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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成就动机在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

（APS-R）、一般拖延量表（GPS）和成就动机量表（AMS）对 305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 结果：①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成就动

机呈正相关，与拖延成负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呈负相关，与拖延成正相关；②完美主义和成就动机对

拖延均有预测作用， 其中成就动机在适应性完美主义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拖延的影响中均有部分中介作用。 结

论：成就动机在完美主义对拖延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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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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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
tionism and procrastin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The APS-R (the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
GPS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and AMS(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were administered to 305 university under-
graduate students. Results: ①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procrastination was negativ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
relation emerged between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procrastination,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ladaptive perfec-
tionism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negative; ②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procrastination, as well as between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procrasti-
nation. Conclus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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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是指一种具有个人倾向性或特质的行为延

迟,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1]。 拖延作为一种

消极的行为模式， 因其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危害性与

发生的普遍性而备受人们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发现，
影响拖延的因素很多， 但人格特质是其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解释变量[2]。
完美主义是一种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极致表现

的倾向， 是对人的情感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的人格

特质[3]。 当前研究发现，完美主义是一个多维的复杂

结构，其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称为适应性的完美主

义（Adaptive Perfectionism），也 有 消 极 的 方 面，称 为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4]。 在

完美主义维度的划分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Hewitt
等 的 三 维 观、 Frost 等 的 六 维 观、 Slaney 等 的 三 维

观，其中，Slaney 的三维观因更关注于完美主义的本

质特征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5]。

有关完美主 义与拖延之 间的关系研 究已经发

现，完美主义的某些组成部分对拖延有显著预测作

用。 Ferrari[6]对拖延者和非拖延者的研究发现，拖延

者报告更多的完美主义、自我保护、自我觉察和自我

妨碍。 后来，Frost 等人在发展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

表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FMPS）时考察了完美主义与拖延的关系，他们发现

在六个分量表中， 担心错误与对拖延的态度成显著

相关，个人标准和组织性与拖延频率有显著相关，父

母期望和批评与拖延频率和态度都显著相关 [7]。 还

有许多研究检验了拖 延和 Hewitt 的三维 完美主义

量 表 （Hewit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HMPS）的关系，发现社会取向的完美主义对拖延有

显著预测作用[8]。 国内也有研究用 Frost 完美主义量

表探究了与拖延的关系， 发现除父母期望外，FMPS
的各个分量表对拖延均有显著预测作用[9]。

但是， 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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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采用的完美主义量表大部分是采用 Frost 的

FMPS 量表或者 Hewitt 的 HMPS 量表， 这两个量表

都存在一定争议， 前者更多地关注完美主义产生原

因，后者更多关注完美主义的分类，其测量的都不是

完美主义的本质[10]。 另一方面，研究大部分都仅仅是

探究了完美主义和拖延的相关关系， 而没有深入探

讨完美主义对拖延的作用机制。 Eerde[11]对拖延影响

因素研究的元分析结果发现， 完美主义是影响拖延

的重要因素，但是其效应值（Effect Size）较小，笔者

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完美主义更多地是一种人

格特质，其对拖延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

些其它因素间接作用， 因此探究作用机制就显得尤

为重要。
Onvuebuzie[12]和 Yao[13]的研究都发现 ,非适应性

完美主义主要与拖延的害怕失败分量表分数相关显

著，而与任务难度无关。 这说明，完美主义对拖延的

影响，很有可能与动机有关。完美主义者是追求高标

准的群体， 因此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经常会出

现担心犯错，害怕失败等情况，这些心理都会促使他

们产生逃避任务的倾向，即拖延。 但同时，对高标准

的追求， 也会让完美主义者产生较强的渴望成功的

动机，如果个体渴望成功动机较强，甚至超过了回避

失败动机时， 这种内在动机的驱动带给个体的愉悦

感，很有可能会降低拖延的可能性。因此成就动机很

可能是完美主义和拖延的中介变量。目前，国内外都

已有研究证明了完美主义对成就动机的预测作用 [14]，
以及成就动机对拖延的预测作用 [15]，本次将在此基

础上研究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工商大

学本科学生 340 人，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05 份，其中男生 102 人，女生 203 人。
1.2 工具

1.2.1 近乎完美量表中文修订版 （APS-R） 采用

Slaney 编制、 田璐翻译的近乎完美量表中文修订版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APS-R）， 由 23 个条

目组成，包括三个分量表，高标准、不一致和秩序感。

其中，高标准是指对自己目标高低的评价，不一致性

是指自己的标准和实际表现的差异， 秩序感是指是

否喜欢整洁和秩序。 按照 Slaney 等人的理论构想，

量表中高标准因子是完美主义的核心特征， 不一致

和秩序感是完美主义的重要特征， 高标准和秩序感

因子测量完美主义适应良好的成分， 不一致因子测

量其适应不良的成分 [5]。 本研究采用高标准和秩序

感的加和分数作为适应性完美主义的指标， 而用不

一致分量表的分数作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指标。
1.2.2 一般拖延量 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16] 采用 Lay 编制的一般拖延量表， 该量表采

用 Likert5 点记分，得分越高表示拖延越严重。
1.2.3 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MS） [15] 中 文 版 本 为 叶 仁 敏 和 挪 威 Hegtvet 于

