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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初步考察大学生网络效能感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效能感问卷、青少年

时间管理倾向问卷对 348 名男生，288 名女生进行测量。 结果：大学生在网络效能感各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

异，男生网络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网络自我效能感与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反馈性、优先级、时间管

理行为效能对大学生网络效能感有显著预测作用。 结论：大学生网络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大学生的时间监

控感和时间效能感是网络效能感的有效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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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self-efficacy(ISE) and their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Methods: ISE Scale established by our team and ATMD Scale were administered to a sample
consisting of 348 males and 288 female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SE for males than females on every
ISE facto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SE and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eedback, priority and efficacy of time management behavior could predict ISE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on all ISE factors; Feedback and priority and efficacy of time man-
agement behavior are the powerful predictors of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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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越来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自我效

能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网络领域中。 网络自

我效能感（Internet Self-efficacy，简称 ISE）是自我效

能感概念在网络活动领域的应用， 是指个体对自己

为实现某种使用目的， 组织与操作网络行为的能力

信念[1]。 随着对 ISE 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网络效

能感是网络行为绩效、网络行为动机、网络焦虑以及

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 台湾 Meng-Jung Tsai 对

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资料表明网络效能

感高的学生善于用较佳的信息搜索策略且具有较好

的网络科学学习成绩[2]；Whitty 等对 150 名大学生的

研究指出网络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网络娱

乐活动 并利用网络延 续现实生活的娱乐 [3]；关于 ISE
与网络焦虑的研究表明网络效能感越高的个体其网

络焦虑水平越低，两者存在负相关 [4，5]；网 络效能感

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6，7]，网络效能感

越高的个体其网络成瘾倾向越不明显。 根据临床观

察、日常生活经验以及质性调查研究，问题性网络使

用者存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问题， 比如许多大学生在

使用网络时无法合理规划上网时间， 总是不能在预

期的时间内达到既定的网络使用目的。 说明合理分

配上网时间， 提高网络使用效率对于大学生来说是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测量工具证

实时间管理倾向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8，9]，或者是与网络成瘾显著相关的因素之一[10]。 基

于网络效能感和时间管理倾向都与网络成瘾之间存

在显著相关， 但国内目前关于两者的关系研究并不

多见， 故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网络效能感与时间

管理倾向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长沙一所大专学校和两所本科院校共发放问

卷 750 份，回收有效数据 640 份，其中男生 348 人，
女 生 288 人，4 人性 别 缺 失； 平 均 年 龄 20.44±1.26
岁；本科院校 466 人，大专学校170 人，4 人学历缺失。
1.2 工具

1.2.1 自编大学生网络自我效能感 （Internet Self-
Efficacy，ISE）问卷 问卷共 38 个条目，包括 6 个内

容维度，分别测量被试在网络游戏、交往、学习、信息通讯作者：周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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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经济理财、计算机及网络相关能力方面的效能

感，问卷采用 1~4 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4”
代表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 表示相应维度的 ISE 越

高。 问卷的 α 系数为 0.93，重测信度为 0.72。
1.2.2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问卷 （Adolescent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ATMDS） [11] 共 44
个条目，包括三个分量表：时间价值感 (分为社会取

向和个人取向两个维度 )；时间监控观(分为设置目

标、计划、优先级、时间分配和反馈性五个维度)和时

间效能感 (分为时间管理效能和时间管理行为效能

两个维度)。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 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 ISE 的性别差异分析

对男、 女大学生网络效能感进行对比发现在网

络游戏、网络交往、网络学习、信息搜索、经济理财、
网络及计算机相关能力以及 ISE 总分上， 男生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女生。 见表 1。
2.2 不同时间管理倾向组大学生在 ISE 上的差异

将样本 ATMD 总分按升序序列 排序， 选取前

27%为 低 分 组，后 27%为高分组，对比两组被试在

网络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 结果见表

2，高、低时间管理倾向组被试在 ISE 各维度及总分

上均 存 在 显 著 差 异，高分组被试的 ISE 显著高于低

分组。

表 1 大学生 ISE 性别差异比较（M±SD）

表 2 高、低时间管理倾向组大学生的 ISE 差异比较（M±SD）

2.3 ISE 与时间管理倾向相关分析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大多数维度与网络效能感

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详见表 3。

2.4 时间管理倾向对 ISE 的回归分析

以时间管理倾向的各因子为自变量， 以 ISE 总

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并进行多重共线性

诊断。 共线性诊断指标提示回归方程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 故采用 SPSS 主成分回归分析消除多重共

线性问题，操作步骤见文献[12]。 最后得出消除共线性

影响 后 的 一 般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Y蘧=0.84+0.218X1+
0.026X2+0.177X3，其 中 Y、X1、X2、X3、分 别 代 表 因 变

量 ISE 与自变量反馈性、优先级和时间管理行为效能。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在各种网络活动中都比女生

具有更高的效能感。 Torkzadeh 等研究[13]指出男生的

计算机效能感显著强于女生。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社会普遍认为网络、计算机相关的是男性化的职业，
因此工程师、科技工作者中大部分是男性，这就导致

了男性在网络使用各方面高于女性；在中国，计算机

作为一种新兴工具出现在这个工业新兴体时， 男性

使用计算机更容易被文化环境所接受， 因此文化因

素也许也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因素之一。 不同时间管

理倾向水平的大学生其 网络效能感 也存在显著 差

异， 具体表现为高水平时间管理倾向者 ISE 水平更

高，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因为当前网络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能实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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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网络学习、信息获取与提供、电子理财等等一

系列功能，人们花费在其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完成

一项网络活动的同时容易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 一

些人上网时常常在信息大海中迷失而影响网络活动

绩效，从而导致 ISE 较低。大学生群体每天平均上网

2.9 小时，每周 20.3 小时，略高于第 27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4]所报告的数据，说明大学

生进行网络活动的时间相对总体网民更长。 时间管

理倾向与 ISE 的相关分析表明时间管理倾向总体上

与各内容维度的 ISE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故可

进一步探讨时间管理对网络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根

据消除共线性后的回归方程分析，反馈性、优先级和

时 间 管 理 行 为 效 能 分 别 能 解 释 ISE 方 差 变 异 的

21.8%、2.6%和 17.7%。 时间管理倾向是一种具有动

力性的人格特质[15]，其中的反馈性、优先级和时间管

理行为效能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效能感， 这表

明可以通过学习高效时间管理的方法、 与他人讨论

有效利用时间的经验、 有意识培养根据事件的轻重

缓急安排时间的行为并且相信自己对时间的计划和

安排是合理科学的、对自己的时间计划充满信心，通

过时间管理行为的培养和信念的塑造来提高网络效

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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