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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生命意义与自尊和内外控制倾向的关系。 方法：采用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罗森伯格自尊

量表（SES）及内外控量表对 442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①大学生总体生命意义处于良好水平。②不同自尊水

平大学生在生命意义总分及各因子上差异非常显著；自尊与生命意义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③不同控制倾向的大学生

在生命意义总分及除人际关系和追求的其他因子上差异显著。 ④自尊和内外控制倾向对生命意义有一定的预测能

力。 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与自尊、内外控制倾向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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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fe meaning, self-esteem, and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College Student Life Meaning Questionnaire, Rosenberger Self-respect Question-
naire(SES) and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Inclination Questionnaire were administered to 442 college students using
random sampling. Results: ①The general college students’ life meaning stood on a good level. ②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elf-respect level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ife meaning total score and its sub-scales scores. Self-respect
had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ife meaning total score. ③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ife meaning total score and sub-scale scores except social relation and aspiration. ④Self-esteem and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had certain predictive power over life meaning.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
lation between life meaning and self-esteem, 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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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 最早提出生命意义概念， 并认为生命意

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是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

生活的特定意义，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都拥有需要

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1]。 自此以来，尽管不同学

者对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阐释， 但一般认为生命意

义是很个人的， 是可以感受到自我存在与价值的东

西[2]。 Wong 提出生命意义包括认知、情感和动机三

个部分，“认知”指个人的信念系统，关注如何让个人

活得有价值；“情感”指个人对追求目标、参与活动的

满意程度；“动机” 指积极追求目标和参与个人认为

有价值的活动[3]。
生命意义感是保持和提高个体生理、 心理健康

的一个稳定可靠的预测指标。 生命意义感较高则可

缓冲创伤、压力的影响，其对生活的积极改变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生命意义感越高，感知到的生活积极改

变就越多； 生命意义感越低或缺乏生命意义会使人

空虚、厌烦，产生生活及自我无意义感体验，产生存

在性挫折， 这些因素都极有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产

生。Michael 和 Patricia 研究指出，大学生的自我价值

感与生命意义呈显著正相关[4]。 Overholser 等人对大

学生的自我认同 感 和 存 在 焦 虑 感 的 研 究表明，处

于不同自我认同发展状态的学生存在焦虑有显著差

异[5]。 Schnell 构建人格因素、意义源和意义感三者关

系，发现所有的人格因素都对意义源有预测能力，不

同的人格特征与不同的意义源相联系 [6]。 以上研究

从一个侧面显示，自尊水平、人格倾向等与生命意义

存在密切关系。
目前国内对于内外控人格倾向及自尊水平与生

命意义关系的研究很少。为此，我们对湖南 442 名在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旨在探讨当前大学生生命意义

与自尊和内外控人格的关系， 以期引导学生探索和

追求积极的生命意义，为高校、家长、学生提供干预

指导策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方便抽样选取长沙四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其中 2 所本科院校，2 所高职院校，发放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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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问 卷，回 收 468 份，有 效 问 卷 442 份，有 效 率 为

96.51% ， 其 中 男 生 230 人 (52.0%)， 女 生212 人

(48.0%)；大一 131 人（29.6%），大二 119 人（26.9%），
大三 101 人（22.9%），大四 91 人（20.6%）；文科 199
人（45.02%），理科 243 人（54.98%）。
1.2 工具

1.2.1 大学生生命意义问卷 由盛正群于 2007 年

修订。共 46 个条目，采用 7 级评分，分值越高代表生

命意义感越高。 分为 10 个维度：成就、人际关系、自

我超越、自我接受、亲密关系、公平、追求、信仰、家庭

和快乐。问卷的信效度较好，内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0[7]。
1.2.2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该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
采用 4 级评分（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分值

越高代表自尊程度越高[8]。

1.2.3 内外控量表 量表采用于欣根据 Rotter 的内

外 控 量 表 （Rotte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Scale，I-E Scale）修订而成的中文版。 检测个体对现

实所持的态度和行为类型。共 10 个条目，计算总分，
所得分值越高，表明内控倾向越明显。以往的研究证

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9，10]。

2 结 果

2.1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总体情况

根据盛正群等人的研究报告，4 分为意义感处

于模糊状态，6 分为较好，每个题目的平均分在 5-6
分之间是属于比较好的状态 [7]。 本研究被试每个题

目平均分在 5-6 分之间，可认为本组大学生生命意

义的总体状况较好。 其中处于低生命意义状态的大

学生 （总分低于 184 分， 每题平均分小于 4） 有 18
人，比例为 4.07%；无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总分

