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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主动性人格、生涯适应力与生涯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 方法：对 1089
名大学生施测相关量表，并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果：①男女生在父母生涯发展期望的安

全舒适维度，主动性人格，生涯适应力总分和好奇，信心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生涯决策困难各维度及总分差异不显

著；②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生涯决策困难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其交互作用

不显著；③生涯适应力在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与生涯决策困难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父母生

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生涯适应力是重要的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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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Methods: Relevant inventories were administered to 1089 college stu-
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applied in data
analysis. Results: ①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stability dimension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the total
scor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the total score and curiosity and confidence dimension of career adaptability, whereas no
gender difference existed on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vealed that both the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but the effect of their inter-
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③Career adaptabi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proactive per-
sonality on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Conclusion: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demonstrated
“dual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y, between which career adaptability was an important mediating variable.
【Key words】 Parental career expectati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Career adaptability；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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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生涯决策困难的相关研究中，家庭的

影响已逐渐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环境因素 [1]。
研究表明，在家庭的影响中，父母是施加影响的核心

角色，父母影响子女的职业抱负、职业目标和职业决

策，这些影响往往以期望的方式，通过沟通得以体现
[2]。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一代代父母的普遍心态，而强调个体和家庭连接，
实 现 父 母 生 涯 发 展 期 望，回馈父母恩情的“孝道”
仍然是中国年轻人自我概念 和 价 值 观 中 的 重要部

分[3，4]。 台湾学者[5]研究发现，父母生涯发展期望是大

学生进行生涯决策和 恋 爱决 定 中 考虑最多的因素。

因此可以推断， 父母对子女的生涯发展期望对大学

生的职业决策及决策困难可能 存在潜在的 重要影

响。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人的

发展离不开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6]。 从这个观点来

看， 父母对子女的生涯发展期望这一外部环境因素

可能并不是单纯地直接对生涯决策困难起作用，而

其效应很可能是通过与个体的内在特质也就是人格

因素相互作用而达到。 Bateman 等在研究中发现，在

人与环境互动时， 有的人倾向于主动采取行动去改

变外部环境， 有的人则被动地接受他们所处的外部

环境。 据此，他们提出了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
sonality）的概念，并将其定 义为个体不 受环境阻力

所制约，主动采取 行 动 改 变 环 境 的 一 种 行 为 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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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7]。 根据这一建构，如果将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作为

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环境因素， 那么个体如果在

主动性人格上具有差异， 就可能对父母生涯发展期

望采取不同的反应， 进而导致不同的决策状态和决

策困难水平。 谭佳和苏文平发现，在中国大学生中，
主动性人格和 决 策 困 难 存 在 显著的正相关[8]。 这一

结果为主动性人格和生涯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初步的证据。然而，这一特质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交

互作用以及它们影响生涯决策困难的可能机制 （例

如，可能的中介变量）至今尚无探索。
生涯适应力是目前生涯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热

点，它被 Savickas 定义为“个体应对可预测的工作任

务和角色以及由工作变化带来的不可预测的自我调

整的准备程度[9]”。 生涯适应力代表着一种心理社会

资源， 是处理快速变化的现实社会所带来的职业方

面的挑战的核心能力[10]。 研究已经证实，生涯适应力

对诸多生涯结果变量和心理健康变 量都有显著 影

响。 例如，Germeijs 和 Verschueren 的研究发现，青少

年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与他们面对生涯转换过程中的

规划、探索、自信和决策质量都有正向相关关系 [11]。
Hirschi 的研究也证实了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能够预

测其生活满意度水平[12]。 另一方面，生涯适应力本身

也受到个体和家庭变量的影响。例如，在台湾大学生

样本中， 吴淑琬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生

涯适应力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 [13]。 Ken-
ny，Blustein 和 Chaves 的研究证实，家庭支持正向预

测青少年的生涯适应力[14]。 然而，现有文献大多是相

关研究，对生涯适应力的具体角色（例如作为中介变

量）或影响的具体机制探索尚不足够，相关研究在国

内更是几乎空白。而根据生涯适应力的理论建构，生

涯适应力是一种“适应”的核心能力；上面的实证证

据又表明，生涯适应力既影响着结果变量，也受到来

自个体和家庭的前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纳入

生涯适应力， 并假设它作为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

动性人格及其交互作用对生涯决策困难影响的中介

变量。
综上所述， 为了弥补前人研究中的缺陷并在其

基础上有所发展， 本研究将探索作为环境变量的父

母生涯发展期望， 作为个体变量的主动性人格及其

交互作用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索

可能的机制， 模型中纳入了生涯适应力作为中介变

量，由此建立了有中介的潜变量交互效应模型[15，16]。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抽取中国西部四所大学大三、 大四学生为被试

