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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揭示人格特征、一般自我效能感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 1896 名大学生主

观幸福感、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人格特质的数据资料，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其内在逻辑关系。 结果：人格特征的

精神质、神经质、内外倾对主观幸福感既有直接影响(效应系数分别为-0.103、-0.355 和 0.199)，也通过一般自我效能

感产生间接影响(效应系数分别为-0.074、-0.327 和 0.124)。 结论：人格特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具有直接作用

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人格特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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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how personality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affected the subject well-being. Methods:
Data of 1896 college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the logic relationship among personality, self-efficacy
and subject well-being were explor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Psychoticism, Neuroticism and extraversion
of personality not only had direct affection on subject well-being (effect coefficient, -0.103、-0.355 and 0.199), but also
had indirect affection on it through self-efficacy(effect coefficient, -0.074, -0.327 and 0.124). Conclusion: Personality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plays a direct or indirect role in subject well-being. Self-efficacy is the intermediate link be-
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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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观 幸 福 感（Subject Well-Being，SWB)一 直 是

心理行为科学研究的热点， 以往的研究主要表明不

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地域人群的主观幸福感

有一定差异性[1-8]。 Diener 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

对自己生活的情感上(心情与情绪) 以及认知上的评

价，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三个特点”[9，10]。
自 我 效 能 感（Self-Efficacy）是 Bandura 社 会 认

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11]。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

自己行动的控制或主导。 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

种事情的人，在生活中会更积极、更主动。 这种“能

做”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对环境的控制感，因此自我效

能感反映了一种个体能采取适当的行动面对环境挑

战的信念。 自我效能感以自信的观点看待个体处理

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 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往往存

在抑郁、焦虑及无助感。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自我效

能感和幸福感有一定的相关性。 孟慧等的研究表明

自我效能感对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12]。

人格特质是个人独特的， 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

和行为模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心理

健康的人更容易感知到幸福 [13，14]。 Diener 认为[15]，人

格特质是预测幸福感的稳定指标之一。 以往的研究

认为，自我效能感与内外向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神经

质呈显著的负相关[16]。 李东斌和邝宏达的研究发现

人格特质能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变化[17]。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格特质的精神质、神经质、内

外倾向分别和一般自我效能感、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关系， 并检验自我效能感在人格和幸福感之间的中

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2012 年 5 月-2012 年 6 月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

样蚌埠地区四所高校（蚌埠医学院、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学院、安徽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大一至大四在校

学生共 2100 人进行调查，分专业、年级、班级利用班

会时间集体施测，收回问卷 1980 份，有效问卷 1896
份，有效率为 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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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专业、年级、性别、年

龄、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进入大学后学业水平等

人口社会学资料。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RSC） 共计

48 个条目，包括四个分量表（各 12 个条目）[18]。
1.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由 Schwarzer 于 1981 年编制[19]。 中文

版的 GSES 最早由张建新和 Schwarzer 于 1995 年在

香港的一年级大 学 生 中 使 用 [20]。 至今中文版 GSES
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4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
ule） 本量表共有 33 项。 本次采用 1996 年国内段

建华修订量表[21]，即采用该量表的前 18 项对被试进

行施测。
1.3 统计处理

采 用 EPIDATA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双 录 入 ， 使 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人格、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精神质、内外倾与自我效能感

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精神

质、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内外倾与主观

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显著

正相关。

表 1 人格、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P<0.01，下同。

2.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 [22]等人的中介检验程序，对一般自

我效能感在精神质、神经质、内外倾向和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2。
表 2 中的结果是标准化解， 模型 1 中精神质对

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显示是负向预测作用，
当一般自我效能感进入方程后， 精神质对主观幸福

感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但是负向预测力减弱，因而一

般自我效能感在精神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

分中介作用；同理，由模型 2、模型 3 可知，一般自我

效能感在神经质和主观幸福感之间、 内外倾向和主

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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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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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SWB 主观幸福感；P 精神质，N 神经质，E 内外倾； GSES 一般自我效能感。

3 讨 论

本研究得出了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即

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和内外倾向对 一般自我效 能

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神经质对一般自我效能感有显

著负向影响； 内外倾对主观幸福感有显 著正向影

响，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一般自

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一种思维形

式，是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

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

自我感受 [11]。 新世纪以来，Bandura、Gerbino 等学者

对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更加深入， 发现自我效能感可

以使个体有效应对压力、提高人际关系质量、提高主

观幸福感，还对亲社会行为、 犯罪行为、 抑郁、 成瘾

行为等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23]。 本研究支持这一结

论。
既然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在

人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那么提

高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就 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根据

Bandura 的观点，学生可以通过亲历的掌握性经验、

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调节生理和情绪状态这四方

面来提高自我效能感， 从而达到进一步提升主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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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目的。当然影响幸福感的社会心理因素很多，
要对提升幸福感的因素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还需要

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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