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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是人们衡量某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

性的内心尺度，是个人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是个体

人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其职业选择和职

业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1]。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

员工初入职场，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隔阂甚至冲

突给组织管理造成了新的挑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

重视。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存在

代际差异。如李万县等人研究发现年长员工的工作

价值观比年轻员工更成熟[2]；李原对70后、80后青年

在职者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行调查后发现，80后群

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更高[3]；魏莉莉对80后、90
后青年群体工作价值观的对比研究发现，90后比80
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更重视政治上的自

我表达和利他行为的参与 [4]；张建人等针对社区工

作者的研究发现，90后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价值观比

60后和70-80后的工作价值观更加多元[5]。但是以

往针对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研究多为外显层面的

研究，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在内隐层面是否依旧

显著，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证明。

内隐态度是美国心理学家Greenwald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在此基础上，Wilson 和

Lindsey等建构了双重态度理论[6]。该理论认为，人

们对同一态度对象可能同时持有两种不同的评价：

一种是内隐的、自动化的态度；另一种是外显的态度
[7]。双重态度理论得到大量研究证据的支持 [8]。而

许多关于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表明，内隐与外显是

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建构[9-12]；也有研究认为外

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所测量的是同一个心理结构，内

隐态度等于真实的态度[13]。还有研究认为内隐和外

显测量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它们受到了第三变量

的调节[14]。虽然学者们观点不一，但是都认同内隐

态度的存在。Kluckhohn对价值观的定义中提到，价

值观是个人或群体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

是外显的或内隐的[15]。而工作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存在内隐的和外显的。

关于内隐态度的测量，最早的内隐测量（imp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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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easure）是“投射”技术（projective measure），这种

测量程序要求受试者对意义模糊的照片或图片编造

故事，或者给被试呈现一些抽象的墨渍，请被试描述

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然而，投射测验的一个重大缺

陷是计分繁杂困难，因此也有研究者转而使用客观

的行为指针测量程序。例如，Word，Zanna和Cooper
发现：白人面试者对前来应征的黑人应征者隔着较

大的物理距离、有较少的目光接触、面谈时间较短等

等（相较于白人应征者）[16]。随着科技的进步及计算

机精确计时能力的增加，测量判断反应时的测量技

术也被引入内隐测验的领域。1998年Greenwald基
于反应时范式提出了内隐联想测验（IAT）作为内隐

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以反应时为指标，通

过目标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评价性联想(evaluative as⁃
sociation)对个体的内隐态度进行间接测量，实现了

对无意识认知过程的实验室观察和数量化分析，一

经提出后受到广泛的应用[6]。但是传统 IAT只能测

量相对内隐态度，总是需要一个目标对象与另一个

配对的目标对象进行比较[17]。Karpinski和 Steinman
在2006年针对内隐联想测验的不足进行了修正，提

出了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用来测量针对单

一对象的内隐态度[18]。对SC-IAT的研究表明，其信

度相对较高，说明SC-IAT能够对内隐社会认知进行

有效的测量 [19]。许多应用 SC-IAT的实证研究也证

明了SC-IAT的有效性[9，11，12]。

根据双重态度理论，内隐工作价值观可能比外

显工作价值观更稳定地影响员工的工作心理与行为
[20]。本研究将采用 SC-IAT对不同代员工的内隐工

作价值观进行测量，从代际的视角来探讨内隐工作

价值观在社会变迁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点与规律，

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更加有深度的管理依据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对象

