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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当今社会的价值观交

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和激烈，有关价值观的研究也日

益受到重视。而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员工步

入职场，在工作场所中员工之间的工作价值观的差

异也愈发明显，甚至引发冲突 [1]。如何全面了解并

处理不同个体之间工作价值观的差异，成为当今社

会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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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职

业选择和职业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2]。作为一种内

心的衡量尺度、信念，工作价值观在不同的个体之间

必然存在差异。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会受到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体心理机制的共同影响 [3，4]。

不同年代出生的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较大差异，

这对个体的工作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所以研

究考察不同社会环境对于个体工作价值观的影响

时，往往从代际的角度出发，且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

证明工作价值观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5-9]。

但是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并不

是终其一生都一成不变的。工作价值观实质上就是

个体对于工作能否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评价[10]。随

着生命的成长，个体的生活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化。

因此，工作价值观也必定会随时间而变化。而且根

据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个体的生命发展是受社会

历史时间和个体生命时间共同影响的[11]。将时间视

角从代际的社会历史角度拉回到个体生命时，可以

推断在个体的不同生涯发展阶段，其工作价值观也

会发生改变。白艳莉在对西方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

理论的内涵进行深入理解，并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

系统梳理后，发现职业生涯发展阶段对员工的工作

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2]。刘凤香在其研究中

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形成

模型，并在该模型中提到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也会对

个体的工作价值观产生影响 [1]。从 Sinha和 Sr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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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a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工作

价值观会有所不同，职业探索阶段的员工比建立和

维持阶段的员工对经济回报有着相对较低的需求
[13]。而前期研究中也发现，70-80年代被试对工作价

值观中的照顾家人、学习成长和工作自由三个要素

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不同生涯发展阶段中的重要

性排序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个

体的工作价值观存在生涯发展阶段的差异[14]。

以往关于工作价值观的生涯发展差异研究仅限

于外显层面。根据Wilson和Lindsay的双重态度理

论，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可能存在内隐和外显的两种

态度[15]。虽然已有研究证实在外显层面，工作价值

观存在生涯发展阶段差异，但是有关内隐层面的生

涯发展差异尚无研究探讨。自1999年Greenwald提
出内隐联想测验（IAT）的内隐研究方法之后，该方

法已受到内隐实验研究的广泛应用[16]。考虑到内隐

联想测验(IAT)只能测量相对内隐态度，本研究将采

用Karpinski和 Steinman于 2006年提出的单类联想

测验（SC-IAT）[17]，来对不同生涯发展阶段被试的内

隐层面的工作价值观进行测量。已有研究表明SC-
IAT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8，19]。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SC-IAT对70-80年代

被试在不同生涯发展阶段的内隐工作价值观进行测

量，从内隐层面来探讨工作价值观随个人生涯发展

而变化的特点与规律，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员工管理

的理论参考依据。

1 方 法

1.1 被试

在前期外显研究中的三组研究对象（60年代

组、70-80年代组、90年代组）中，70-80年代组是最

适于工作价值观生涯研究的一代 [14]。因为 90年代

组实际上还处于初次求职或就业中，60年代组已将

临近退休。70-80年代组则立于现在，回首有过去，

向前有未来。同时为了减小实验规模和工作量，本

研究选择70-80年代被试20名（男女各半），要求至

少经历过一次自动求职且目前在职。

1.2 实验材料

（1）工作价值观词条：鉴于 SC-IAT研究范式所

要求的概念词数量有限，因此，本研究选取在前期基

于重要性排序的研究中，在外显评估阶段发现存在

显著生涯差异的三个要素的词条作为工作价值观词

条：照顾家人、学习成长及工作自由，每个要素的相

关词条各7个。

照顾家人要素相关词条：照看家庭、家人相处、

回家方便、子女教育、家人满意、离家近、公私兼顾。

学习成长要素相关词条：进修、培训、出国深造、获得

本事、技术提高、促进成长、增长智慧。工作自由要

素相关词条：自由、随意、灵活、机动、自在、自我管

理、自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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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积极和消极词条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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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过去、现在、未来）*3（照顾家

人、学习成长、工作自由）两因素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1.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同前期研究，所不同的是，在实验开始

