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知觉概念及其特性
#"了解影响知觉的主要因素
$"了解社会知觉的概念及其分类
%"学习社会知觉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技能
&"掌握常见的几种社会知觉偏差对个人产生的影响
7"掌握社会归因理论的内容% 含义及其应用

%$!#知觉的重要性及特性
%$!$!#知觉概述
知觉同感觉一样" 也是人对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直接的反映" 但不是对事物
个别属性的反映" 而是对事物各种属性! 各个部分的整体的反映# 通过感觉" 我们只知道
事物的属性" 通过知觉" 我们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映像" 从而知道它的意义" 知道它是
什么# 然而" 事物又总是由它的许多属性所组成的" 不知道一个事物的属性" 就不可能知
道这个事物是什么" 只有对事物的属性感觉得越丰富" 才能对事物知觉得越完整! 越正
确# 因此" 感觉是知觉的基础# 知觉是感觉的深入# 在日常生活中" 尽管很少有孤立的感
觉" 我们总是以知觉的形式直接反映事物的" 但是" 这种知觉是包括感觉! 并和感觉有机
地融为一体的知觉#
知觉和感觉不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知觉不仅受感觉系统生理因素的影响" 而且极
大地依赖于一个人过去的知识和经验" 受人的各种心理特点" 如兴趣! 需要! 动机! 情绪
等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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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之所以不同于! 并高于感觉" 还在于知觉一般需要各种感觉系统的联合活动" 是
由多种分析器联合活动产生的# 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知觉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机能
系统" 这个系统依赖于许多皮层区域的完整复合体的协同活动# 例如" 视知觉过程开始于
视网膜上所产生的兴奋传到初级的 & 投射的' 视觉皮质 & 视觉中枢' 的时候" 产生于视
觉皮层附近的! 视觉皮层与听觉皮层! 与躯体感觉皮层交界处的联合区# 大脑的额叶也参
与了知觉活动的组织活动" 这些部位的损伤会造成各种知觉障碍#
应当指出" 心理学把感觉和知觉分开来讲" 只是一种科学抽象# 实际上" 在人的心理
活动中没有或很少有孤立的感觉# 哲学上所讲的感觉" 实际上是指感觉和知觉" 而不是单
纯的感觉#
为什么知觉对于组织行为的研究十分重要% 很简单" 因为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对现实
的知觉为基础的" 而不是以现实本身为基础# 这个世界是人们知觉到的世界" 而这对行为
又十分重要#

%$!$%#知觉的特性
知觉有四种基本特征#
&!' 知觉的整体性# 知觉对象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 各部分具有不同的特征" 然而人
们并不是把对象感知为许多个别的孤立部分" 而总是把它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例如"
如果被人们知觉的客体在空间上或时间上接近的话" 就容易
把它们知觉为一个整体 & 见图 #'
!' * 如果被知觉的客体在颜
色! 强度! 形状! 大小等物理性质上相似的话" 人们很容易
把这些类似的属性组合成一个整体# 此外" 如果客体具有连
续! 对称! 闭合和共同运动方向等特点时" 人们很容易把它
们知觉为一个整体#
知觉的整体性对于人们快速识别客观事物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万事万物都处于千变万化之中" 如果因为客观事物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 我们就不能识别了" 那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许多困难# 因此" 当我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 只要抓住了
主要特征就可以做出整体性的反 映" 从 而 可 以 节 省 时 间 和
精力#
&#' 知觉的理解性# 人们在感知客观的事物和对象时"

T图 #'
!T知觉的整体性

总是根据以前所获得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来理解和解释它们" 并且用词来标记它们# 在知觉
一个事物或现象时" 人们关于该事物或现象的知识经验越丰富" 其知觉也就越富有内容"
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也就越深刻# 对同一个知觉对象" 知识经验不同的人" 对其内容的广
度! 深度! 精确度的知觉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同样一幅画" 一位画家和一位普通的工人对
它的理解与欣赏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代认知心理学指出" 人的知觉是一个加工的过程" 它
在加工过程中" 对信息的摄取决定于心理的 ( 图式) # 主体有了接受信息的 ( 图式) "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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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

容易理解被知觉的对象* 如果没有接受信息的 ( 图式) " 或者接受信息的 ( 图式) 不完
善" 就会影响对知觉对象的理解# 知觉的理解性是通过
人的思维活动实现的#
知觉的理解性表现为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 当客体
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需要任何中介" 便能迅速地认知和
准确地叫出名称来时" 这是直接理解# 当客体的外部标
志不甚显明" 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够充足" 但在语言的提
示和思维活动的参与下" 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觉映像" 这
是间接理解# 例如" 在知觉斑点图形时" 初看时" 难以
知觉出它是什么东西" 但只要提示说这是小孩和狗的图
形" 人们就会很容易理解这是小孩和狗在奔跑的侧影图
& 见图 #'
#' # 实际上这是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 把图中
所缺少的线条做了补充#