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被试各30人，男女

各半。

1.2 实验材料

（1）工作价值观词条：由于前期研究中所编制的

工作价值观量表维度较多，若从所有维度选取工作

价值观相关词条，则所得词条数量势必远远超过

SC-IAT研究范式所要求的概念词数量限制。因此，

本研究选取在前期外显研究阶段发现存在显著代际

差异的三个要素的词条作为工作价值观词条：稳定

安全、环境舒适及社会地位，每个要素的相关词条各

7个。稳定安全要素相关词条：稳定、固定、安全、有

规律、无伤害、健康、平安。环境舒适要素相关词条：

设施齐全、条件优越、场地宽敞、冷暖适宜、安静、和

谐、整洁。社会地位要素相关词条：有地位、有声望、

受尊重、体面、有权力、有面子、名声好。所有的工作

价值观相关词条均取自本研究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

表。

（2）积极和消极词条：取自王丽萍大学生内隐价

值观实验研究[21]，积极词条和消极词条各10个。积

极词：满意、喜欢、肯定、赞同、有必要、可行、中意、认

可、欣赏、同意。消极词：不满意、反对、否定、没必

要、不可行、绝望、恶心、不认可、过时、反感。

1.3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3（所属代：60年代、70-80年代、90年
代）*3（价值观维度：稳定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

两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所属代为被试间变

量，价值观维度为被试内变量。

1.4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软件，按照SC-IAT实验步骤编写

SC-IAT实验程序。具体见表1。
为了在结果分析时对稳定安全、环境舒适以及

社会地位维度的反应时间分别进行统计，正式测试

部分（第2步和第4步）各分三个模块进行(第一个模

块24次为稳定安全词条和态度词，第二模块24次为

环境舒适词条和态度词,第三模块24次为社会地位

词条和态度词)。每个模块内剌激词随机呈现。

表1 工作价值观代际发展的SC-IAT实验步骤

实验顺序

1
2
3
4

次数

24
72
24
72

任务性质

练习

测验

练习

测验

按数字1键
工作价值观词条和积极词汇

工作价值观词条和积极词汇

积极词汇

积极词汇

按数字2键
消极词汇

消极词汇

工作价值观词条和消极词汇

工作价值观词条和消极词汇

1.5 数据处理

根据 IAT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只对测验部分(第
2步和第4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Greenwald

等人[22]和蔡华俭[23]对SC-IAT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首先，算出每个被试反应的总体正确率，删除错误率

高于 20%的被试（60年代的被试删除 14名（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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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90年代的被试删除 7名（共 30名），70-80年代

的被试删除6名（共30名）。然后，进一步删除剩余

被试数据中反应时短于 300ms的数据。接着,将每

个被试在第2步和第4步的剩下数据的反应时进行

对数转换。最后将每名被试第 2步(相容实验)的经

对数转换后的平均得分减去第4步 (不相容实验)的
平均得分，得到每名被试的d值，这个d值就是内隐

工作价值观的强度。

根据内隐认知联想测验的原理，如果相容任务

反应时短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d值为负），说明被

试对工作价值观内容持肯定态度；如果不相容任务

反应时短于相容任务反应时（d值为正），则说明被

试对工作价值观内容持否定态度。

2 结 果

2.1 内隐工作价值观认同度

对总相容任务（包括3个模块）以及各维度相容

任务的反应时与相对应的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相

关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维度相容任务与不相容

任务反应时(ms)的比较（n=63）

由表 2可知，被试相关样本的 t检验发现，总相

容任务以及各维度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与相对应的不

相容任务的反应时都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相容

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这一

结果说明被试对工作价值观内容是认同的。

2.2 内隐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

以总的内隐工作价值观（总 d值）以及各维度

（稳定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内隐工作价值观

（各维度d值）为因变量，进行3组间（60年代组、70-
80年代组、90年代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内隐工作价值观（d值）比较

表3显示，对内隐工作价值观（d值）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发现，各种条件下所属代的主效应都不显

著。也就是不论是内隐工作价值观总强度，还是各

维度强度，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之间均没有

显著性差异。

3 讨 论

3.1 不同代际条件下的内隐工作价值观认同度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工作价值观中稳定安全、环境舒