之前，先进行一次生涯启动。生涯启动分为过去生

涯启动、现在生涯启动、未来生涯启动。表1所示为

过去生涯启动。因此，整个实验分3轮完成，过去生

涯启动、现在生涯启动、未来生涯启动顺序随机。

过去生涯启动方法：SC-IAT实验之前，电脑屏

幕首先向被试呈现一段文字，要求被试仔细回忆自

己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情境，并在纸上详细写出当时

去工作单位报到的时间、地点、遇到的人、所见所闻

等细节。

现在生涯启动方法：SC-IAT实验之前，电脑屏

幕首先向被试呈现一段文字，要求被试详细描述自

己日常工作中某一天的典型情景，并在纸上尽可能

具体地写出来，包括上班时间、地点、工作内容、同

事、领导、重要事件等。

未来生涯启动方法：SC-IAT实验之前，电脑屏

幕首先向被试呈现一段文字，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未

来某一天换了一个工作，要求被试在纸上详细写出

有关这个新工作的工作地点、环境、内容、同事等细节。

工作价值观生涯发展的实验步骤见表1。
为了消除练习效应，我们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生

涯启动前，要求被试完成“100减7”的数字计算。选

用这项任务作为消除实验中的练习效应的主要考虑

是，它的计算任务不是特别难，但它的结果相对没规

律，被试必须全心投入才能得出准确答案。因此该

计算任务可以有效消除被试在先前实验中累积的经

验，从而不会把经验带入接下来的实验中。

“100减7”的具体程序为：主试问被试：“100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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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多少？”被试回答：“93”。主试接着问“再减 7
呢”？被试回答：“86”……如此这般，一直减到 2。

若被试得出的答案不正确，则主试说“这不正确，再

试一次”，直到被试得出正确答案。

表1 工作价值观生涯发展的SC-IAT实验步骤

实验顺序

过去生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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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和蔡华俭 [22]对 SC-IAT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处理。本研究中删除错误率高

于20%的1名被试的数据。

2 结 果

2.1 生涯启动条件下的内隐工作价值观认同度

对各启动条件下总相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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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启动条件下不同维度相容任务

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的比较（n=19）

由表2可知，在过去生涯启动条件下，工作自由

要素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

时（P=0.021）；在现在生涯启动条件下，总相容任务

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P=0.021），
学习成长要素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

务的反应时（P=0.018），工作自由要素相容任务的反

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P=0.026）；在未

来生涯启动条件下，总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

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P=0.001），照顾家人要素相容

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P=

0.008），工作自由要素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小于

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P=0.008）。这说明被试在不

同生涯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对工作价值观内容是认同

的。

2.2 内隐工作价值观的生涯差异

以总的内隐工作价值观（总 d值）以及各维度

（照顾家人、学习成长、工作自由）内隐工作价值观

（各维度d值）为因变量，进行生涯间（过去、现在、未

来）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内隐工作价值观（d值）的生涯差异分析（n=19）

表3显示，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无

论在总的内隐工作价值观上，还是在各维度内隐工

作价值观上，生涯启动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也就是

不论是内隐工作价值观总强度，还是各维度强度，在

不同生涯的时间维度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

3 讨 论

3.1 生涯启动条件下的内隐工作价值观认同度分析

本研究将70-80年代被试作为工作价值观生涯

发展的内隐实验研究对象，并选择了工作价值观中

照顾家人、学习成长、工作自由三个要素的内容进行

内隐认知联想测验。研究结果表明：

在过去生涯启动条件下，被试对工作价值观中

工作自由的要素在无意识层面是认同的。即在无意

识层面，70-80年代被试过去择业时认为工作中的

工作自由要素是重要的。

在现在生涯启动条件下，被试对工作价值观中

学习成长、工作自由两个要素在无意识层面都是认

同的。即在无意识层面，70-80年代被试现在择业

时认为工作中的学习成长、工作自由两个要素是重

过去

现在

未来

总体

照顾家人

学习成长

工作自由

总体

照顾家人

学习成长

工作自由

总体

照顾家人

学习成长

工作自由

相容任务

M
641.93
655.98
637.77
632.62
638.76
649.38
626.73
640.41
648.66
647.90
658.90
639.35

SD
127.077
118.020
140.379
140.363
88.499

106.531
109.459
75.317
93.851

122.703
104.171
99.717

不相容任务

M
681.16
684.36
659.15
700.29
683.45
667.53
674.75
708.62
710.21
713.50
700.19
717.14

SD
122.589
139.614
110.916
142.369
125.120
131.322
123.481
144.548
107.731
126.530
102.379
114.557

t
-1.885
-1.052
-0.897
-2.527
-2.528
-1.062
-2.593
-2.421
-3.976
-2.989
-1.911
-2.995

P
0.076
0.307
0.382
0.021
0.021
0.302
0.018
0.026
0.001
0.008
0.072
0.008

总体

照顾家人

学习成长

工作自由

过去

M
-0.06
-0.04
-0.03
-0.11

SD
0.128
0.166
0.148
0.167

现在

M
-0.06
-0.02
-0.07
-0.09

SD
0.108
0.108
0.123
0.160

将来

M
-0.09
-0.09
-0.06
-0.11

SD
0.096
0.132
0.138
0.158

F
0.468
1.461
0.563
0.129

P
0.630
0.245
0.514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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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在未来生涯启动条件下，被试对工作价值观中