进行施测。 回收问卷 1089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954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7.60%。 有效问卷的人口学

组 成 为 ： 男 生 450 人 （47.16% ）， 女 生 504 人

（52.84%）；文科学生 533 人（55.87%），理科学生 421
人（44.12%）；大 三 学 生 为 578 人（60.59%），大 四 学

生 376 人（39.41%）。 平均年龄 22.82 岁（SD=1.36）。
1.2 工具

1.2.1 决策困难问卷 本研究采用 Hou，Li，Gati[17]翻
译的由 Saka 和 Gati 等人编制的 “情绪与人格相关

生 涯 决 策 困 难 量 表 ” [18]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Career Difficulties Scale，EPCD）。 问卷共有 53 个项

目，9 点 Likert 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决策困难越大。
问卷分成三个大维度：悲观的看法；焦虑；自我概念

和认同。 这三大维度又可以分成 11 个子维度。 本研

究中，此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范围为 0.87 到 0.97。
1.2.2 主动性人格问卷 本研究采用商佳音和甘怡

群[19]修订的由 Bateman 和 Crant[7]开发的主动性人格

量表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PPS)。 问卷共有 11
个项目，用 Likert7 点评分，1 代表“非 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主动性人格越典型。
1.2.3 生涯适应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 Hou 等人修订

的生涯适应力量表[10]。 该量表由 24 个题目构成，包

括四个维度，生涯关注、生涯好奇、生涯自主和生涯

信心，每个维度包含 6 个题目，Likert 5 点计分。问卷

总分越高，代表生涯适应力越强。
1.2.4 父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期望量表 本文采用侯

志瑾等编制的“父母对大学生生涯发展期望量表”[20]

测量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对其生涯发展的期望。 该

量表共有 30 个项目，包括 4 个维度，分别是自主发

展，成就地位，安全舒适和专业符合。 所有项目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

生涯期望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总分及各维度的 α
系数在 0.82 到 0.93 之间。
1.3 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前 面提出的假 设和关系模 型， 采用

SPSS17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

析；采用 Mplus6.0 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变量描述统计和性别差异分析

各变量的描 述统计和性 别差异分析 结果见表

1。 在父母对子女的生涯发展期望上，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男女生总分差异并不显著 （F (1，890)=
1.82，P>0.05）。 然而，女生所感知到的父母对于其生

·264·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1 No.2 2013



涯 发 展 安 全 舒 适 维 度 的 期 待 显 著 高 于 男 生 （F
(1，890)=26.97，P<0.001）。 在主动性人格上，男生的

主动性人格得分显著高于女生（F(1，902)=11.29，P<
0.01）。 在生涯适应力总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F
(1，882)=13.87，P<0.01）。 具体来看，该显著差异来源

于生涯好奇维度（F(1，882)=24.75，P<0.01）和生涯信

心维度（F(1，882)=12.23，P<0.01）。 但男女生在生涯

决策困难方面， 无论是总分还是各维度均不存在显

著差异。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性别差异分析（M±SD）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结构方程模型：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表 2 列出了研 究中各个变 量及其维度 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为了验证假设模型，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而由于涉及潜变量的交互