适、社会地位三个要素的内容进行内隐认知联想测

验。这三个工作价值观要素在前期研究中的外显评

估阶段，发现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工作价值观中稳定

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三个要素在无意识层面都

是认同的。这与外显工作价值观测试的结果是一致

的。即在无意识与意识层面，被试认为工作中的稳

定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三个要素都是重要的。

3.2 内隐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内隐联想测验研究发现，稳定安全、

环境舒适、社会地位三个择业要素的重要性在60年
代、70-80年代、90年代三个代际被试的内隐工作价

值观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前期基于重要性排

序的研究中，稳定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三个择

业要素在外显评估中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24]。具

体表现为：90年代被试比60年代被试在择业时更看

重和注重稳定安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3个择业要

素；90年代被试比 70-80年代被试在择业时更看重

和注重稳定安全、环境舒适的要素；70-80年代被试

比 60年代被试在择业时更看重和注重工作能否提

供较高的社会地位。本研究通过内隐实验没有发现

显著的代际差异，与外显测量结果相反，这与之前的

研究结果一致[20]，支持了内隐加工与外显加工分离

的观点，证明了内隐工作价值观的存在。

本研究的内隐实验结果与前期研究中的外显测

量结果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显与内隐工作

价值观处于个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因而个体也拥有

双重的价值观念：外显的工作价值观和内隐的工作

价值观。这与来自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一致。

杨福义和梁宁建采用 IAT、GNAT、EAST多种内隐测

量方式对内隐自尊进行了测量，并通过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与外显自尊的关系，结果支持内隐自尊和外

显自尊是相分离的两个结构[25]。孟迎芳和郭春彦从

脑机制的角度研究发现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脑机

制是相分离的 [26]。近年来针对职业认同 [27]、性别情

总体

稳定安全

环境舒适

社会地位

相容任务

M
686.51
690.96
685.76
683.88

SD
128.444
133.671
137.566
139.515

不相容任务

M
760.07
768.71
752.05
760.00

SD
129.134
135.177
140.557
139.923

t
-6.088
-5.591
-5.102
-4.676

P
0.000
0.000
0.000
0.000

总体

稳定安全

环境适应

社会地位

60年代

(n=16)
M

-0.08
-0.08
-0.09
-0.05

SD
0.144
0.163
0.149
0.1999

70-80年代

(n=24)
M

-0.10
-0.12
-0.09
-0.11

SD
0.13
0.147
0.134
0.162

90年代

(n=23)
M

-0.11
-0.10
-0.08
-0.13

SD
0.133
0.146
0.136
0.172

F

0.261
0.228
0.012
0.917

P

0.771
0.797
0.988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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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刻板印象 [28]、诚实和谦虚 [29]等新领域的内隐研究

也都发现，内隐和外显是两个不同的建构。根据双

重态度模型，当被试在内隐实验中按要求做出快速

反应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和动机去有意识

地内省，因而无法检索到外显态度并报告出来，而只

能快速反应出内隐态度[8]。陈章龙认为价值观必须

以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作为前提，而价值心理是从

人的内在需要直接引发的心理活动[30]。因此，在内

隐测量中，被试报告的可能是简单直接的价值心理，

反映的是其直接的内在心理需求。就工作稳定安

全、环境舒适、社会地位而言，被试的内心都是接受

和需要的，所以在内隐层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外

显测量中，被试对价值关系的认知和判断是经过理

性思考的，其中反映的报告结果可能包含了除个体

直接的内在需要之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等方面

的差异，因此表现出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内隐价值

观是本能反应的，是需要取向的；而外显价值观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是功利取向的。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内隐态度来说，

外显态度更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等外在因素的

影响[8，27]，所以内隐态度可能更加真实，它是个体价

值观念的一种“实然”的表达，而非“应然”[31]。工作

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在内隐层面不显著，也可能是因

为不同代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在相对稳定的当今社会

产生了整合，确实没有显著的差异。价值观的代际

差异其实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价值观最明显的代际

分化往往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社会变迁最

剧烈的时期；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稳步推进，会重新

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与之对应的价值观也会

进行代际整合，这是价值观变化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32]。价值观念的改变是社会转型的内隐的实质性内

容[30]。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的相对稳定阶段，经历过重大社会变迁和与之相随

的价值观代际冲突之后，具有不同工作价值观的不

同代员工，在相互接触中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相互影

响、相互学习，从而产生了整合性的价值观 [33]。此

外，虽然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并且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但是我国政

府一直积极地进行着价值观建设，不断增强社会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34]。而且当前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四

十多年，社会趋于稳定，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不

同代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更容易产生整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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