T图 #'
#T斑点图

&$' 知觉的恒常性# 所谓知觉的恒常性就是指当知觉条件 & 如距离! 缩影比! 照明
度等' 发生某种变化时" 知觉的映像仍然保持相对不变# 例如" 对于墙上挂着的一台挂
钟" 我们在 9"
& L!9 米的距离内" 不论我们从正面还是侧面看" 其大小和形状都是一样
的# 虽然在视角改变时" 视网膜的成像是不同的 & 见图 #'
$' " 但我们总是把挂钟知觉为
圆形# 知觉的恒常性" 是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参与的结果#
实际上" 知觉对象的大小! 形状! 亮度! 颜色等特性的
主观映像与对象本身的关系并不完全服从于物理学的规
律# 而是在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下保持一定的不变性和稳

T图 #'
$T知觉的恒常性

定性# 这种不变性和稳定性" 对于人们能够准确而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 从而有效地适应
环境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视知觉中" 不仅有形状的恒常性" 亮度的恒常性" 还有颜色的恒常性#
&%' 知觉的选择性# 作用于人的客观事物是十分复杂多样的" 人们并非都能全部清楚
地知觉它" 总是有选择 地 把 少 数 的 事 物 作 为 知 觉 对 象"
而其他则成为衬托这种对象的背景# 例如" 在教学课堂
上"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黑板上的字是学生的知觉对象"
至于附近的墙壁等则是背景* 当老师讲解挂图时" 挂图
便成了知觉对象" 而黑板上的字则成为背景了# 知觉中
的对象和背景是相对的和可以变换的" 双关图形很好地

T图 #'
%T双关图

说明了这一点 & 见图 #'
%' #
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影响知觉选择性的既有客观因素" 又有主观因素# 刺激的变
化! 对比! 位置! 运动! 大小程度! 强度! 反复等" 属于客观因素* 经验! 情绪! 需要!
兴趣等" 属于主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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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知觉的主要因素
影响知觉的心理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知识经验
知觉时人的知识经验如何" 直接影响知觉的内容! 精确性和速度#
!8&F 年美国的学者巴克拜 & U2
<
A3
' 做了一项双眼竞争的有趣实验$ 被试中一部分是
美国人" 另一部分是墨西哥人# 实验材料是立体镜图片" 图片的一侧是反映美国人生活的
照片" 如一群小孩在玩球* 另一侧是墨西哥风光! 斗牛场面的照片# 把这样内容不同的照
片合成一张图" 并插到立体镜架上" 让被试在立体镜前迅速观看" 然后要他们回答 ( 看到
了什么) # 结果美国人优先看到的是孩子们玩球的情景* 墨西哥人则优先看到了斗牛的场
面# 这说明被试的生活经验不同" 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 对同一对象 & 图片' 所看到的内
容也就不同# 这是知识经验影响知觉的明证#
!879 年特里斯曼 & 1*
+
?
N2
>' 做双耳分听的实验$ 他把一个意义完整的句子" 分成两
部分" 各配上一些无意义无联系的成分" 同时输入被试的左右耳" 并要求被试注意左耳听
到的内容# 例如" 输入左耳的句子是 ( 我看见一女孩歌曲希望) " 右耳的句子是 ( 给我小
乌那个街上跳) " 实验结果" 被试报告说听到了 ( 我看见一女孩在街上跳) # 这说明知觉
的内容并非都是来自当时的感觉" 人们的知识经验对当前的知觉有很大影响" 使知觉的内
容尽量完整有意义并为人所理解#
知识经验能提高知觉的速度和准确性已为常识所证实# 当我们看本专业书籍时" 阅读
速度很快而且内容也把握得很准* 若看其他专业的书籍则感到很困难" 常常出现知觉上的
错误#
经验对知觉的影响" 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时也会有消极的阻碍作用# 人们如果一
味凭经验观察事物" 往往有忽略细节和变化的现象# 但一般说来" 人的知识经验越丰富"
对事物知觉得就越迅速! 越全面! 越深刻#
%$定式
定式是指主体对一定活动的预先的特殊的准备状态# 它决定同类后继的心理活动的趋
势# 定式多是无意识的" 它以一定的活动方向" 预先准备的形式" 对已经形成的生活需
要" 以及满足需要的客观环境" 加以反映# 它不是局部的心理现象" 而是主体的完整的个
性状态# 据我国心理学者章志光的研究表明" 定式在人的知觉! 记忆! 思维! 行为和态度
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定式对知觉的影响" 表现为主体以特殊的整合准备来反映知觉对
象# 在定式的影响下" 人的知觉会不自觉地沿着一定方向进行" 表现出知觉的选择性# 例
如" 9 这个符号" 当你看到一系列的数字之后" 你会把它知觉为数字 ( 零) * 当它在一系
列字母中出现时" 你又会把它看成字母 / 5
;0 " 这就是定式的作用#
构成定式的心理因素有两类$ 一类是刚刚发生过的经验# 这类经验成为一种心理准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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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对当前的知觉活动发生影响# 它制约着知觉的速度和方向# 另一类是在较长时间内
起动力作用的一些心理因素" 如需要! 情绪! 习惯和价值观等# 这些因素构成人的一种心
理准备状态" 对知觉的组织和整合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一个人的某种需要特别强烈时" 与
该需要相联系的定式也特别强烈! 鲜明" 在这种定式的影响下" 知觉活动立即指向与需要
有密切联系的事物" 而离开无关系的事物" 实现预期的知觉# ( 习惯) 属于一种固有定式"
尤其是职业习惯" 使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定式" 即对同自己的职业有关的事物非常敏感"
经常不费力" 甚至无意识地给以知觉#
定式对知觉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干扰作用# 积
极作用在于" 促使人在不变的情况下对事物知觉得更迅速更有效# 消极作用在于" 在改变
了条件的情况下妨碍知觉的顺利进行" 甚至造成对事物的歪曲反映" 产生定式错觉#
&$期待与价值观
期待" 是人对知觉对象所抱有的态度和心情# 在知觉过程中常常渗透知觉者的期待心
情" 使得对于事物的知觉不像它本来的面貌" 而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 例如" 两球队比
赛" 双方都对裁判有意见" 都认为对方犯规失误多" 而裁判偏袒了对方# 当把比赛的录像
重放给双方队员看时" 在知觉录像的过程中仍然认为对方失误多# 这种知觉是与期望自己
一方获胜的心情有关# 可见人的需要! 期待心情等心理状态制约着人的知觉活动#
人们对知觉对象抱什么态度" 直接影响知觉活动的进行# 而态度的核心是价值" 要
看知觉对象对人是否有意义" 意义的大小" 有何价值# 人们的价值观不同" 对事物所抱
的态度不同" 知觉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也就不同# 马克思说过$ ( 焦虑不堪的穷人甚至对
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 珠宝商人所看到的只是商业的价值" 而不是珠宝的美和特性"
他没有珠宝的感觉#) 同样道理" 天文学家所珍视的 ( 陨石) " 在普通人看来只不过是
一块顽石# 古书鉴藏家常常在被别人所抛弃或将要销毁的废纸堆里" 抢救出名贵绝版的
古籍#
上述事实说明" 人的知觉受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我们要善于调动心理因素中
起积极作用的一面" 克服消极的一面# 重视积累知识和经验" 同时要防止思想僵化" 在实
践中不断提高知觉水平#

