３个维度上都比
女生严重。中职生的品行问题与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在０．１６—０．５２之间），与心理健康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在一０．１３一一０．２７之间）。回归分析发现，学习疏远感和学习疲倦感对品行
问题倾向３个维度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结
论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受学习倦怠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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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问题是指重复或持续地对他人权利或社会规

察对儿童的品行问题进行量化。１４周岁以上青少年

范进行侵犯的行为…，又称反社会行为。它包括一组

生活有一定独立性，对其品行问题进行调查和量化存

行为，其中有不服从，攻击性行为和对社会及家庭规则

在一定难度，因而实证性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提出

的违背等嵋Ｊ。Ｆｒｉｃｋ根据破坏．非破坏、公开－隐蔽２个
维度将品行问题分为四类：对抗、攻击、财产侵犯和身

一种新的研究路线弥补这一不足，即通过个体自陈方
式测量品行问题倾向来预测个体实施品行问题的数

份违反行为＂Ｊ。青少年的品行问题与一系列不利于

量。我国中职生群体数量庞大，被公认为最难管理的

健康和社会成就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如学业失败、被

学生。本研究设计了品行问题倾向问卷，探讨中职生

捕、吸毒、性病、怀孕、伤害和死亡Ｍ Ｊ。国内对品行问

的品行问题状况及与学习倦怠、自测健康之间的关系，

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阶段，可通过父母或教师的观

为中职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对象与方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６５５４．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４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ＫＳＣＸ２一ＹＷ
—Ｒ一１３０）
作者单位：ｔ００１０１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张俊涛、陈毅文）；德州学院（吴卫东）
通信作者：陈毅文。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ｙｗ＠ｐｓｙｃｈ．∞．ｃＩＩ

一、对象
选择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一年级中职生（中等职业
教育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８年５月按班级进行
整群随机抽样，样本量总共为７０６人，去掉无效数据，
有效样本共６６９人，平均年龄为１８．０８个月，其中，男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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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生２６６名，女生３８４名，１９人性别数据缺失。同时整

中职生、高职生与高中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
比较（分，孑±ｓ）

群随机抽取本校一年级高职生（高等职业教育学生）
６４９人和德州市第一中学一年级高中生２８５人进行测
量以获得对比数据。
二、方法
１．测评工具：（１）品行问题倾向问卷：自编，５点自
评量表，５个选项为“从不这样”、“很少这样”、“有时
这样”、“经常这样”和“总是这样”分别记１—５分，得

分越高表示品行问题倾向越强。分３个维度，违规倾
向：６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对校规校纪和学校管理方
面的反感程度，如“学生在课堂上打闹是因为课程没

注：。Ｐ＜０．０１

倾向大于女生，即中职男生更可能实施各类品行问题。
见表２。
表２

中职生不同性别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分，孑±ｓ）

有意义”；成瘾倾向：４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问题吸烟

和问题饮酒的心理倾向，如“我酒瘾很大”；攻击倾向：
４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实施攻击或破坏行为的心理
倾向，如：“烦躁起来总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本次测
量中各维度与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６８６，
０．６３３，０．６０７和０．７９７。（２）学习倦怠量表：许清鹏等

注：。尸＜０．０１

三、品行问题倾向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分析

编制，５点量表，３０个题目，分３个维度，“学习疏远

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之间存在显著

感”指对学习以及学习相关的环境与人的热情与疏

的正相关。其中学习疏远感与品行问题倾向、学习疲

远，“学习疲倦感”指由于学习而产生的累与筋疲力尽

倦感与品行问题倾向之间为中度相关，学习低效能感

的感觉；“学习低效能感”指学生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

与品行问题倾向之间为低度相关，学习倦怠程度越高，

的表现的评价。本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品行问题倾向越严重，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其自测