效应， 需要考虑如何产生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

性人格潜变量乘积项的指标。 因主动性人格量表只

有一个维度， 故用其总平均分作为主动性人格的观

测变量。 然后参考温忠麟等人[15]提出的方法，用父母

生涯发展期望的四个维度分别和主动性人格总平均

分做中心化乘积，得到四个观测变量乘积，作为父母

生涯发展期望×主动性人格的潜变交互项指标。 对

于其余变量，用其自然的维度得分作为潜变量指标。
拟合后的路径系数见附图。

拟合指数显示，整体模型拟合理想。各项拟合指

数如下：χ2=280.48，df=95，RMSEA=0.05，SRMR=0.03，
CFI=0.97，TLI=0.96。从图中可以看出，由父母生涯发

展期望四个维度和主动性人格总平均分分别做乘积

形成的潜变量交互效应的观测指标 路径系数都 在

0.01 水平上显著（0.63 到 0.91），这说明，以这种方法

产生的四个乘积项是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与主动性人

格潜变量交互效应较好的观测指标。另外，父母生涯

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的预测主效应

均显著（标准化 Beta 分别为 0.25 和 0.44），但父母生

涯发展期望与主动性人格的乘积项不显著 （标准化

Beta 为 0.03）。就 EPCD 而言，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主

动性人格和生涯适应力的主效应都 显著 （标准化

Beta 分别为 0.19, 0.14 和 -0.27）， 而父母生涯发展

期望和主动性人格的乘积项仍 然不显著 （标 准化

Beta 为 0.006）。 这些结果说明， 无论是对生涯适应

力还是决策困难， 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

的交互作用都没有得到验证， 但生涯适应力部分中

介了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生涯决策困

难的预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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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图的模型中， 可以分解出父母生涯发展期

望对学生生涯决策困难不同影响路径的效应大小。
这些效应主要有以下来源： 首先是父母生涯发展期

望对决策困难的直接预测效应 0.190；其次是它通过

生涯适应力对决策困难的间接效应 0.25×(-0.27)=-
0.068；第三部分来源于父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

人格相关，而主动性人格能直接预测决策困难，这部

分效应值为 0.29×0.14=0.041；第四部分来源于父母

表 2 各变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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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相关， 而主动性人格通

过生涯适应力对决策困难起作用， 这部分效应值为

0.29×0.44×(-0.27)=-0.034。 因此，父母生涯发展期望

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更高的父

母生涯发展期望直接或通过主动性人格带来更高的

生涯决策困难， 正的总效应为 0.190+0.041=0.231；
另一方面， 更高的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会直接或通过

主动性人格提高学生的生涯适应力， 从而降低生涯

决策困难，负的总效应为-0.068-0.034=-0.102。正效

应绝对值约为负效应绝对值的 0.231/0.102=2.3 倍。

附图 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及路径系数

注：期望×人格的指标变量为：乘积 1 = 自主发展×主动性人格，乘积 2 = 成就

地位×主动性人格，乘积 3 = 安全舒适×主动性人格，乘积 4 = 专业符合×主动

性人格。 做乘积前变量均已中心化。 所有标注的系数都在 p < 0.001 水平上显

著，不显著的系数标注为 NS。

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分解出主动性人格对学生生

涯决策困难不同影响路径的效应大小。 这些效应主

要有以下来源： 首先是主动性人格对决策困难的直

接效应 0.140，其次是它通过生涯适应力对决策困难

的间接效应 0.44×(-0.27)=-0.119， 第三部分来源于

主动性人格和父母生涯发展期望相关， 而父母生涯

发展期望对决策困难有直接预测效应， 这部分效应

值为 0.29×0.19=0.055；第四部分来源于主动性人格

和父母生涯发展期望相关， 而父母生涯发展期望通

过生涯适应力对决策困难起作用， 这部分效应值为

0.29×0.25×(-0.27)=-0.020。 因此，主动性人格对生涯

决策困难也有着正向和负向的效应： 正向效应总和

为 0.140+0.055=0.195， 负 向 效 应 总 和 为 -0.102-
0.020=-0.122。 正效应绝对值约为负效应绝对值的

0.195/0.122=1.6 倍。

3 讨 论

3.1 描述统计和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无论男女，父母生涯发展期望中

安全舒适维度的得分都是最高的， 而这一趋势对女

生尤其明显。 父母对男女大学生的生涯发展期望总

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职业的安全舒适上，父母

对女生的期望显著高于男生。 这与陈淑芳 [21]的研究

结果一致。 结果似乎表明，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

“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但无论是男大学生还是女

大学生， 当今的父母都期望他们在职业选择中自主

发展，取得高的成就地位，并且和自己的专业有一定

的符合。 然而，研究似乎同时也表明了，女性仍然被

期待少冒风险，因此相比于男生，父母更加希望自己

的女儿找到一个稳定舒适的工作。
主动性人格的总分上， 男生的得分也显著高于

女生。这与黄颀等人[22]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生涯适应

力及其维度上，也存在同样的性别差异：男生生涯适

应力总分显著高于女生：具体来说，生涯关注和生涯

自主维度上没有差异， 但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维度

男生的得分均高于女生。 这些结果与国外结论不一

致，例如 Rottinghaus 等人 [23]和 Hirschi[12]的研究中都

没有发现生涯适应力的性别差异。 但本研究却验证

了基于中国样本得出的结论：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

是在台湾进行的研究， 都发现男性的生涯适应力显

著高于女性[10，13]。究其原因，可能是现今中国社会里，
男性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社会

