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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求职
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
叶宝娟 1，郑清 1，陈昂 1，方小婷 1，刘林林 1，杨强 2
（1.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 330022；2.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南昌 3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机制。方法：采用职业使命感量表、求职效能感量表、情
绪调节量表以及求职行为量表对 802 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①职业使命感、求职效能感和情绪调节与求职行为

显著正相关；②职业使命感、求职效能感和情绪调节会正向预测大学生求职行为；③求职效能感中介了职业使命感
与大学生求职行为之间的关系；
④情绪调节这一变量调节了职业使命感与大学生求职行为之间的关系。结论：
职业
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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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alling on Job-searching Behavior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Searching Self-efficacy and the Moderation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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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calling and job-searching behavior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
ods: A sample of 802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calling scale, job searching self- efficacy

scal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and job-searching behavior scale. Results: ①Calling, job searching self-efficacy and emo⁃
tion regul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job-searching behavior; ②Calling, job searching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job-searching behavior; ③Job searching self-efficac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calling on job-

searching behavior; ④Emotion regulation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calling on job-searching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ef⁃
fect of calling on job-searching behavior is moderated by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diated by job-search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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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调查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我国高校

其求职行为可能会受到职业使命感的影响。自我决

达 765 万[1]，勘称“史上最难就业季”。大学生成功就

的趋使，因此，职业使命感可能会促进大学生的求职

毕业生持续增长，2016 达到历史新高，毕业大学生
[2]

定理论[9，10]也认为，个体的外部行为会受到内部动机

业有助于其健康发展，更有助于社会和谐安定 ，研

行为。此外，实证研究均表明，
职业使命感会正向预

究发现，
求职行为与大学生成功就业息息相关，
求职

测大学生的求职行为[11，12]，也就是说，职业使命感越

行为越多的大学生，成功就业的概率越大[3，4]。本研

强的大学生会表现出更多的求职行为。然而，要想

究将考察影响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因素及影响机制，

更进一步了解职业使命感
“如何”影响大学生求职行

以期为促进大学生成功就业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为，应该探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 [13]。在回顾相关

职业使命感表现为对某个职业较强烈的和有意

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求职效能感是值

义的热情

[5，6]

，高职业使命感的个体希望自己的工作

得考虑的中介变量。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能力

能为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在工作中体验到内

需要得到满足（如求职效能感）会促进个体的积极行

[8]

。计划—行为理论（TPB）

为（如求职行为）[10]，此外，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

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如求职行为）的因素都会

理论的观点，自我效能感有助于促进个体主动积极

受到行为意向（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对大学生来说，

的行为[14]，因此，求职效能感高的大学生更可能比求

在的乐趣和自我实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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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效能感低的大学生做出更多的求职行为。大学生

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15YJ08）和江西师范大学 2012 年度

求职效能感会正向预测大学生求职行为，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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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会正向预测大学生求职效能感 [17，18]。综上可

第二批青年成长基金项目

求职效能感越高，其求职行为会越多 [15，16]。职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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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职业使命感可能会通过提高求职效能感进而促
进大学生求职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求职

1.2.3
[28]

情绪调节量表

采用 Law[27] 编制，周汝修订

的情绪调节量表，该量表共 4 个项目，分别为“我

效能感中介了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

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能很好的控制我自

响。

己的情绪”，
“我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并且理智地处
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可能受到

其他因素的调节，而调节效应可以较好的回答职业
[19，20]

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产生影响的“条件”

。

情绪调节指个体对情绪的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
响的过程，是自我调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21，22]。自
[22]

我调节理论 指出，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会调节个
体的意向、情绪等对目标追求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
[23]

会促进大学生的求职行为 。
“保护因子-保护因子”
模型认为一种保护因素（如情绪调节）存在时会增强
另一种保护因素（职业使命感）的作用[24]。相比职业

理问题”和
“当我生气的时候我总是能很快的平静下
来”，采用 7 级计分，从“1 =非常不同意”到“7 =非常
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 0.73。
1.2.4

量表，该量表共 12 个项目，采用 5 级计分，从“1=0

次”到“5=10 次以上”。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
0.94。

2
2.1

使命感低的大学生来说，职业使命感高的大学生会
[12]

采用 Blau[29]编制的求职行为

求职行为量表

结

果

各变量描述统计

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相关分析表明，职

出现更多求职行为 ，如果这些大学生的情绪调节

业使命感、求职效能感和情绪调节与大学生求职行

水平也较高（高职业使命感×高情绪调节）
（
“强者越

为显著正相关，职业使命感与求职效能感显著正相

强”
），
他们可能会做出更多的求职行为；如果这些大

关，
职业使命感、
求职效能感与情绪调节显著正向关。

学生情绪调节水平较低（高职业使命感×低情绪调
节），他们虽然可能也产生求职行为，但这种联系可
能相对弱。因此，情绪调节可能会增强职业使命感
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情绪调节会调节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
影响。