０．７７４，０．７７９和０．６８８。（３）自测健康评定量表（ＳＲＭ—

心理健康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见表３。

ＨＳ）：许军等【６１编制，１１点量表，４８个题目，分自测生

表３

理健康、自测心理健康和自测社会健康３个子量表，可

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自测心理
健康的相关（ｎ＝６６９，ｒ值）

较全面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本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０．８２８，０．８４７和０．８５７。本研究采用了自测心
理健康量表，分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表格
中简称心理症状）和认知功能３个维度。
２．施测方法：采用班级集体施测，每次大约３０—
５０人，要求被试独立安静地填写上述问卷。时间为
３０ｍｉｎ。

注：。Ｐ＜０．０１

３．统计分析方法：对所得数据用ＳＰＳＳｌｌ．０统计
软件包进行分析。使用ＡＮＯＶＡ分析中职生与高职
生、高中生的差异，使用ｔ检验比较男女生之间差异，
使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品行问题及与自测健
康、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
结

果

四、品行问题倾向对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除了学习低效能感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没有显
著预测作用之外，学习倦怠各维度对品行问题倾向各
维度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除学习低效能感对违规倾
向有负向预测作用外，总体趋势为正向预测作用，即学
习倦怠情况越严重，品行问题倾向就越严重。同时发

一、不同类型学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

现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有负向

中职生与同期测评的高职生、高中生在成瘾倾向

预测作用，即有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的学生表现出更

和攻击倾向上差异显著，在违规倾向上差异无显著性。
中职生的成瘾倾向高于其他学生，攻击倾向高于高职

高的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见表４。
讨

论

生，低于高中生，见表１。以单题平均分≥３为筛选标
准，中职生中有较高违规倾向者５４人，占８．７％；有较

行为倾向是个体在特定情景中对特定态度对象作

高成瘾倾向者３８人，占５．７％；有较高攻击倾向者３９

出某种反应的倾向。个体在实施品行问题行为之前一

人，占５．８％。这说明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值得关注。

定有特定的心理准备，即有潜在的危险性，它可以代表

二、不同性别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
中职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别，男生的品行问题

万方数据

个体的品行问题状况。尽早发现青少年的品行问题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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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品行问题倾向对学习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注：。Ｐ＜０．０５，６Ｐ＜０．００１

向，有助于预防和矫治工作。目前并没有适合国内使

向较低，可能是因为一些学生认为自己能力上不如别

用的测量青少年品行问题倾向的量表，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儿

人，从而学习更认真，较少违反纪律。

童行为检查表、Ｒｕｔｔｅｒ儿童行为问卷、Ｃｏｎｎｅｒｓ儿童行

有学者分析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等因素可以影响

为量表可用于儿童品行问题的检查，由家长或教师进

学生的品行问题一４引，但这些外部因素还要通过学生

行评定，但它们都不适用于１６岁以上智力及人格基本

的心理才能发挥作用。本研究即表明自测心理健康中

正常的青少年学生，也不能用于自评。本研究根据我

的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会影响品行问题中的成瘾倾向

国青少年学生的品行问题基本状况，采用自下而上的

和攻击倾向。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指个体在抑郁、恐

方法编制了品行问题倾向问卷。量表采用自评方式，

惧、焦虑、强迫、孤独、无聊等方面的自我评价。有类似

可用于筛查有较强品行问题倾向的大中专学生，并进

研究证明，抑郁和焦虑是控制其他因素后影响自杀行

行品行问题的理论研究，经验证性因素分析，量表的结

为的惟一精神病理因素¨１｜。同样可以推理，个体的心

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

理健康总要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或者说，心理健

首先，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高职

康因素（特别是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是其他外部因

生、高中生存在差别，中职生内部存在显著的男女差

素影响个体行为的中介因素，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将有

别。不同类型学生由于来源不同，所处教学管理环境

助于减少品行问题的发生。

不同等原因，在品行问题倾向上的表现也不同。中职
生生源质量明显低于另两类学生，中职生所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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