期望。这要求男性把职业选择做为非常重要的任务，
因此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 的态度进行 探

索，以做出更好的决定。 另一方面，就业指导工作的

经验表明，相比于女生，男生在就业时仍然具有一定

的优势， 与职业世界更多的接触以及这种就业中存

在的潜在优势， 可能成为了男生生涯自信水平高于

女生的原因。
3.2 变量关系探索：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

从相关分析表可以看出， 作为环境因素的父母

生涯发展期望以及作为个人因素的主动性人格与生

涯适应力彼此之间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已有研

究中，Rottinghaus 和吴淑琬都发现，生涯适应力和大

五人格中的开放性，外向性，亲和性和尽责性有正向

相关，与神经质呈负相关 [13，23]；而 Major 等人也通过

研究得出， 主动性人格与大五人格之间的关系有着

完全相同的模式 [24]：这间接地为本研究中主动性人

格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 这里相关

分析的结果同时也表明，父母生涯发展期望越高，孩

子似乎越倾向于发展更加积极主动的人格， 达到更

高的生涯适应力水平。 父母期望对孩子发展的促进

性作用，与胡军生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25]，体现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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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于来自于父母的期待和要求健康而适应的应对

方式：他们调整自己的状态，激活自己的心理资源，
通过更加积极主动的行为去应对生涯发展的挑战，
以期达到自己和父母的目标。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 全模型中父母生涯发

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的乘积项对生涯适应力和决策

困难的预测效应均不显著， 并没有支持主动性人格

这一内在特质与父母生涯发展期望这一外在环境因

素的交互效应对决策困难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生

涯发展期望对生涯适应力和决策困难的影响并不因

为个的主动性的高低有所改变。然而，父母生涯发展

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决策困难都展现出了显著的正

向主效应。另外，全模型中生涯适应力仍然能显著地

负向预测生涯决策困难， 其部分中介作用也得到了

验证。根据路径系数进行的效应分析可以发现，无论

是父母生涯发展期望还是主动性人格， 对生涯决策

困难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本身或通

过彼此都会成为决策困难的诱发因素。 父母生涯发

展期望可能是一种压力来源， 造成学生的焦虑情绪

和悲观看法 （体现在前面结果中父母期望和 EPCD
焦虑和悲观看法维度的显著相关），从而引起决策困

难，这也与陈淑芳的研究结果一致[21]；而具有主动性

人格的人， 可能会更经常地去面对和处理生涯发展

的问题 [8]，从而相比于采取回避或随遇而安的个体，
更可能感受到焦虑， 从而在自陈式的 EPCD 量表中

报告更高的决策困难。另一方面，父母期望和主动性

人格又都可以直接或者通过彼此形成生涯适应力的

促进因素。 父母对职业的期望越高或主动性人格越

高，个体越会积极地关注自己生涯发展的问题，进行

探索和尝试，从而发展出更高的生涯适应力，而适应

力的提高又会带来决策困难的降低。 就父母生涯发

展期望而言， 对决策困难的正向效应是负向效应的

约 2.3 倍， 因此效应中和之后表现出的是相关分析

中显著的正系数；而就主动性人格而言，对决策困难

的正向效应是负向效应的约 1.6 倍， 效应抵消之后

整体上的相关就变得不显著了。 这些结果表明，父

母生涯发展期望和主动性人格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

响不能一概而论，当它们成为焦虑情绪的来源时，就

是职业发展中的阻碍因素； 但当它们起到促进生涯

适应力的提高的作用时， 就成了职业发展中的促进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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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偏离正常的发育水平，表现出语言应用障碍、智

力各部分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社会互动沟通方面，

该类孩子存在明显的异常，缺乏眼神交流、朝向他人

的脸部表情、分享、展示，社会互动的品质存在质的

损害。 在临床工作中如何能早期发现并进行早期干

预将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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