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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lev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well-being and the way to improve learning well-being with 734 high school gradua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1) learning well-being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and their learn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is positive; 2) there are positive pairwise
correlations among learning well-be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3) 36%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gree that enhancing learning willpower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learning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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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广东省734名高中毕业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学习幸福感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 高中学习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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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满意度水平中等偏上，情绪正向、偏向积极；2) 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和学习情绪体验两两呈显
著正相关；3) 36%的高中生认为，增强学习意志力是提升他们自身学习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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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主观幸福感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
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成分，具体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
感、消极情感三个方面构成(Kahneman & Krueger, 2006; Vedder, Boekaerts & Seegers, 2005)。随着主观幸
福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将幸福感研究领域拓展到对学习幸福感的研究。学习幸福感由主观幸福感的概
念衍生和发展而来，是指学习的主体即学生对自己整个学习状态的认识、评价以及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
情感体验，包括学习认知和学习情感两部分。目前学习幸福感研究相对集中在学习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如宋灵青等和付丽丽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的学习幸福感总
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宋灵青等，2010；付丽丽，2010)；但马颖和刘电芝、陈洪岩、朱建荣、甘雄和朱
从书的研究发现，中学生的学习幸福感普遍偏低(马颖，刘电芝，2005；陈洪岩，2007；朱建荣，2008；
甘雄，朱从书，2010)。目前对学习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报道显示，学习自我效能感(宋灵青等，2010)、
学习成绩(付丽丽，2010)、社会支持(宋灵青等，2010；付丽丽，2010；马颖，刘电芝，2005)、家庭(付丽
丽，2010；马颖，刘电芝，2005；陈洪岩，2007)、人际关系(付丽丽，2010；马颖，刘电芝，2005；陈洪
岩，2007)、年级和学校(付丽丽，2010；马颖，刘电芝，2005；陈洪岩，2007)、性别(马颖，刘电芝，2005；
陈洪岩，2007；朱建荣，2008)等是影响学生学习幸福感的因素。
学习是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最主要的活动，也是学生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活动，是高中生及其家
庭极其关注的事件。高中生是社会研究幸福感的重要群体，高中毕业生是一群经历了整个完成的高中学
习体验包括高考考验的特殊高中群体，以高中毕业生为调研对象，采用回忆回答形式，用特殊、全面的
视觉研究高中学习幸福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梅州、清远、韶关、肇庆、东莞和广
州等 6 市作为广东各地区代表，在广东 2010 年应届高中毕业群体中随机抽样开展问卷调查了解高中生的
高中学习幸福体验和探索提高学习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为基础教育改革和中学生幸福感进一步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共 734 名广东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 346 人，女生 388 人；农村学生 377 人，城市学
生 357 人；文科生 308 人，理科生 426 人。

2.2.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自编，包括：1) 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城乡生源、学生类型等问题；2) 幸福感的调查：
包括高中阶段的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提升学习幸福感途径等问题。问卷由班主任
分发和回收，回卷共 737 份，根据答卷的完整性和逻辑性，确认有效回卷共 7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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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4。

2.3. 研究方法
以高中毕业生为调查对象，在梅州、清远、韶关市、肇庆、东莞、广州 6 个市中各随机抽取 1 所中
学，在各校随机抽取 1 个文科班和 1 个理科班进行问卷调查。关于幸福感和满意度采用 7 分计分方式：
A~G 选项的赋分依次为 1~7 分，分值越大表示幸福感和满意度越强。关于情绪的计分方式：正性情感词
(自豪、快乐、愉快、高兴)的选项赋“+1 分”，负性情感词(悲哀、内疚、忧虑、愤怒)的选项赋“−1 分”，
“其他”选项赋“0 分”，情绪得分为所选选项分值相加所得。所有数据用 Excel2003 统计软件进行录入，
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高中毕业生的高中学习幸福体验
3.1.1. 高中阶段学习的幸福体验
关于“整个高中学习阶段，你对学习这一事情的幸福(或痛苦)体验程度”问题，按照选项人数所占总
人数比值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D 居于痛苦与幸福之间”(46.2%)、“E 比较幸福”(25.7%)、“C 比较
痛苦”(12.5%)、“A 非常痛苦”(5.2%)、“B 很痛苦”(4.5%)、“F 很幸福”(4.1%)、“G 非常幸福”(1.8%)。
高中学习幸福感的平均得分是 4.02 ± 1.16 分，高中学习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
3.1.2. 高中阶段学习的满意度
关于“整个高中学习阶段，你对自己学习的满意度”问题，按照选项人数所占总人数比值从大到小
排序依次是：“D 一般”(32.2%)、“E 比较满意”(24.4%)、“C 比较不满意”(23.7%)、“B 很不满意”
(7.8%)、“A 非常不满意”(5.7%)、“F 很满意”(3.8%)、“G 非常满意”(2.5%)。高中阶段学习满意度
的平均得分为 3.83 ± 1.29 分，整体上毕业生对高中阶段的学习偏向满意。
3.1.3. 高中阶段学习的情绪体验
关于“高中阶段学习时，你的情绪可以用以下哪些词较好地形容”问题，按照选项人数所占总人数
比值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
“E 愉快”(24.9%)、
“C 快乐”(20.0%)、
“F 忧虑”(18.8%)、
“D 内疚”(12.0%)、
“B 悲哀”(9.3%)、“I 其他”(8.7%)、“G 高兴”(4.4%)、“H 愤怒”(3.0%)、“A 自豪”(2.6%)。高中
阶段学习情绪体验的平均得分为 0.09 ± 0.97，情绪正向，偏向积极，总体上高中阶段的学习愉快、快乐
又有些忧虑。

