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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n the measurement
of Implicit school attitude and to know the status quo of the school attitude of the Special Zone’s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of school attitude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theory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36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Results: 1) The IAT of Implicit school attitudes had good sensitivity (d = 1.254); 2)
The response times between the compatible identify tasks and the incompatible tasks exist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t = 8.462, p = 0.000), and participants held a positive school attitude; 3) The
arts-majored students had more positive implicit school attitude than the science-majored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measure the implicit school attitude was feasible; The Special Zone’s college students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 Special Zone’s
college, and the arts-majored students were superior to the science-majored students in their implicit school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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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应用于测量内隐学校态度的可行性以及特区大
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现状。方法：依据内隐联想测验的测量理念，编制学校内隐学校态度IAT，对36名
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① 内隐学校态度IAT的具有良好的敏感度(d = 1.254)；② 被试在相容辨别任
务和不相容辨别任务中的反应时存在极显著的差异(t = 8.462，p = 0.000)，被试持有积极的内隐学校态
度；③ 与理科生相比，文科生具有更积极的内隐学校态度(F(1, 32)= 6.14, p = 0.006 < 0.05)。结论：应
用内隐联想测验来测量内隐学校态度是可行的；特区大学生对特区大学持有积极的态度，文科生优于理
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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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校态度是指学生对学校的喜欢程度以及是否逃避学校的态度体验(俞大森，2006)。学校态度与学生
学校适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它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张春兴，1992)。Ladd 等人以儿
童为被试相关研究发现，儿童的学校态度能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和预测儿童学校适应的状况，是衡量儿童
学校适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高莹，2010)。另有研究表明学校环境的某些变量(如师生关系)通过学校态度
对学校适应产生影响[4]。它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可见，了解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可
以间接预测学生学校适应状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提升学生的身心适应水平。
查阅大量文献发现，以往对学校态度的相关研究大多是采用学校喜好和回避量表(School Liking and
Avoidance Scale; SLAQ)来测量学校态度(张春兴，1992；高莹，2010；余益兵，葛明贵，2010；Walton &
Cohen, 2011；Anderman, 2002)。但个体的外显态度极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从而不能反应个体真
实的态度。而内隐态度一般会被自动激活，较少受个体或外界影响，是过去经验和已有态度积淀下来的
一种无意识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杨雪梅，2004)。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ttitude Test，简称 IAT)
是测量内隐态度的最常见的方法，它是 Greenwald 等于 1998 年提出的一种采用计算机化辨别分类任务，
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自动化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进行间接测
量的新方法(贺雯，梁宁建，2004)。内隐联想测验一经提出，便在内隐态度、内隐刻板印象、内隐自尊等
领域迅速得到运用(刘婉娜，马利军，罗嘉浩，2010)。研究者也将其广泛运用于大学生群体，如探讨大学
生内隐自尊、对同性恋、残疾人的内隐态度，对广告的内隐态度等等问题(刘婉娜，马利军，罗嘉浩，2010；
江波，彭彦琴，芮玲芝，2010；马子媛，张殿君，王俊刚，2012)。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研究方法上做出新尝试，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这一特殊研究方法来测量特区大学
生的内隐学校态度，探讨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内隐学校态度的可行性及特区大学生学校态度现状，为特区
高校以及其他高校的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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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随机抽取位于深圳特区的深圳大学 36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有效被试 33 人，其中男生
17 人，女生 16 人；文科生 10 人，理科生 23 人。被试年龄为 20~23 岁。所有被试均自愿接受测试，能
够熟练使用电脑，且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

