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自我构念、自我监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胡金凤 1，3， 余祖伟 2， 邬俊芳 3， 邓琳双 3

（1.珠海市夏湾中学心理咨询中心，珠海 519020；2.广州广播电视大学，
广州 510091；3.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暨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自我构念与自我监控的关系，并探讨自我监控在大学生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

作用。 方法：采用自我构念量表、自我监控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广州市三所高校 446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①大学生独立我与互依我并存，互依我仍占优势地位；男性的独立我显著高于女性，而互依我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

②独立我、互依我与自我监控显著正相关；二元型个体自我监控水平最高，边缘型最低；③自我监控在独立我与主观

幸福感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互依我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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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struals and self monitoring,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 monitoring between self-construals and subject well-being. Methods: 446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fill
questionnaires of Self Construals Scale, Self Monitoring Scale and Subject Well-being Scale. Results: ①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coexisted in students’ self concep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was
the leading type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 concept. The level of male students’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②Self-construals were correlated with self monitoring; The level of self monitoring wa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 students. People with bicultural self scored the highest while people with margin
type scored the lowest. ③ Self monitoring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t self -construal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and subjective well-be-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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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人自我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不足[1]。 本研究以自我

构念为切入点，分析大学生自我构念与自我监控、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以期丰富中国人自我的研究，并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
Markus 和 Kitayama 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为出

发点， 认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形成的是独立

型自我构念（以下简称独立我），而东方集体主义文

化下个体形成的是互依型自我构念 （以下简称互依

我）[2]。 独立我与互依我并非同一维度的两个极端，
它们并存于同一个体 [3，4]。 对独立我来说，存在一个

真实的自我（核心自我），真实自我的表达是由构成

自己的核心特质来表现的， 表现一致的自己被视为

是成熟的，不受环境影响的；不一致则使真实自我受

到威胁，可能会导致自我概念混淆、不清晰，或者有

分离感 [5]。 对于互依我来说，重要的关系、集体成员

的身份、社会角色对于定义自我是非常重要的，行为

应符合规范、规则、特定的角色和情境的期望。 互依

我关注与他人的关系，与人际关系正相关[6，7]。 因而，
独立我更强调自我和谐；互依我则关注人际和谐。

目前自我监控与自我构念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分

歧， 有研究表明西方文化下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高

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监控水平[8，9]。 而 Gudykunst
和 Nishida 则发现美国和日本被试的自我监控水平

并没有差异[10]；Harumi 发现美国和日本两种文化下，
互依我预测高自我监控，独立我预测低自我监控 [11]。
本研究认为， 这种分歧可能与自我监控的构建存在

不足有关。Snyder 提出自我监控，用以解释个体自我

呈现的差异， 认为高自我监控者随时监控和调整自

己的行为以适应不同的场合， 强调自我呈现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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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自我监 控者（low self-monitor）的 行 为 通 常 反

映了他们内在的理念或态度，通常是稳定的，不受外

界因素干扰 [12]。 肖崇好对此提出质疑并对自我监控

进行了重构，指出自我呈现既有自我功能，又有人际

功能。 根据这两个维度，自我监控者分为四种：高自

我监控者在自我呈现过程中既维系自我和谐， 又维

系人际和谐；他人导向监控者只注重人际和谐；自我

导向监控者只注重自我和谐； 低自我监控者既不注

意人际和谐，也不注意自我和谐[13]。
根据肖崇好对自我监控的重构， 自我和谐和人

际和谐的平衡发展是高自我监控的本质特征； 而独

立我强调“自我和谐”，互依我强调“人际和谐”，本研

究推测， 互依我与独立我均正向预测自我监控。 此

外， 研究发现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独立

我、互依我均可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14，15]。 自我监控

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不多。有研究表明，自我监

控水平对外显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内隐幸福感

影响显著[16]。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自我监控与个体

社会适应水平密切相关， 高自我监控大学生社会回

避较少， 在人际关系社会地位指数上明显高于他人

导向者和自我导向者 [17]；高自我监控者具备良好的

人际适应能力，能够灵活应对内心冲突；低自我监控

者行为调控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处事较僵化、
刻板 [18]，而个体的社会适应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

要指标。因而本研究推测，自我监控与主观幸福感存

在相关关系。 综上，自我构念、自我监控与主观幸福

感两两存在相关。 本研究假设：独立我、互依我与自

我监控显著正相关； 自我监控在自我构念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广州市三所大学共发放问卷 500 份， 回收有

效问卷 446 份，回收率为 89.2%。 其中，男生 204 人，
女 生 231 人，11 名 性 别 缺 失。 被 试 年 龄 为 范 围 为

18-29 岁，平均年龄为 21.9（SD=1.83）。
1.2 工具

1.2.1 自我构念量表 采用陆洛 [19，20]编制的个人取

向自我观量表及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简版）。 其中

个人取向自我观量表包含独立、自主、竞争、一致四

个维度，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包含情境自我、人际连

接、自我修养、社会敏感四个维度。 每个量表包括 20
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本研究中个人取向自我观量

表与社会取向自我观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

为 0.81、0.81。

1.2.2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 用 Diener 等 人 编 制 的

《国际大学生调查》问卷 [21，22]。 该量表由生活满意度

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组成。
1.2.3 自我监控量表 采用肖崇好 [23]编制自我监控