%$&#社会知觉的类型与管理
%$&$!#社会知觉的一般概念
研究知觉的一般规律是普通心理学的课题# 但是从知觉的对象来看" 可以把知觉划分
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 无论是对物的知觉还是对人的知觉都服从于知觉的一般规
律# 但在这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 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又表现出各自的特殊规律# 一
般来说" 对人的知觉也可称为社会知觉# 社会知觉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也与管理心
理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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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知觉说成是对人的知觉" 并未完全确切地表达出这个概念的含义" 因此需要进
一步研究这个概念#
( 社会知觉) 的概念" 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 & H
"V"U*
;>+
*
" !8!&+' 在 !8%F
年提出的" 用以表示他对知觉的一种新观点" 其主要含义是指知觉过程受社会因素所制
约# 但以后" 这个概念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了新的含义" 认为社会知觉是对社会对象的知
觉# 社会对象应包括个人! 社会群体和大型的社会组织# 社会心理学文献中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使用 ( 社会知觉) 的概念#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社会知觉包括广泛的内容# 它不仅包
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知觉" 而且包括个人对群体的知觉! 群体对个人的知觉! 群体对群
体的知觉以及对个人间和群体间关系的知觉# 我们不能讨论这样广泛的问题" 而是重点讨
论个人对个人的知觉#
对人的知觉与对物的知觉虽然服从普通心理学揭露的知觉的一般规律" 但对人的知觉
有其不同于对物的知觉的特殊规律# 这主要表现在人们知觉别人时并不是停留在被知觉者
的面部表情! 身体姿态和外部行为上" 而是要根据这些外部特征了解他的内部心理状态"
要了解他的动机! 意图! 观点! 信念! 个性特点等# 这是对人的知觉与对物的知觉的根本
不同之点#

