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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大学生拖沓行为与不良人格倾向的关系
魏源

目的

【摘要】

探讨大学生拖沓行为与不良人格倾向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５６６名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自编大学生拖沓行为评估量表与人格诊断问卷（Ｐ【）Ｑ１４）测量分析。结果男牛拖沓行
为比女生多，总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高拖沓分者的不良人格倾向得分显著高于低拖沓分者。大学

生的拖沓行为与其不良人格倾向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ｒ＝０ ３４１，Ｐ＜０．００１）。结论

大学生拖沓行

为与不良人格倾向具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拖沓；人格倾向；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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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沓”（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人类的一种将该做的

致性ａ系数为０＿８９，３周后莺测信度为０．９０。以百

事情延后做的非理性特殊偏差行为…，作为一种功

分比作为程度差异的描述，要求被试在０％符合至

能失调的状态，使人们丧失圆满处理口常生活大小

１００％问以六选一的方式作选择。为了解测试的真

事情的能力“ｏ。国外研究大量探讨了拖沓现象在工

实性，笔者在３周后应用自拟２０条目母表重测的同

作、学习及社会生活领域的表现及成因”…。而国内

时，应用国外３６条目的拖沓量表测试以作比较分

尚未见有关拖沓实证研究的报道。本研究拟探讨在

析，发现被试在相似条目上回答的一致性较高。②

中国文化与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拖沓行为与不良人格

北京大学医学部黄悦勤教授修订的ＰＤＱ一４“，共８５

倾向的关系，研究大学生拖沓行为的特点。

个条月，包含了１０种类型的人格障碍。黄悦勤
等”“报告其在中国应用的信效度：重测信度为

对象与方法

Ｏ

１调查工具：①本研究所用拖沓行为量表系自
编大学生拖沓行为评估量表，参考ｒ国外拖沓量表，
如

Ａｉｔｋｅｎ

拖沓问卷（Ａｉｔｋｅ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一般拖沓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

９２，内部一致惟ａ系数为０ ７８；效度分析显示．

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中等特异度。
２．研究对象：２００４年浙江某学院整群抽取选修

口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心理测量》、《公共关系》等三门公选课的二至三年

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级学生５６６名。

ｓｃａｌｅ）以及Ｂｒｕｃｅ Ｔｕｃｋｍａｎ的拖沓量表等…，量表共

３调查方法与统计学分析：调查在一名心理学

２０个条目，包含日常生活琐事以及学业活动。囚素

硕士的协助下，应用两种拖沓量表和ＰＤＱ－４作一次

分析的结果，发现日常生活事务以及学业活动两因

性测试，结果用ｓＰｓｓ软件作统计处理，进行ｆ检验

素相关较高，故将该量表视为单一维度，量表内部一

和相关分析。

作者单位：３１７０００临海，浙江省台州学院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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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看，拖沓行为与依赖型倾向相关最高（０．３７６），与边

缘型倾向的相关居第二（Ｏ ３４），第三足反社会型倾

１．研究样本分析：研究对象共５６６名。其中男

向（０．２５９），接下来依次是回避型倾向（０ ２２３）。前

生２００名，女生３６６名。年龄２ｌ～２３岁，平均年龄

四项相关均达到０ ００ｌ的显著水平。接下来足与分

３岁。因学生一致要求反馈本人测试结果，故测

裂样型倾向（０．１９８）、表演型倾向（０．１６３）的相关达

２２

试中认真配台，无废卷，全部进入分析。

０

０ｌ显著水平。与分裂型倾向（０．１４２）、偏执型倾向

２．男女大学生拖沓行为及其人格上的特点：对

（０，１３９）的相关达０ ０５显著水平。与自恋型倾向、强

５６６名有效问卷的测查结果表明，在拖沓行为总体

迫型倾向没有显著相关。以人格障碍三大类划分作

上，男女生差异并不是很显著。但在“交作业”、“还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拖沓行为与三大类的相关均达

