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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效果ꎬ为优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新思

路ꎮ 方法　 运用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方法ꎬ对黑龙江省某高校 ３０ 名大学生(实验组)进行为期 ８ 周的主观幸福感干预ꎬ同
时设置对照组(３０ 人)ꎬ处于自然的学习、生活状态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对 ２ 组干预前、后及 ３ 个月后追踪的数据进行比

较ꎮ 结果　 实验组成员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的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性行为、
人际关系 ８ 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干预前( ｔ 值分别为－６.１５ꎬ－５.００ꎬ－５.８１ꎬ－７.０８ꎬ－６.６２ꎬ－６.６７ꎬ－６.０８ꎬ－３.４８ꎬ－８.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ꎬ实验组成员的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性行为、
人际关系 ８ 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６.４１ꎬ－４.０２ꎬ－５.９３ꎬ－５.４ꎬ－５.７２ꎬ－６.５４ꎬ－４.１０ꎬ－４.８９ꎬ－６.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实验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的 ３ 个月追踪测试数据显示ꎬ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
活满意、社会性行为、人际关系 ８ 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干预前( ｔ 值分别为－３.８７ꎬ－２.７８ꎬ－５.１１ꎬ－５.１６ꎬ－４.５１ꎬ－４.３２ꎬ
－２.３４ꎬ－３.４７ꎬ－５.７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评价表的结果显示ꎬ实验组对团体心理辅导的 ６ 个评价项目上持

“同意”及“非常同意”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ꎬ９７％ꎬ９０％ꎬ１００％ꎬ１００％和 ９７％ꎮ 结论　 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显著提

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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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ꎬ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ꎬ ＳＷＢ)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ꎮ 有研究表明ꎬ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１－２] ꎮ 主
观幸福感是体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非常重要的指
标ꎬ因此ꎬ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ꎬ便成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ꎮ 关于主观幸福
感的概念ꎬ得到认同较多的是心理学家 Ｄｉｅｎｅｒ 的观
点ꎬ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
活质量的整体评价[３] ꎬ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ꎬ情
感成分又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ꎮ Ｄｉｅｎｅｒ
等还认为ꎬ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
定性 ３ 个特点[４] ꎮ

近年来ꎬ团体心理辅导由于特有的实践性、趣味
性、高效性、普及性、易迁移性等特点ꎬ从而逐渐成为
大学生喜爱的一种心理健康教育形式[５] ꎮ 研究表明ꎬ
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管理、
感戴行为、心理弹性、人际交往、生命意义感等方面都
有明显的改善效果[５－１０] ꎮ 团体心理辅导按照功能可
分为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和治疗性团体心理辅导两
类ꎬ其中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形
式ꎬ特别是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更是得到关注ꎮ 与
治疗性团体心理辅导相比ꎬ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注重
团体成员的身心发展ꎬ协助成员自我认识、自我探索

进而自我接纳、自我肯定ꎬ注重成员生活知识和能力
的充实以及正向行为的建立[１１] ꎮ

本研究尝试探索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是否会对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改善作用ꎬ从实践的角度探讨
增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法策略ꎬ从而提高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校园招募的方式ꎬ在黑龙江省某高校
选取 ６０ 名大学生作为被试ꎬ其中实验组 ３０ 名ꎬ男生
１４ 名ꎬ女生 １６ 名ꎻ平均年龄(２０.８８±１.０９)岁ꎮ 对照组
３０ 名ꎬ男生 １３ 名ꎬ女生 １７ 名ꎻ平均年龄(１９.９４±１.０６)
岁ꎮ 均阅读并签署了团体心理辅导契约书ꎮ
１.２　 研究设计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的实验前、后及
３ 个月后追踪设计ꎮ 实验组每周参加 １ 次团体心理辅
导ꎬ每次 １.５ ｈꎬ共 ８ 次ꎬ持续 ２ 个月(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对照组不参加任何团体心理辅导ꎬ
处于自然的学习、生活状态ꎮ
１.３　 工具