%$&$%#社会知觉的分类
如果我们把社会知觉主要理解为对人的知 觉" 那 么" 社 会 知 觉 基 本 上 有 以 下 几 种
类型#
!$对他人的知觉
对他人的知觉 & Q+
*
?
5
> Q+
*
.
+
Q@
5
>' " 主要是指通过对别人外部特征的知觉" 进而取得
对他们的动机! 情感! 意图等的认识# 俗话说$ ( 听其言! 观其行而知其人#) 这就是说"
我们认识一个人要根据他的言论和行动# 其实" 这里所说的行动" 从心理学上来看" 不仅
是行为举止" 也包括人的面部表情! 身体的姿势以及眼神等#
对他人的知觉依赖于许多因素" 概括地说"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知觉对象的外部特
征" 包括一个人的仪表! 风度! 言谈和举止等# 一个面貌端正! 举止文明的人在初次见面
时总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反之" 一个其貌不扬! 举止失当的人" 初看起来" 也总会给
人留下不良的印象# 当然" 我们并不是主张 ( 以貌取人) " 但一个人的外部特征" 特别是
在初次与人接触时" 总会影响人们的印象"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是知觉的组织
结构# 所谓知觉的组织结构是指一个人在知觉别人时并不像镜子一样地反映" 知觉者总是
具有一定观点! 态度的人" 因此" 他的态度必然会影响他对别人的知觉# 例如" 有的人在
看待别人时首先注意道德品质" 按道德品质把这个人归入一定的类别* 有的人则首先注意
智力特征" 按聪明还是不聪明对人进行归类# 总之" 对别人的知觉既受知觉对象的外部特
征的影响" 也受知觉者本人的知觉组织结构的影响# 因此" 对人知觉除了客观的主要一面
以外" 还可能有主观的! 不切实际的一面# 不应当小看知觉中主观的一面" 虽其分量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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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 但却能起着不良的作用" 使知觉面目全非# 为了客观地知觉每一个员工" 管理人员
应当经常提醒自己$ 知觉中是否掺杂着主观的成分# 如果未能客观地知觉每一个员工" 就
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 也就谈不上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人际知觉
人际知觉 & >@
+
*
Q+
*
?
5
>2
4Q+
*
.
+
Q@
5
>' 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觉# 人际知觉的主要特
点在于有明显的情感因素参与知觉过程# 人们不仅相互感知" 而且会彼此形成一定的态
度# 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 例如" 对某些人反感" 对另一些人同
情" 对第三种人喜爱等#
在人际知觉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决定于多种因素# 例如" 人们彼此之间接近的程度! 交
往的多少! 彼此相似的程度等都对人际知觉过程中的情感发生很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 人
们越是彼此接近! 交往频繁! 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彼此就越是会产生友谊! 同情和好感#
管理人员应当与职工进行一定的人际交往" 通过友好的人际知觉" 建立相应的关系和情
感# 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我知觉
自我知觉 & ?
+
4
M
'
Q+
*
.
+
Q@
5
>' 是指一个人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观察而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认
识# 人不仅在知觉别人时要通过其外部特征来认识其内部的心理状态" 同样也要这样来认
识自己的行为动机! 意图等# 当然" 一个人观察别人与观察自己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在
于$ 第一" 人们观察自己时所掌握的信息要比观察别人时更多" 例如" 一个人虽然工作成
绩并不显著" 但却是作了最大的努力" 这在自己看来是心中有数的" 但如果别人观察他的
行为就不一定能够了解* 第二" 观察自己与观察别人有熟悉和陌生的区别" 对自己行为的
知觉比对别人更熟悉" 这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知识! 经验和过去的经历要比对别人知道得
更多些* 第三"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区别" 在知觉别人时自己是观察者" 别人是被观察
者" 而在自我知觉时" 自己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
尽管自我知觉与对别人的知觉有上述区别" 但这并不是说自我知觉一定比对别人的知
觉更正确# 曾经在企业中作过一个实验" 设计了四种情境" 让工人解释在每种情境下积极
工作或者能坚持工作的动机# 第一种情境是给予很高的报酬" 但工作比较单调乏味* 第二
种情境是报酬并不很高" 但工作很有趣味* 第三种情境是报酬不高" 工作也很乏味* 第四
种情境是报酬很高" 工作也很有趣# 在第一! 二种情境中" 绝大多数工人都能解释自己积
极工作的原因" 指出在第一种情境中之所以积极工作是因为有很高的报酬" 在第二种情境
中是因为工作很引人入胜# 但在第三! 四种情境下" 对于自己仍能坚持或积极工作的原因
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 虽然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内在奖励和外在奖励对人的
工作积极性的作用" 但也表明" 自我知觉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正确的# 通常说 ( 人要有
自知之明) " 其中也就包含有自我知觉的成分" 同时也表明" 真正做到 ( 有自知之明) 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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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目遭遇昆明民众的反对
中国石油云南 ! 999 万吨 R
年炼油项目于 #996 年正式启动项目前期研究$ 为论证炼油项目
各方面的可行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和国家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组织工程% 技术% 环保% 节
能% 安全% 卫生等方面的专家! 开展了安全% 水保% 卫生% 地震% 地质灾害% 环境影响% 生产
加工工艺等 &$ 个重大专项研究! 相继通过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严格的专项审查! 取得了环境影
响报告%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意见书%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等批复$ 经过长达 & 年的评
估! 最终于 #9!$ 年 ! 月!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的核准! 这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深
入地针对项目选址% 环境影响% 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
项目最终确定在安宁市草铺工业园区$ 安宁市草铺镇位于昆明市西南方向! 距离昆明主城
区约 %& 千米$
从 #9!# 年年底开始! 昆明安宁炼化项目的下游产品是否包括 JW项目引起昆明市公众的关
注$ #9!$ 年 $ 月下旬昆明官方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的疑虑做了部分回应! 称 ' 该项目在建
设前经过最严格审查审核! 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 $
然而这一回应却未得到公众的认可! #9!$ 年 & 月 % 日! 近 $999 名昆明市民聚集在昆明市
中心的南屏广场! 抗议即将在昆明安宁新建的 JW炼油项目$ 根据权威机构的调查在国内大多
数民众都有一个认识就是 JW有剧毒!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化学品! 对胎儿有极高致畸形率! 有
很多民众认为 JW工程为断子绝孙工程! 因此国内大多数民众 ' 闻 JW项目丧胆( $ 而 JW其毒
性到底如何呢* 根据权威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 P
XIO# 的可能致癌因素
分类中! 苯为致癌物! 但 JW仅被归为第三类致癌物! 即缺乏对人体致癌证据的物质! 与咖啡%
咸菜属于同一个类别$
根据相关机构调查! 大多数反对 JW项目的民众甚至不知道什么是 JW! JW到底有什么毒
性! 仅通过媒体和朋友知道 JW有毒! 具体什么毒性就不清楚了$ 为什么会群众对 JW项目的
认知与真实情况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资料来源!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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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觉的偏差与管理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往往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 尤其是
在看待别人时" 往往受各种偏见的影响而造成歪曲的社会知觉" 对别人的行为做出错误的
归因判断# 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在社会知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偏见# 了解这些偏见的表现对