3.2. 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的相关性分析
用 SPSS18.0 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具体结果见表 1。发现高中阶段的学习幸福感与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Table 1.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among learning well-be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n = 734)
表 1. 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的相关性分析 (n = 734)
学习幸福感
学习幸福感

1

学习满意度

.37**

学习情绪体验

.33

学习满意度

学习情绪体验

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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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相关系数在 0.28~0.37。

3.3. 提高学习幸福感的办法
对于“提高学习幸福感的办法”问题，按照选项人数所占总人数比值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A 增
强学习意志力”(35.8%)、“B 积极讨论问题”(23.6%)、“C 独立思考”(21.8%)、“E 锻炼身体”(16.1%)、
“D 挑战难题”(7.9%)、“F 其他”(5.4%)。其中约 36%学生认为增强学习意志力可提高学习幸福感，所
占比例最大，学习意志力是提高学习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随后是认为积极讨论问题、独立思考可提高学
习幸福感，所选人数比例超过 20%；认为锻炼身体可提高学习幸福感的人数超过 15%，仅 8%学生认为
挑战难题可提高学习幸福感，所占比例最小，挑战难题对提高学习幸福感效果不大。

4. 讨论
4.1. 高中阶段的学习幸福感现状
本文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回望高中三年学习生活时，虽然有些忧虑，有些内疚，但他们总体认为
高中学习是愉快、快乐的，对高中学习的满意度总体上偏向满意，学习幸福感整体水平呈中等偏上，这
一结果支持了宋灵青等和付丽丽的研究(宋灵青等，2010；付丽丽，2010)。相关性结果显示，学习幸福感
与学习满意度、学习情绪体验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学习满意度越高，情绪越正向，学习幸福感越强。虽
然高中生学习幸福感整体水平呈中等偏上，但有 10%的高中毕业生认为高中学习阶段很痛苦、非常痛苦，
值得我们对高中教育和心理教育深思。

4.2. 提高学习幸福感的有效办法
学习本不是轻松事，三年高中在校学习时间不短，学习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困难，面临学习成绩提升
的瓶颈，攻克困难，突破自我需要毅力和耐心，推测这是高中生将增强学习意志力首选为提高学习幸福
感有效途径的重要原因。本文结果显示，增强学习意志力、积极讨论问题、独立思考、锻炼身体可提升
学习幸福感，其中增强学习意志力是最有效途径，推测学习意志力直接通过减少或抑制学习过程中的负
面情绪，使学习幸福感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上，间接通过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等途径提升学习
幸福感；积极探讨问题、独立思考主要分别通过寻求社会支持、增强学习自我效能感途径，其次间接通
过提高学习效率和成绩来提升学习幸福感。身体健康是正常生活和学习的基础，尤其是高三冲刺阶段时，
身体健康状态成为高效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身体健康不容忽视，推测这是 1/6 高中生认为锻炼身体可
提高学习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学习意志力对提高学习幸福感的作用机理有待研究。

5. 结论
1) 高中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水平中等偏上，情绪正向、偏向积极；2) 学习幸福感、学习满意度
和学习情绪体验两两呈显著正相关；3) 36%的高中生认为，增强学习意志力可提高学习幸福感，所占比
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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