图书馆借书”和“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延迟去做”上，男

到０．００Ｉ的显著水平，相关最高是Ｃ类，依次是Ｂ

女生表现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比女生明显地

类，Ａ类第三。

拖沓。在不良人格倾向上，男女生除反社会性有显

表２

著差异外，其他则均无差异（表１）。
衰１

５６６名大学生拖沓行为高、低分
不良人格倾向的差异（ｊ±ｓ）

５６６名男女大学生拖沓行为及其
Ａ格上的特点（ｉ±ｓ）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

为了了解与控制性别在相关中的影响，特作偏

相关分析（表３）。各项偏相关系数与相关系数并无
多大差异，表明性别这一变量在不良人格倾向对拖
沓行为的影响中，作用不明显。
表３

５６６名大学生拖沓行为与人格障碍
分类的相关分析

３．拖沓行为高、低分者不良人格倾向分类的差
异比较：为了验证拖沓高、低分者在部分人格特质Ｉ二
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假设，以进一步探讨呈现不同

程度拖沓在人格倾向上的特异性，本研究特对研究
样本中拖沓总分高低依序各取２０名为两组作独立
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拖沓行为高低分者

之间的不良人格倾向呈显著差异。在具体分型上，
边缘型倾向和反社会型倾向呈显著差异，依赖型倾
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４．拖沓行为与不良人格倾向的相关：对拖沓行
为总分与不良人格倾向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３所示。在总体上研究样本的拖沓行为与不良人