于处理人的管理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下面分别介绍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几种常见的社
会知觉偏见的表现#
!$第一印象效应
在人对人的知觉过程中" 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个人在初
次见面时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就会影响人们对他以后一系列行为的解释" 反之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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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心理学中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给两组大学生看一个人的照片# 在看这张照片之前" 对
一组大学生说" 照片上的人是一个屡教不改的罪犯* 对另一组大学生说" 照片上的人是一
位著名的学者# 然后" 让这两组大学生分别从这个人的外貌来说明他的性格特征# 结果对
同一张照片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第一组大学生说" 深陷的目光里隐藏着险恶" 高耸的
额头表明死不改悔的决心# 第二组大学生说" 深沉的目光表明他思想的深刻性" 高耸的额
头表明了他在科学道路的探索上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 这一实验也充分说明了第一印象对
于社会知觉的重要影响#
了解第一印象的作用有实际意义# 一方面" 管理人员在看待别人时要尽量避免受第一
印象的影响" 而对人产生错误的看法# 另一方面" 组织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也应注意在员
工中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这样显然对以后的工作是有利的#
%$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也可称之为以点代面效应# 这是指我们在观察某个人时" 对于他的某种品质
或特征有清晰明显的知觉" 由于这一特征或品质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非常突出" 从而掩盖
了对这个人其他特征和品质的知觉# 这就是说" 这一突出的特征或品质起着一种类似晕轮
的作用" 使观察者看不到他的其他品质" 从而由一点做出对这个人整个面貌的判断# 晕轮
效应往往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性格特征时表现得最明显#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 & V"C"X?
.
E" !89F+!887' 用实验证明了晕轮效应的存在# 他
给被试者看一张列有五种品质的表格 & 聪明! 灵巧! 勤奋! 坚定! 热情' " 要求被试者想
象一个具有这五种品质的人# 被试者普遍把具有这五种品质的人想象为一个理想的友善的
人# 然后" 他把这张表格中的热情换为冷酷" 再要求被试者根据这五种品质 & 聪明! 勤
奋! 坚定! 冷酷! 灵巧' " 想象出一个适合的人# 结果发现" 被试者普遍推翻了原来的形
象" 而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这表明" 热情+++冷酷的品质起着晕轮作用" 它影响
了对一个人的总体印象#
晕轮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在掌握有关知觉对象信息很少的情况下做出总体判断的结
果" 这也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 了解和研究晕轮效应" 有助于克服
自己看待别人时的偏见" 也有助于了解其他人产生这种偏见的根源#
&$优先效应和近因效应
优先效应是指一个人最先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强烈的影响# 这实质上与上述第一印象的
作用是相同的# 近因效应是指最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强烈的影响#
为了说明优先效应" 曾进行了一项实验$ 向四组大学生介绍一个陌生人# 对第一组
说" 这个人是外倾型的# 对第二组说" 这个人是内倾型的# 在第三组" 先讲述这个人的外
倾特征" 后讲述他的内倾特征# 在第四组" 先讲述他的内倾特征" 后讲述他的外倾特征#
然后" 让这四组学生分别想象出对这个陌生人的印象# 第一和第二组学生得到的印象是显
而易见的# 在第三和第四组中" 关于这个陌生人的印象完全符合提供信息的顺序" 总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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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信息占优势# 这就是说" 第三组学生普遍把陌生人想象为外倾型" 第四组学生普遍
把他想象为内倾型# 这一实验说明了优先效应的存在#
这个实验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进行# 给两组学生按上述第三和第四组同样的顺序描述一
个人# 所不同的是在先描述他的内倾或外倾特征之后" 插入一段其他的作业" 例如" 让学
生做一些不太复杂的数学习题" 然后再描述相反的性格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 后半部描述
的特征会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说" 这时近因效应在起作用#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 优先效应和近因效应都在人的社会知觉中起重要作用" 但它们在
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作用# 一般来说" 在感知陌生人时优先效应有更大的作用" 而在感知
熟悉的人时" 如果在熟悉的人的行为上出现某种新异的表现" 则近因效应起更大的作用#
这两种效应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它告诉我们" 信息出现的顺序不同对印象的
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两种效应加强对人们的影响# 例如" 在宣传工作
& 讲演! 作报告' 中可以利用这两种效应" 在宣传或讲演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正面
观点" 这样可以利用优先效应加深人们对这种观点的印象" 而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再次用新
的论据证明自己所阐述的正面观点的正确性" 这样就同时利用了优先效应和近因效应" 必
然能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定型效应 " 社会刻板印象#
定型 & ?
@
+
*
+
5
@
3
Q+
' 是指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形象# 一个人看到他
人时" 常常会不自觉地按其年龄! 性别! 职业! 民族等特性对他进行归类" 并根据已有的
关于这类人的固定形象" 作为判断其个性的依据# 定型是企图在过去有限经验基础上对他
人做出结论的结果" 最经常的定型是在看到某个人时把他划归到某一群体之中#
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定型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 年轻人总是认为老年人是墨守成规的!
缺乏进取心的" 并在见到某个老年人时就要把他划归到自己固有的形象中去# 同样" 老年
人往往会认为年轻人举止轻浮! 办事不可靠" 并在见到某个年轻人时把他归类到自己固有
的形象之中# 例如" 人们谈到教授" 总认为是文质彬彬! 白发苍苍的" 而工人总是身强力
壮! 性情豪爽的* 会计总是精打细算! 斤斤计较* 美国人总是天真开朗! 不拘小节的" 英
国人总是一副绅士派头等# 这都是按年龄! 职业! 国籍等特征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固定
形象" 即定型#
定型的产生有其认识论的根源# 人的思维总是从个别到一般" 再从一般到个别" 如果
在没有充分掌握全面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做出概括" 就会形成关于某类人的不确切的形象#
定型在某些条件下有助于人们对他人作概括的了解# 它主要的积极作用在于把现实中
的人们加以归类# 但是" 如果这种归类不符合人类群体的实际特点" 或者只是在对某类人
的非本质特征基础上做出概括" 就会形成偏见# 而根据这种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人们" 必然
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各种定型产生的原因及其克服的方法" 这无疑对人的管
理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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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归因理论的应用
归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海德 & )*
@
G:+
,+
*
" !687+!866' 在有关社会知觉和人际关
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属于社会心理学的内容#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斯 & Y"
I5
?
?
' 和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斯 & X>,*
+
D?
' 等人" 应用归因论来改变人的感觉!
知觉和认识" 从而进行强化" 最后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