在 184-230 分，每题平均分在 4-5 分）有 84 人，比

例为 19.00%；有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总分大于

230 分，每题平均分在 5 分以上）有 340 人，比例为

76.92%。 见表 1。

表 1 大学生生命意义现状（n=442）

2.2 不同自尊水平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比较

按自尊总分从低到高排序，取低分端的 27%被

试为低分组，高分端的 27%被试为高分组。 对不同

自尊水平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进

行方差分析， 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总分及各分量表

得分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 进一步事后多

重比较（LSD）表明：在生命意义总分及成就、人际关

系、公平、追求、信仰、自我超越、自我接受和快乐分

量表得分上， 高自尊的大学生显著高于中等自尊和

低自尊的大学生， 中等自尊的大学生显著高于低自

尊的大学生；在家庭和亲密关系量表得分上，高自尊

和中等自尊的大学生显著高于低自尊的大学生。 见

表 2。
2.3 不同内-外控制倾向大学生生命意义比较

在生命意义总分、成就、公平、家庭、亲密关系、
快乐、信仰、自我超越、自我接受上，外控倾向大学生

显著低于内控倾向大学生（P<0.05）。 见表 3。

表 2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自尊差异

注：*P<0.05，**P<0.01，下同。

表 3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人格特质差异

2.4 大学生生命意义与自尊、内外控人格的相关

生命意义总分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0.455，P<
0.01）；生命意义总分与内外控人格呈显著负相关（r=-
0.205，P<0.01）。
2.5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回归分析

以性别、身体健康状况、自尊和内-外控4 个项

目作为自变量，生命意义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4 个变量均进入生命意义回归

方程。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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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生命意义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总体情况

较好， 有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四

分之三以上，与盛正群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研究

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总体情况乐观， 生命意义感

较高的大学生占 51.27%；生命意义感较低及体验不

到生命意义感的同学仅占 7.42%， 这说明绝大多数

同学都觉得自己生活是有意义的。 但与李鹏忠、黄

仙红、张邢炜 [11]，以及徐洁、常美玲 [12]的研究有所不

同，他们研究发现大学生整体生命意义感偏低，只有

15.5%的大学生有明确生命意义， 大部分大学生存

在有“存在性空虚感”，缺乏明确的生命意义。之所以

结果有差异，可能与样本大小、取样地区、取样时间

以及采取的问卷不同有关，但总体而言，大学生因为

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 在思想上有着较高的修

养和素质， 因而也可以解释大多数大学生对生命意

义有着较高的认知。
本研究发现， 生命意义在不同自尊水平中存在

差异，表现为自尊水平高，其生命意义感也越高；相

关分析也显示， 自尊与生命意义总分及其十个因子

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这与 Overholser 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 Overholser 研究发现低自尊与无望感、高抑

郁水平、 自杀观念以及增加自杀企图可能性有密切

关系。 纳撒尼尔·布兰登（N.Branden）认为自尊是人

们在应对生活挑战时的自信体验和坚信自己拥有幸

福生活权利的意志， 它对人们的生活有根本的促进

作用，与人们正常健康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有助于提

升人们存在的价值 [13]，所以高自尊个体的生命意义

感也往往越高。
本研究发现， 生命意义在内外控制倾向人格特

质中也存在差异，表现为外控分数越高，生命意义感

越低。 张小远等的相关分析也显示：外控得分越高，
生命意义总分及其分量表得分越低。 内控者认为自

身控制着要发生的事情， 成功来源于个人内在控制

的力量，表现为努力奋斗，遇到挫折多采取建设性反

应，较少焦虑感；而外控者认为如环境、运气、机遇等

外在因素控制着发生什么事情，表现为焦虑感高。内

控倾向的人工作动机较强，把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
因而会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也更高；外

控倾向的人比较多地采取破坏性的适应方式， 消极

地面对问题，因而会有更低的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

感也低。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健康状况、自尊、内外

控人格与生命意义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从标准化回

归系数可以看出自尊对生命意义的影响最大。 自尊

对生命意义有正向预测作用， 即高自尊个体的生命

意义感也往往越高， 本研究结果支持 N.Branden 等

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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