1988 年合作译制， 并于 1992 年在大学生和中学生

样本中进行了修订[17]。 该量表共 30 题，分两部分，每

部分 15 题，分别测定追求成功的动机（Ms）与避免

失败的动机 （Maf）。 成就动机得分由 Ms 得分减去

Maf 得分构成，得分越高成就动机越强。
1.3 程序

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教室内随机发

放问卷，当场回收，用时 10 分钟左右，并赠 送小礼

物。 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和量表信度分析

研究中所有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内部一致性

信度 α 见表 1。

表 1 描述统计和测量信度

表 2 适应性完美主义、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拖延及成就动机的相关系数

注：n=305；*P<0.05，**P<0.01，***P<0.001，下同。

2.2 相关分析

研究中所有变量的相关矩阵列见表 2。 相关分

析显示，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除了与成就动机中的追

求成功动机相关不显著外， 其余均 达到显著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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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而适应性完美主义除了与避免失败相关

不显著外，其余也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
2.3 回归分析

2.3.1 成就动机在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的中

介作用 将拖延作为预测变量， 适应性完美主义作

为预测源放入回归方程第一层， 成就动机放入第二

层。结果显示适应性完美主义能显著预测拖延，当成

就动机进入回归方程后，R2 由 2.6%提高到 4.7%，R2

改变达到 2.1%。 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加入成

就动机后， 适应性完美主义的 β 值绝对值由 0.162
下降到 0.131，但结果依然显著，说明适应性完美主

义与拖延之间， 成就动机有部分中介 作用。 进行

Sobel 检验得到 z 值为-2.31（P=0.02），进一步验证了

成就动机在适应性完美主义和拖延之间的部分中介

效应成立。 见表 3。

表 3 成就动机在适应性完美主义与

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模型系数

表 4 成就动机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

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模型系数

2.3.2 成就动机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拖延之间的

中介作用 将拖延作为预测变量， 非适应性完美主

义性作为预测源放入回归方程第一层， 成就动机放

入第二层。 结果显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能显著预测

拖延， 当成就动机进入回归方程 R2 由 4.8%提高到

6.4%，R2 改变达到 1.6%。 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

现加入成就动机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的 β 值有所

下降，由 0.218 下降到 0.188。 说明在非适应性完美

主义与拖延之间， 成就动机有部分中介作用。 进行

Sobel 检验得到 z 值为 2.95（P=0.003），进 一 步 验 证

了成就动机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和拖延之间的部分

中介效应成立。见表 4。我们也将成就动机的两个分

量表分别进行了中介作用的检验， 发现只有避免失

败的动机在非适应完美主义和拖延之间有边缘显著

的中介作用(P=0.056)，其余的中介作用均不成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适应性完美主义的成就动机

更高，更少表现出拖延，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成就动

机较低，更多地表现出拖延。成就动机在适应性完美

主义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之中都

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适应性完美主义（高标准

和秩序感分量表）与追求成功相关显著，与避免失败

相关不显著，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不一致分量表）

和避免失败相关显著，与追求成功相关不显著，但两

种完美主义与成就动机总分相关都显著。 这与之前

采用 Frost 量表研究完美主义和成就动机之间关系

的结果一致[14]。根据 Slade 等人提出的完美主义的双

重过程（dual-process）理论 [18]，适应和非适应完美主

义是两个有一定独立性的心理过程， 不是同一心理

过程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一般来说，适应性的完美

主义更多地预测积极的动机或者行为， 而非适应性

的完美主义更多预测消极的动机或行为。 在成就动

机中，追求成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避免失败则多

与一些消极的结果相联系[19]。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适应性完美主义是与追求成功相联系而与避免失败

无关， 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则与避免失败相联系却

与追求成功无关。
本研究中，成就动机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对适

应性完美主义来说，他们之所以较少地表现出拖延，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对

成就有着很强渴望， 而且这种渴望强于对失败的担

心和逃避。 根据以往对适应性完美主义的研究[20]，他

们在对自己有高标准的同时，能够有条理的达成，而

不是一味给自己设立不切实际的目标， 这说明他们

面对较高的要求，能够积极应对，而非拖延。 而对于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根据前人的研究，他们更多地表

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 [21]，较多的考试焦虑等 [22]，这

说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在处理事件时更多地是迫于

外部压力， 缺乏内在动力， 但他们却具有很高的标

准，所以总会担心达不到标准而采取逃避的态度，从

而更多地表现出拖延。
然而我们的研究也发现， 成就动机只有作为整

体出现的时候才存在中介作用， 仅仅是追求成功的

动机，或者是避免失败的动机，均不存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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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成就动机是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的。McClellan
和 Atkinson 在最初提出成就动机的时候就指出，成

就动机涉及到对成功的期待和对失败的担心两者之

间的冲突 [23]，高 成 就 动 机，是 既 能 够 对 成 功 有 所 期

待，同时也能够承担失败后果，这是一种最积极的应

对方式。 对于高追求成功高避免失败和低追求成功

低避免失败，因为自身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的成就

动机都处于中等水平，前者想成功却害怕承担失败，
后者不对成功抱有期待但也不会逃避失败。 但对于

低追求成功高避免失败的人， 他们所有的动机都是

逃避失败，而不想成功，所以往往采取的也都是最消

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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