%$($!#归因理论的内容
归因理论是说明和推论人们活动的因果关系分析的理论# 人们用这种理论来解释! 预
测和控制他们的环境" 以及随这种环境而出现的行为# 因此有人把归因论叫做认知理论"
即通过改变人的自我知觉! 自我思想认识来达到改变人的行为#
不同的归因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 进而影响随之而来的行为和工作绩
效* 对过去成功或失败的归因" 会影响将来的期望和坚持努力的行为# 一般人可做出四种
归因$ 一是努力程度" 二是能力大小" 三是任务难度" 四是运气与机会#
归因理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下列三个方面$
! 关于人心理活动发生的因果关系" 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原因#
! 社会推论问题" 即根据行为及其结果对行为者的心理特征或个性差异做出合理的
推论#
! 期望与预测" 即从一定的过去的行为和其结果预测在某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行为#

%$($%#归因理论的依据和应用
罗斯! 安德鲁斯等人对此问题作了不少研究" 他们对归因论的依据和应用问题提出下
列看法#
!$归因理论的依据
良好的动机是直接推动人们学习和工作的内在动力" 是人们发动和维持其成就活动的
一种心理状态# 那么" 如何有效地激发动机% 如何在成就活动中坚持不懈% 如何在失败时
保持甚至加强成功的期望% 对于常常失败时就自暴自弃的人" 能否利用归因论原则来帮
助! 改造和矫正他" 激发他积极向上的动机和坚持努力的行为% 实践证明" 归因原理在激
发成就动力" 促进坚持努力的行为" 对解决上述问题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归因理论的应用
坚持是成就行为的主要特征" 对于前一段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分析结论" 直接影响和决
定着以后的行为" 成就的获得有赖于对过去工作是成功或失败的不同归因# 在这方面心理
学家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几种看法$
&!' 如果学习的人把失败归于自己脑子笨和能力低这样一类稳定的内因" 这样失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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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能增强学习者今后努力行为的坚持性#
&#' 假如把失败归因于自己学习不够努力这个相对不稳定的内因" 则可能增强学习者
更加倍努力去学习的行为的坚持性#
&$' 如果把失败归因于不稳定的偶然的外因 & 比如在考试复习阶段把笔记本丢了"
或是有病发烧一周' " 则学习者不一定会降低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坚持努力行为#
&%' 假如把失败归因于学习任务太重! 太难等稳定性的外因" 则就很可能会降低学习
者的自信心! 成就动机和行为的坚持性#
正是因为基于把失败归因于努力与否与今后能否坚持行为有密切关系" 所以" 把以往
的工作或学习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归于内外因中的稳定性因素还是不稳定因素" 是影响
今后工作和学习的成功期望与坚持努力行为的关键# 也就是说" 如果失败被认为由于能力
低! 任务难等稳定性因素所致" 就会降低随后的成功期望" 从而就会失去信心" 并不再坚
持努力行为* 反之" 如果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努力不够或粗枝大叶等不稳定性因素" 就
会继续保持甚至会增强能取得成功的期望" 从而进一步增强信心" 坚持努力行为#
总之" 运用归因理论原理来增强人们的坚持性" 对取得成就行为有一定作用" 特别是
对学生和科研人员的作用更为显著# 这实际上说明通过改变人的感觉! 知觉! 思想认识可
以达到改变人的行为的目的# 希望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 在对某方面活动的成功者和失败
者今后行为的引导方面" 尽可能地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归于不稳定性因素#
那么" 人们何时做 内 部 归 因" 何 时 又 倾 向 于 外 部 归 因 呢% 美 国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凯 利
& :":"Z+
4
4
+
3
" !8#!+#99#' 总结了人们在进行归因时经常使用的原则#
凯利认为" 人们依据 $ 个因素进行归因$
&!' 区别性" 也叫特殊性# 当个体的行为反常" 不同于以往的风格时" 人们常做外部
归因或情景归因# 某人性情温和" 待人接物周到细致" 然而有一天慌慌张张" 丢三落四"
此时人们可能解释为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压力或紧急的情况这些外因所造成的#
&#' 一致性" 也叫普遍性# 在相同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有同样的行为" 某人也出现这种
行为时" 做外部归因* 而当某人行为与众不同时" 则做内部归因# 上级例行检查时" 大家都衣
冠整齐! 行动严谨" 唯独某人依然我行我素! 不循规蹈矩" 此时人们对他倾向于内部归因#
&$' 一贯性" 也叫稳定性# 它是指一个人的某种行为在不同情境下是否一贯和稳定#
当某人一向表现良好" 如今又取得最佳成绩时" 人们做内部归因* 某人懒散成性" 那么今
日的迟到" 自然会被看成是其个人的原因#
为了保证归因的精确性" 在能获得较多线索的情况下" 应将上述 $ 方面的信息综合起
来进行考察 & 见表 #'
!' #
表 %"
!#多线索归因原则
个体行为