2.2. 材料和程序
本研究对内隐学校态度的测量采用的是 Greenwald 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范
式(贺雯，梁宁建，2004)。遵循 Greenwald 等所设计的内隐联想测验程序的基本原理，首先，选取合适的
概念词及属性词，鉴于难于用词汇代表大学的整体形象，故本研究尝试使用所研究大学标志性图片作为
目标概念，就概念图片选取前期广泛争取特区大学生意见,采用李克特量表 5 级记分，最终选取均值 4 以
上的图片作为概念图。属性词则选自现代汉语双字形容词感情信息评定词库(CAWS)，其中正性词 10 个，
平均熟悉度 5.28，愉悦度 6.95；负性词 10 个，平均熟悉度 5.37，愉悦度 2.92。两类词汇的熟悉度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F(1, 18) = 2.45, p > 0.01)，愉悦度之间差异显著(F(1, 18) = 5708.75, p < 0.001)。采用心理学
专业编程软件 E-PRIME 2.0，按照经典内隐联想测验的 7 步骤(详见表 1)编写实验程序，通过计算机呈现
目标概念与属性词，反应键设定为“F”键和“J”键，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正确”、“快速”地做出
反应，实验结束后计算机自动记录实验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在安静的实验室内对被试进行单独施测，被试按 IAT 程序中呈现的指导语独立完成内隐联想测验。
测验过程中，屏幕的左上侧和右上侧呈现类别标签，屏幕的中心呈现刺激词汇或图片。若被试判断刺激
词汇属于左上侧类别就按“F”键反应，若判断刺激词汇属于右上侧类别则按“J”键反应。
按照 Greenwald 等人(1998)提出的记分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预处理(江波等，2010)，将大于 3000 ms
的反应时记为 3000 ms，小于 300 ms 的反应时记做 300 ms，对反应错误率超过 20%的被试予以剔除。对
不相容部分和相容部分的结果分别求平均数。平均数之差作为内隐学校态度的指标，以效果量 d 值作为
对所测量对象的敏感性指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内隐学校态度测量方式的有效性
Greenwald 等人以效果量 d 值作为对所测量对象的敏感性指标(马子媛等，2012)，d 值越大，表明测
量工具越敏感，测量工具越有效。将相容和不相容任务测试反应时均值之差除以两个测试组所有反应时
的标准差求得内隐联想测验效应 d 值，以此公式求得本研究的效果量为 d = 1.254，一般认为 d = 0.8 即为
大的效果量，这表明本研究所编制的 IAT 内隐联想测验具有良好的敏感度，因此证实了 IAT 实验技术能
够有效用于测量大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

3.2. 特区大学生内隐学校态度现状
对特区大学生被试在相容和不相容两类联合辨别任务上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被试在相容辨别任务和不相容辨别任务中的反应时存在极显著的差异(详见表 2)，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明
显高于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即当要求把所在大学与积极词归为一类时，平均反应速度显著快于把所在大
学与消极词归为一类的反应速度，这表明被试倾向于把所在大学与积极的属性词归为一类，说明特区大
学生对特区大学内隐态度更倾向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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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process of IAT procedure
表 1. 内隐联想测验步骤
阶段

任务描述

次数

功能

对应 F 键反应的项目

对应 J 键反应的项目

1

目标概念辨别

20

练习

非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

2

属性概念辨别

20

练习

消极的词汇

积极的词汇

3

相容联结任务

20

练习

非深圳大学 + 消极的

深圳大学 + 积极的

4

相容联结任务

40

测试

非深圳大学 + 消极的

深圳大学 + 积极的

5

相反目标概念辨别

20

练习

深圳大学

非深圳大学

6

不相容联结任务

20

练习

深圳大学 + 消极的

非深圳大学 + 积极的

7

不相容联结任务

40

测试

深圳大学 + 消极的

非深圳大学 + 积极的

Table 2. Comparison of mean response time of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identify tasks
表 2. 不同联结任务平均反应时比较

IAT

相容联结(M ± SD)

不相容联结(M ± SD)

t

p

702.302 ± 123.482

1058.044 ± 288.129

8.462

0.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为检验特区大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是否因被试性别及专业不同而存在差异，特以内隐效应值为因变
量，对被试进行 2 (性别：男，女) × 2 (专业：文，理工)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专业主效应显著，F(1, 32)
= 6.14，p = 0.006 < 0.05，进一步分析可知，文科生的内隐学校态度显著高于理科生，其中文科生的内隐
效应值为 0.578，理科生的为 0.325；特区大学生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 32) = 0.061，p = 0.807 > 0.05；
性别与专业交互效应也不显著，F(1, 32) = 2.104，p = 0.158 > 0.05。这表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内隐学校
态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 讨论
4.1. 应用内隐联想测验来测量内隐学校态度是可行的
本研究首次尝试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这一新方法来测量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新
的尝试。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所编制的 IAT 内隐联想测验具有良好的敏感度，这说明 IAT 实验技术能够
有效的用于测量大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这一做法对进一步开展学校态度相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作用。

4.2. 特区大学生具有积极稳定的内隐学校态度，文科生优于理科生
本研究采用经典 IAT 范式对内隐学校态度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学生对“深圳大学 + 积极词”的平
均反应时小于“非深圳大学 + 积极词”的平均反应时，说明深圳大学和积极词之间的联系大于其和消极
词之间的联系。依照内隐联想测验的假设，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内隐性，
可以反映被试对某一对象的真实态度。也就是说，深圳特区大学学生在内隐层面存在积极稳定的学校态
度。这一方面说明，深圳特区大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及发展平台，学生们普遍认可学校，
以学校为傲。另一方面，特区文化具有多元性，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学生们较容
易适应及融入这种宽松的学校氛围之中。
大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文科学生的内隐学校态度较理工科学生略为积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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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文科生因其自身学科性质，开展多种学校活动，较多使用学校各种设施资源，因此与理科生
相比，具有更强的内隐学校态度。同时也建议学校对理工科学生增多一些人文关怀。另外，内隐学校态
度并未因性别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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