量表中的高自我监控分量表， 该量表测量一个人行

为兼顾自我和谐与人际和谐的程度，含 7 个题项。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3。

2 结 果

2.1 大学生自我构念特点

大学生独立我每题的均分为 4.12（SD=0.55），互

依我每题的均分为 4.57（SD=0.49）。 独立我量表、互

依我量表皆为 7 点计分， 因而独立我与互依我得分

皆高于平均分 4 分。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被试

互依我显著高于独立我（t（445）=16.84，P<0.01）。 此

外，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独立我与互依我呈中等程度

的相关（r=0.43，P<0.001）。
2.2 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我构念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自变量， 大学生在自我构念量表上得

分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多元方差分析。 统计结

果表明，男生独立我得分高于女性，而互依我得分低

于女生。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生独立我得分

显著高于女生（t(433)=3.18，P<0.01），但互依我维度

上差异不显著（t(433)=-1.17，P>0.05）。

表 1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自我构念状况

2.3 大学生自我构念与自我监控的关系

由表 2 可知，独立我、互依我与自我监控显著正

相关。根据 Kim 等的研究[24]，以独立我和互依我得分

的平均分为标准将自我观划分成四种类型， 分别为

二元型(高独立、高互依)、独立型(高独立、低互依 )、
互依型(低独立、高互依)及边缘型(低独立、低互依)，
将被试分类统计。 对四种类型个体在独立我和互依

我两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四种类

型自我观个体在独立我、 互依我得分上均差异显著

（F (3，442)=246.30，P<0.001；F (3，442)=228.79，P<
0.001）验证了分类的科学性。 对四种不同类型自我

观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表

3 可知， 自我监控水平在不同的自我观类型上均差

异显著。LSD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二元型个体的自我

监控水平高于互依型、独立型、边缘型个体；独立型、
互依型个体自我监控水平高于边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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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我监控在互依我与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

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自我构念、 自我监控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上述相关检验结果，
结合理论基础，验证中介模型。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验证。 首先，对

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然后根据模型拟合输出结果中

给出的两两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的临界比率 （即 CR
值） 和残差之间两两相关的协方差的临界比率，删

除 CR 值小于 1.96（即 P>0.05）的路径关系，每删除

一些路径后就重新运行一次程序，经过若干次修正，
得到修正模型一（见附图），其拟合结果如表 4 所示。

互依我 生活满意度

0.27***
0.43*** 自我监控 0.55*** 主观幸福感 积极情绪

0.17*** 0.16***
独立我 消极情绪

附图 自我监控在自我构念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路径图

注：模型中的数值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间的拟合指数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 互依我作为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

的“传统性”自我仍是优势自我。 在中西交流日益频

繁，文化融合日益凸出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独立

我和互依我都处于较高水平，表现出共存的状态，并

且根植于传统文化下的互依我仍占优势。

性别差异的检验结果表明， 男性的独立我显著

高于女性，而互依我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独立我上

的性别差异可能与社会 规范对性别 角色的要求 有

关，男性往往被认为更应该独立、自主，他们所受的

教育及承担的社会角色使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独立

我的特点，如男性可能更具有竞争意识，而女性更关

注合作。互依我得分上虽然女性高于男性，但差异不

显著。这表明，男性和女性受到相似的集体主义文化

的影响，在互依我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但本研究与以

往的研究有差异，如唐桂梅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在

独立自我构念和互依自我构念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26]。
此外， 有研究显示女性更倾向于建构和维持互依型

自我构念[6]。 这可能与选择的量表有关，量表测量的

独立我与互依我侧重点的不同导致结果上有差异，
如 Cross 编制的关系互依量表（relational-interdepen-
dent self-construal scale）更侧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
而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则是陆洛结合中国文化编制的

本土化的自我观量表 [19]，互依我的含义更广，可能更

符合中国文化下个体自我观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独立我、 互依我与自我监控显著正

相关； 且自我监控在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 对于互依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互依，即

融入重要的团体或关系，并与之维持和谐的状态；而

对于独立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追求独立、自主以及内

在正向属性的表现与肯定[2]，其行为关注核心自我的

表达， 而兼顾人际和谐与自我和谐是高自我监控的

本质特征，因而，互依我与独立我的平衡发展能够促

进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 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主观

幸福感水平， 即自我监控在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

间起到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我监

控在独立我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

互依我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独立我

表 2 自我构念、自尊、关系和谐及主观幸福感的积差相关分析

表 3 不同自我观类型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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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作用， 但互依我对于主观

幸福感并不存在直接作用。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与

独立我、互依我的特征有关，独立我更注重个体的独

立自主，关注个人的身心福祉，能够直接影响主观幸

福感水平； 而互依我更加关注调节自己的行为以维

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更注重他人及团体的福祉，其对

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由它对自我监控水平的促进

作用实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自我监控在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提供了与其他类型的自我观个

体相比，二元型自我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身心福祉较

优的一种解释：具有互依我、独立我双重特征的二元

型自我能够兼顾人际和谐及自我和谐， 能最好地促

进个体自我监控水平的发展，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
而互依型、 独立型自我仅仅关注人际和谐或者自我

和谐，忽视了自我和谐与人际和谐的某一方面，影响

个体自我监控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边

缘型个体在人际和谐、自我和谐维度上都较低，其自

我监控水平最低，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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