区别性

一致性

一贯性

高

外部归因

外部归因

内部归因

低

内部归因

内部归因

外部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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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偏差
同知觉一样" 归因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种种失真和偏差#
&!' 行为者的自利性偏差" 即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个人因素" 失败归因于
外部因素* 而对别人的成功归因于情境因素" 对别人的失败做内部归因#
&#' 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还取决于他人行为是否与自己发生利害关系# 当他人失败使自
己的利益受损害时" 人们对他人的失败行为归因为能力差等个人因素#
&$' 人们还常有 (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的归因倾向" 因而当有人受害时" 人们对
受害者的责难多于同情# 例如" 漂亮女性受到侮辱" 人们会责备她打扮得太过分! 太招蜂
惹蝶了* 被人抢劫后" 人们会责备 ( 为何要带那么多钱在身上) * 买了假货上当受骗以后"
人们也会责备 ( 怎么那么不小心) # 似乎没有谁平白无故地惹祸上身" 那些不幸全是自己
招来的# 这种归因偏差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
&%' 对没有社会意义的现象进行拟人化的归因# 头上乌鸦飞" 出门遇见黑猫" 在许多
人看来都是不吉利的预兆* 而看见喜鹊叫喳喳" 则认为是好兆头# 对某些自然现象加以拟
人化的归因是人们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然而这种把偶然的巧合视为必然的因果
关系" 实在是一种偏见#