格倾向的相关为０ ３４１，达到极显著水平。从分型

！芏些！！堑芏韭麦！！！！至！旦堕；！鲞墨【型一曼蜘！』曼￡－！型·型，．『！！！型！！竖，№！！！：型！：！
讨

论

１．男女大学生拖沓行为及其人格上的特点分

３ｌ

显著水平。与偏执型倾向、分裂型倾向的相关达

０．０５显著水平。与自恋型倾向、强迫型倾向没有显
著相关。偏相关分析表明在不良人格倾向对拖沓行

析：拖沓是一个普遍和复杂的现象，Ｍｔｌｇｍｍ ８经调

为的影响中，性别这一变量作用不明显。此结果提

查发现，大约有１０％～４０％的大学生在学业上有此

示，当前十种不良人格倾向越强时，拖沓行为也越

类表现。Ｅ１ｈｓ，Ｋｎａｕｓ“甚至估计约有９５％的大学

多。这一结果与Ｍｃｃｏｗｎ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不

生在学业方面表现拖告（延迟开始或完成作业）。本

尽一致”１。Ｍｃｃｏｗｎ的研究表明有六种不良人格倾

研究以５６６名大学生为样本，研究表明，男生比女生

向与拖沓有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５，Ｐ＜０ ０１），依

拖沓，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在“交作业”、“还图

赖型倾向与拖沓成显著的负相关（ｒ＝一０．２７，Ｐ＜

书馆借书”等学业活动上比女生屁著拖沓。在“每一

０．０５）。而本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的各种与拖沓有

件事情我都会延迟去做”上，男女生表现有显著差

显著正相关的不良人格倾向中，依赖型倾向却有着

异。当今社会，尽管竞争日益激烈和越来越讲求效

最高正相关。这一结果与Ｆｅｒｒａｒｉ“…对拖沓与人际

率，但在大学里．由于已经没有了中学的那种激烈的

依赖的研究两者有显著的正相关结果相似。笔者认

升学竞争压力，部分大学生日益懒散，在许多学业事

为，无法从学理和客观实际的角度解释ＭｃＣ０ｗｎ的

务上拖拉，而忙于交际应酬、上网游戏而荒废学业，

负相关结论。

连日常个人事务也耽误处理。尤其是男生在各大学

本研究以人格障碍三大类划分作相关分析，结

的拖沓行为表现都较突出。在不良人格倾向上，除

果发现，拖沓行为与三大类的相关均达到特别的显

反社会倾向外，其他倾向在本研究中男女生之间差

著水平，相关最高是ｃ类。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男女生之间由于相互间交往

ｃ类不良人格倾向以焦虑与害怕为特征，此类

交流日益普遍和随便，对人格起到了人际影响作用，

包括“强迫型”、“依赖型”和“回避型”。此类不良人

拖沓懒散也相互有所感染，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的

格倾向具有焦虑性特点。在对人对事上，常有故意

显著性水平。

拖沓事情导致无法如期完成、若被要求则变得易怒

２．拖沓行为高低得分两部分不良人格倾向的差

好辩、责备他人对自己要求过分、常以遗忘为借口逃

异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拖沓行为高低分者之问的

避应尽之责任等表现，对此种人格倾向的人而言，拖

不良人格倾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拖沓行为得分高

沓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Ｆｅｒｒａ“等”。研究发现，

者其不良人格倾向越明屁。在具体分型上，边缘型

拖沓者所用的逃避策略与愤怒的表达有关，特别是

倾向、反社会型倾向、抑郁型倾向和被动攻击型倾向

向内的愤怒表达，而这可能就是被动攻击行为的一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依赖型倾向呈极其显著差异，这

种方式。

表明，拖沓行为得分高者常有边缘型倾向、反社会型

在Ｂ类不良人格倾向中，由于此类不良人格倾

倾向、抑郁型倾向、被动攻击型倾向和依赖制倾向等

向在社会交往中会呈现戏剧化、情绪化之特点，因此

表现。边缘型倾向的人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差、经

研究者认为，由于Ｂ类不良人格倾向在人格五大模

常感到空虚、寂寞和孤独感，易做事拖沓；反社会型

型中，与神经质有高度相关…，而拖沓习惯与神经

倾向和被动攻击型倾向的人一般不轻易公开表达对

质特质的相关性”，故此类不良人格倾向与拖沓之

权威人物的不满，常常采取被动抵抗、拖延的办法，

相关町能来自于神经质特质。另外，由于Ｂ类人格

易产生拖沓；抑郁型倾向的人常自卑、郁闷、对很多

特质者习惯上经常刺激人际交往情境，表现出不稳

缺乏乐趣，易产牛拖沓；依赖型倾向的人对独自计划

定的情绪或行为反应并有以此影响支配他人的倾

或做事感到困难，需要别人为其生活中的大多数事

向，因此拖沓习惯行为的产生，可能是因为Ｂ类不

情做出决定，因而极易产生拖沓。

良人格特质者具有的这种特点，Ｅｌｌｉｓ，Ｋｎａｕｓｈｌ也曾

３．拖沓行为与不良人格倾向的相关分析：本研

提及的强烈敌意是拖沓原因之一。

究结果显示，在各种不良人格倾向中，与拖沓行为有

拖沓与Ａ类不良人格倾向在Ｍｃｃｏｗｎ的研究

显著正相关的有依赖型倾向、边缘型倾向、反社会型

结果中没有显著相关ｕ一，而本研究中却相反，存在特

倾向、回避划倾向；这凹项相戈均达到０ ００１的显著

别显著的币相关。虽然此类不良人格倾向显得怪异

水平。与分裂样型倾向、表演型倾向的相关达Ｏ．０１

而与众不同，但仔细分析其若干特点不难解释其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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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符号及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按ＧＢ ３３５８—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如下：（１）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ｊ（中位数仍用Ｍ）；

（２）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３）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Ｂ；（４）ｆ检验用英文小写ｒ；（５）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６）卡方榆验用希文小写

ｘ２；（７）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８）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ｕ；（９）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值、ｆ值、ｑ值
等）。以上符号均用斜体。关于资料的统计学分析：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实验或凋查设计类型和资料的条件选用台适的统
计学分析方法，不能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实验或调查设计类型、列联袁中定眭变量的性

质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汁学分析方法，不能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固选用合适的回归
类型，不能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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