1

方

1.1

法

2.2

选取某地区 5 所本科高校 802 名大学生（M 年龄=

大一 200 名，
大二 188 人，大三 208 人，大四 206 名。
1.2.1

职业使命感量表

采用 Steger 和 Dik[25] 编制

的简明职业使命感量表，该量表共 2 个项目，分别为

“我有一种职业使命感驱使我去寻找一个特定类型
的工作”和“我能很好地理解我的职业使命感，因为

它适用于我的职业”，采用 5 级计分，从“1=安全不符

合”到“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
0.80。
1.2.2

求职效能感量表

采用 Trougakos 等人 [26] 编

制的求职效能感问卷，该量表共 3 个项目，分别为

“我知道怎么寻找职位空缺机会”“
，我知道申请哪种
类型的职位”和“我知道如何准备好的简历”，采用 5

级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本研
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 0.73。

M
3.15
3.23
3.56
2.29

SD
1
2
3
0.87
0.65 0.29***
1.18 0.29*** 0.33***
0.92 0.24*** 0.23*** 0.21***

4

-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19]推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模

被试

工具

变量
1.职业使命感
2.求职效能感
3.情绪调节
4.求职行为

各变量描述统计

注：
N=802，
***P<0.001

20.13, SD 年龄 =1.36），其中，男生 371 名，女生 431 人。
1.2

表1

型检验步骤对本研究的模型进行检验，方程 1 中职

业使命感会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求职行为（β=0.27，

t=6.98，P<0.001），方程 2 中职业使命感会显著正向
预测大学生求职效能感（β=0.22，t=8.57，P<0.001），
方程 3 中求职效能感会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求职行
为（β=0.22，t=3.98，P<0.001），因此，求职效能感中介
了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假设 1 得
到验证。方程 3 中职业使命感与情绪调节的交互项
会 正 向 预 测 大 学 生 求 职 行 为（β =0.08，t=2.28，P<
0.05），因此，情绪调节调节了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
求职行为的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
为了考察情绪调节如何调节职业使命感对大学
生求职行为的影响，取情绪调节得分高（1SD）与得
分低（-1SD）绘制交互作用图（附图）。简单斜率检
验果表明，对低情绪调节的大学生来说，随着职业使
命感水平的提高，大学生求职行为水平显著提高
（β=0.11，t=2.03，P<0.05）。对高情绪调节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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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随着职业使命感水平的提高，大学生求职行为
表2

水 平 极 其 显 著 提 高（β =0.27，t=6.04，P<0.00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方程 1
效标：
求职行为
β
t
0.27
6.98***

变量
职业使命感
求职效能感
情绪调节
职业使命感×情绪调节
性别
年龄
R2
F
注：*P<0.05，
**P<0.01，***P<0.001

-0.27
0.01

方程 2
效标：
求职效能感
β
t
0.22
8.57***

-3.82***
1.72
0.08
23.05***

-0.07
-0.01

方程 3
效标：
求职行为
β
t
0.19
4.54***
0.22
3.98***
0.09
2.81**
0.08
2.28*
-0.21
-3.06**
0.13
1.97*
0.12
18.01***

-1.48
-1.10

0.09
25.76***

职效能感会对大学生求职行为起促进作用，该结果
进一步为自我决定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10]。这一结
果也符合自我效能感理论，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 [14]
的观点，大学生的求职效能感会促进大学生在求职
方面有更多积极主动行为。因此，职业使命感会通
过提高求职效能进而促进大学生求职行为，这一中
介模型启示我们，加强大学生职业使命感与求职效
能感都非常重要，都有助于大学生有更多求职行为。
本研究调节分析表明，情绪调节这一变量调节
了大学生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响。首
先，情绪调节会促进大学生的求职行为，即情绪调节
能力越强的大学生会有更多的求职行为。其次，情
绪调节会促进职业使命感对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影
附图

3

讨

情绪调节对职业使命感与求职行为影响调节图

为“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提供实证支持，一种

论

作为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求职行
为近年来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

响，该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自我调节理论 [23]，也再次

[2，30]

。本研究发现，职

业使命感会促进大学生的求职行为，
换句话说，
职业
使命感越强的大学生会有更多的求职行为，与此相
反，职业使命感低的大学生则会表现出较少的求职
行为，与以往研究一致 [11]。该结果从实践角度启示
我们，
有必要加强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感，进而促进大
学生求职行为。
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求职效能感在职业使命
感与大学生求职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求

保护因素（如情绪调节）存在时会增强另一种保护因
素（职业使命感）的作用[24]。根据这一关系模式可以
得出，对于职业使命感较强的大学生（vs. 职业使命
感较低的大学生）来说更能体现出高情绪调节大学
生的发展优势。因此，增加大学生职业使命感最能
情绪调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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