行为聚焦 %"
!
$ 救火式% 的反复培训
V 公司是国家定点生产某机械产品的国有大型企业! 现有员工 % #99 人$ 多年来经济效益
平稳增长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但自 #99$ 年上半年以来公司经济效益急剧下
滑企业生产经营工作非常被动$ 公司领导反复思量一致认为是培训缺乏导致的结果$
为改变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被动局面该公司领导决定立即着手对公司全体员工进行培训! 从
整体上提高员工素质缩小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 于是公司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培训运动$ 从
高级技师到普通工人! 从部门经理到车间主任再到班组组长都被纳入了受训范围$ 培训内容包
括基本技术培训和管理能力的培训$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直到 #99% 年年底公司的整体业绩
非但没有任何改观反而又出现了下滑$ 该公司领导仔细推敲得出的结论是培训不力犯的错$
因此公司领导和人力资源部在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制定出了新一轮的培训方案$
不幸的是 V 公司在 #99% 年一年当中大型培训进行了三次后企业的经济效益仍然不见起色$
而对 V 公司造成更大打击的则是公司内部的不少精英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滑坡而自己培训后
又无用武之地! 所以在培训结束后纷纷另谋高就$ V 公司不断上演着为他人做嫁衣的悲剧$ 反
复培训未果再加上培训后的人才外流令该公司领导深刻感叹道都是培训惹的祸$
于是公司领导伤心之余决定不再做培训$
& 讨论题'

公司领导错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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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人的知觉差异与行为管理

行为聚焦 %"
%
美国心理学家卢钦斯 " X"Y2
,>?
! !8&F# 用编撰的两段文字作为实验材料研究了首因效应
现象$ 他编撰的文字材料主要是描写一个名叫吉姆的男孩的生活片段! 第一段文字将吉姆描写
成热情并外向的人! 另一段文字则相反! 把他描写成冷淡而内向的人$ 例如! 第一段中说吉姆
与朋友一起去上学! 走在撒满阳光的马路上! 与店铺里的熟人说话! 与新结识的女孩子打招呼
等) 第二段中说吉姆放学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他走在马路的背阴一侧! 他没有与新近结识的女
孩子打招呼等$ 在实验中! 卢钦斯把两段文字加以组合&
第一组! 描写吉姆热情外向的文字先出现! 冷淡内向的文字后出现$
第二组! 描写吉姆冷淡内向的文字先出现! 热情外向的文字后出现$
第三组! 只显示描写吉姆热情外向的文字$
第四组! 只显示描写吉姆冷淡内向的文字$
卢钦斯让四组被试分别阅读一组文字材料! 然后回答一个问题 ' 吉姆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结果发现! 第一组被试中有 F6K的人认为吉姆是友好的! 第二组中只有 !6K的被试认为
吉姆是友好的! 第三组中认为吉姆是友好的被试有 8&K! 第四组只有 $K的被试认为吉姆是友
好的$
& 讨论题'

如何看待实验的结果! 实验反映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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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刻板印象产生的知觉偏差
背景& 对农民工歧视的结果会损害组织的利益与员工个人的利益! 然而这种现象却大量
地存在于企业组织中$ 无论媒体如何宣传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有多大! 很多人仍然持
有对农民工的偏见! 这是知觉中的刻板印象所致$ 这种现象曾导致 Y\建筑公司产生了一场
风波$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位前任维修队的技工李迪$ 李迪向法院起诉公司对他的解雇
行为$
事件& 根据对现在和以前的员工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询问以及公司的文件和法庭陈述! 在
李迪工作的公司及维修队内部存在着大量的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 如! 做同样的工作! 农民工
拿到的工资只是固定工的三分之一) 在就餐标准% 住宿条件等方面! 农民工的待遇也相当差$
前不久! 李迪在工作中与一位管理者因为工程质量问题发生口角! 这位管理者用极其下流的语
言对李迪进行污辱! 并动手打了李迪$ 事后! 这个管理者还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些对农民工的歧
视性口号$ 李迪在这个维修队工作了五年! 由于技术好! 工作绩效不错! 在维修队的威信较
高$ 这件事! 引起了维修队里农民工们的强烈不满$ 为了平息事态! 避免维修队中的农民工闹
事! 公司解雇了李迪$
李迪被解雇的事情! 在公司和维修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一些人认为! 农民工没有资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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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过问工程质量问题! 更没有理由与管理者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论$ 另外一些人认为! 解雇李
迪是错误的决定! 对于留住有用人才! 提高工作绩效都是不利的$
& 讨论题'

如果你是公司领导! 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知觉有哪些特点* 知觉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
#"社会知觉的类型与行为表现有哪些* 管理者应注意什么问题*
$"如何克服社会知觉中的偏差* 请举例说明$
%"什么是归因理论* 如何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