照顾家人、工作自由两个要素在无意识层面都是认

同的。即在无意识层面，70-80年代被试未来择业

时认为工作中的照顾家人、工作自由两个要素是重

要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无意识层面，工作自由是

70-80年代被试过去、现在、将来择业时都认同的工

作价值观要素，对工作自由持肯定态度。而根据实

验结果，从总体来看，70-80代被试对于工作价值观

的内容是认同的。

3.2 内隐工作价值观的生涯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内隐联想测验发现，在无意识层面，

照顾家人、学习成长、工作自由三个工作价值观要素

在70-80年代被试过去、现在、将来择业时均没有显

著性差异。而70-80年代被试在前期基于重要性排

序的研究中，在外显评估阶段照顾家人、学习成长、

工作自由三个择业要素存在着显著的生涯差异[14]。

具体表现为，①相比于过去，70-80年代被试未来择

业时更看重和注重照顾家人、工作自由2个要素；而

70-80年代被试过去择业较未来择业更加看重学习

成长的要素；②相比于现在，70-80年代被试未来择

业时更注重照顾家人、工作自由 2个要素；而 70-80
年代被试现在择业较未来择业更加看重学习成长的

要素；③相比于过去，70-80年代被试现在择业时更

注重照顾家人的要素。这说明在生涯发展阶段差异

上，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结果不一致，验证了内隐工

作价值观的存在。

本研究的内隐测量结果与前期研究中的外显测

量结果不一致[14]，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个体的内隐和

外显工作价值观处于不同的认知层次[23]，在内隐层

面无法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加工，以及受社会赞许等

社会因素的影响 [24，25]，所以会出现与外显结果不一

致的结果。而且由于内隐测量采用反应时作为测量

指标，要求被试快速作出反应，无法做出认知上的判

断，只能报告其内隐态度[23]。因此，此时被试所报告

的价值观应该是一种未经思考的价值心理，一种从

内在需要直接引发的心理活动[26]。前文业已提到，

工作价值观的实质其实就是对工作能否满足自己需

要的一种评价。张静认为工作的主体价值主要体现

在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享受和发展的需要、社会性的

需要和满足追求个人自由、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需

要[27]。对照本研究中的三个工作价值观要素发现，

照顾家人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的需要，学习成长和

工作自由体现的是追求自由、实现全面发展的需

要。因此可以说这三个要素是工作价值观的基本价

值，满足的是个体内心的直接需要，所以不论是在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被试都十分看重。而杨宜音认为

价值观有“应然”和“实然”之分[24]，中国人的“应然”

和“实然”存在脱节问题，即对“社会要求的”、“自己

偏好的”和“自己实际选择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

异。对于中国人来说，工作价值观可能不仅意味着

个人的职业选择意愿，而且包括社会文化所形成的

个体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所应承担的角色责任和义

务。因此，受“社会赞许效应”等的影响，直接测量法

就可能只测查到个体选择职业时“应然”的工作价值

观，测到的只是个体对外在规范的依从和认同。内

隐工作价值观是通过间接测查法进行的，在间接测

量中，实验目的与被试的操作任务相分离，且要求快

速反应，所以更有可能反映出个体真实的工作价值

观念。焦瑞超等人的研究发现，控制了社会赞许性

之后，外显职业认同与内隐职业认同的相关变得显

著[25]。所以个体在不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的外显工

作价值观也会受到外在社会力量的影响，而内隐工

作价值观可能更真实，从而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的

情况。

另一方面本研究中70-80代群体在过去、现在、

未来的内隐工作价值观不存在差异，也可能是因为

内隐工作价值观比外显工作价值观更为稳定，在个

体不同生涯发展阶段确实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这

符合双重态度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一——个体的

内隐态度比外显态度要难以改变[15]。有研究发现随

着年龄的增长，青年的外显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内隐

态度没有变化[28]。还有研究者认为内隐价值观取决

于自幼年便开始习得的内隐的肯定评价体验，是具

有长期稳定性的[29]。这些研究都说明，内隐层面的

工作价值观可能形成于个体青少年这一关键成长

期，比较稳定，较少发生变化；而外显的工作价值观，

由于比较容易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年龄

阶段容易发生变化。来自其他内隐领域的一些研究

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刘肖岑等人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的外显与内隐自我提升似乎遵循着不同的发

展轨迹，外显层面的自我提升在青少年早期达到顶

峰，而内隐层面的自我提升在青少年早中晚期没有

显著差异[30]。这些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内隐层面的心

理内容比较稳定，较难发生改变。因此个体的内隐

工作价值观在生涯发展阶段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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