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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成就动机、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 方法：采用成就动机量表、择业效能感量表和职业

成熟度量表对随机抽取的 336 名大学生进行了测查。 结果：成就动机、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相关；成就

动机直接影响职业成熟度也可以通过择业效能感间接影响其职业成熟度的水平。 结论：择业效能感在成就动机和职

业成熟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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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of career maturity(CM),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Methods: A total of 336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s，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s and 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 Results: Ａ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career deci鄄
sion-making self-efficacy were associated with career maturit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career maturity, but achievement mo鄄
tivation also made direct contribution to career maturity. Conclusion: Ｃ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career 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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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成熟度是个体掌握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

应的相关信息， 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与其自身相适

宜的职业决策的一种心理准备程度， 是衡量个体职

业心理发展特点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Crites 等

人的研究表明， 职业成熟度水平能够较好地预测个

体的职业发展和行为[1]。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越高，就

越自信，独立性强，自我评价高，从而 减 轻 就 业 焦

虑[2]。 Betz 和 Taylor 将 Crites 的职业成熟度理论与班

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结合， 提出了职业决策自我

效能感的概念 [1]。 他们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操

作性定义为：个体对自身完成自我认知、搜集职业信

息、目标确定、制订规划、问题解决五项任务所需能

力的信心程度。 郑日昌将其简称为择业效能感[3]。 已

有研究表明个体择业效能感越强， 其职业探索行为

水平就越高，做出正确职业决策的可能性也越大 [4]。
心理学家泰勒和贝茨提出假设， 一个人职业决策的

自我效能高，他的职业成熟度就高，否则就低，此假

设已得到研究证实 [5]。 成就动机是人类的一种社会

性动机， 指努力追求卓越以期达到更高目标的内在

动力和心理倾向[6]。 其行为表现为行动的目的性、主

动性和坚持性。 Murry 概括出“成就需要”典型的行

为：追求较高的目标，完成困难的任务，竞争并超过

他人[7]。 已有研究证实，择业效能感的 5 个维度与成

就动机量表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避免失败维度存在负相关， 追求成功对择业效能

感的五个因素均有较高的预测作用 [8]。 大学生职业

成熟度与成就动机相关显著，其中追求成功动机、避

免失败动机分别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具有良好预测

作用[9]。 成就动机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在面对问题或

任务时， 其追求成功的强烈愿望使其强调职业中的

发展因素，忽视保障，稳定，从而发展出更高的择业

效能感[10]。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 研究者们对大学生择业效能感进行了多方

面的研究，发现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成就动机

密切相关， 但目前还没有将三个变量综合考察的研

究。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成就动机对择业效能

感有预测作用， 而择业效能感又对职业成熟度有影

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择业效能感有可能是成

就动机和职业成熟度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拟对此进

行检验。 以期对大学生择业指导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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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方便取样， 从湖北师范学院大一至大四共抽取

本科生 350 名。 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 345 份，有效

问卷 336 份， 有效率 96%。 男生 167 人， 女生 169
人。 理工科 162 人，文科 174 人。 大一至大四年级分

别为 82、85、82、87 人。 年龄 18-20 岁。
1.2 工具

1.2.1 成就动机量表 由叶仁敏修订， 共 30 题，分

为两部分， 分别测定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

动机[11]。
1.2.2 择业效能感量表 由龙燕梅编制，5 个维度，
共 25 个题目。采用 5 级记分，从“完全有信心”到“完

全没有信心”[12]。
1.2.3 职业成熟度问卷 采用张智勇等人修订的韩

国版职业成熟度量表，该量表由 34 个项目构成 。 量

表包含六个维度[13]。 采用 Likert 自评式五点计分。
1.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SPSS16.0 和 Amose17.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成就动机与职业成熟度的相关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追求成功的动机与职业目标、
职业自主和职业参照呈显著正相关， 与职业价值呈

显著负相关； 避免失败的动机与职业目标、 职业自

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和亲友依赖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成就动机与职业成熟度的相关

注：*P<0.05，**P<0.01，下同。

2.2 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的相关

表 2 结果显示， 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
2.3 成就动机、择业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3 表明， 择业效能感的五个维度与追求成功

动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避免失败动机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
2.4 择业效能感在成就动机与职业成熟度之间的

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中介效应模型， 我们采用 LISREL8.8
对择业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成就

动机对职业成熟度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β=0.25，P<
0.001）， 择业效能感在成就动机和职业成熟度之间

起着部分中介作用（β=0.38*0.40=0.152，占总效应的

60%）。 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数见表 4。

表 2 择业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的相关

表 3 成就动机与择业效能感之间的相关

表 4 职业成熟度在成就动机与择业

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拟合指数

附图 择业效能感在成就动机与职业成熟度之间的中介模型

3 讨 论

从结果来看， 成就动机能够显著地预测择业效

能感和职业成熟度。 追求成功动机的大学生目标明

确，定位准，对自己和对职位的认识都较为深刻，因

而职业成熟度都较高。 这在贾鹏飞的研究结果中也

得到了证实 [9]。 具有避免失败动机的人总是将自己

包裹在狭小的世界里，害怕去尝试，因为害怕失败以

及被嘲笑。 因而走不出去而没能锻炼职业自信和职

业能力，自然择业效能感低。 这与张彩霞[14]、李婵[8]的

研究结果一致。
中介效应模型表明择业效能感在成就动机和职

业成熟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60%。 成就动机的因子可以预测择业效能感水

平， 择业效能感的大多数因子可以显著预测职业成

熟度水平，这与高莉的研究结果一致[15]。 大学生成就

动机和择业效能感对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具有较好

的预测作用。 原因在于职业成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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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人的职业动机和职业能力， 这两个变量能够

预测职业成熟度。 成就动机通过择业效能感对职业

成熟度起作用。 原因在于成就动机是人格中非常稳

定的特质， 当它转变为能力或者行为等可视化事务

的时候，才能对职业成熟起更大作用。 因此，适度的

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和择业效能水平， 将有助于大

学生明确就业目标，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自信

心，提高其职业成熟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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