１.３.１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ＳＳＷＢＳ) 　 由吉楠[１２] 编制ꎬ
该量表适用于我国大学生ꎮ 量表共 ４１ 个项目ꎬ包括自
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
意、社会性行为和人际关系 ８ 个维度ꎮ 每个项目采用
１(完全不符合) ~ ５(完全符合)分 ５ 点计分ꎬ其中 １０
个项目为反向计分ꎮ 总分越高ꎬ主观幸福感越强ꎮ 该
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６４ꎬ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在 ０.６４６ ~ ０.８６８ 之间[１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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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自编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评价表 　 该表用于对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评价ꎬ共 ６ 个题目ꎬ包括对幸福感
的主观体验(共 ４ 个题目ꎬ如活动使我加深了对幸福
感的认识)和对活动的满意度(共 ２ 个题目ꎬ如我对整
体活动都感到满意)２ 个维度ꎮ 采用 “非常同意” “同
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４ 个等级评价ꎮ
１.４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将实验组 ３０ 人分为 ４ 组ꎬ
每组 ７ ~ ８ 人ꎮ 依据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成长性团体心
理辅导的原则ꎬ设计了 ８ 次辅导活动ꎬ每次都有特定的

主题、目标和具体内容ꎮ 运用分组讨论、角色扮演、行
为训练等多种方法进行辅导ꎮ 由研究者主持ꎬ另外由
２ 名经过专业培训、团体心理辅导经验丰富的心理学
专业学生担任助手ꎮ 每次活动后ꎬ请成员填写“团体
心理辅导心得表”ꎬ写下自己的感悟体会ꎬ以方便了解
成员感受ꎬ调整活动内容ꎮ 同时ꎬ每次活动后ꎬ要求成
员每天记录自己的 “幸福三件事”ꎬ下次辅导时分享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有缘相识 促使小组成员相互了解、 熟

悉ꎬ制定团体契约ꎮ
分组ꎻ棒打薄情郎ꎻ我的心声ꎻ共同制定«团体心理辅导契约书»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心理

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沟通你我他 促进成员之间建立沟通 ꎬ形

成积极人际关系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可怜的小猫ꎻ解开千千结ꎻ建高塔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

心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信任你我他 促进成员之间建立信任 ꎬ增

强团队力量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青蛙跳水ꎻ信任跌倒ꎻ信任之旅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心

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我是谁 促使成员认识自己ꎬ 接纳自

己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口香糖ꎻ２０ 个我是谁ꎻ我的 Ｔ 恤衫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

心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我真的很不错 促使成员学会欣赏自己ꎬ欣赏

别人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奇数偶数ꎻ天生我才ꎻ优点轰炸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心

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我的情绪我做主 学会检省自己的情绪ꎬ同时掌

握调节情绪的方法和技巧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传电游戏ꎻ我也有愤怒ꎻ快乐密码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

心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我参与我快乐 学会帮助别人解决困扰ꎬ也能

够接受别人的帮助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 热身:计算器ꎻ秘密大会串ꎻ突破困境ꎻ布置作业:填写«团体心

理辅导心得表»ꎻ每天记录“幸福三件事”ꎮ
明天更精彩 结束团体ꎬ回顾总结ꎮ 分享上周的“幸福三件事”ꎻ热身:小鸡变凤凰ꎻ笑迎未来ꎻ每人一句话ꎻ大家一起唱ꎮ

１.５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数据的比较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对实验组或对照组组内干预前、后及 ３ 个月后追踪的
数据比较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的主

观幸福感比较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ꎬ实验组和对照
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

为－０.９３ꎬ－ ０. ９２ꎬ － ０. ４４ꎬ０. ６６ꎬ － ０. ９７ꎬ － １. １８ꎬ － ０. ４８ꎬ
－０.９３ꎬ－０.６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实验组在团体心理辅导
干预前、后的主观幸福感ꎬ总分及各维度得分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ꎬ
实验组和对照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６.８６ꎬ－ ６.４１ꎬ－ ４.０２ꎬ－ ５.９３ꎬ－ ５.４０ꎬ
－５.７２ꎬ－６.５４ꎬ－４.１０ꎬ－４.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对照组在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的主观幸福感ꎬ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和总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自我满意 家庭满意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精力 生活满意 社会性行为 人际关系 总分
实验组 干预前 ３０ ４０.６７±５.３３ １０.２０±１.８１ １０.８３±２.４８ １９.１３±３.３６ １５.０３±２.６１ ２７.３７±４.６５ ２０.３３±２.１２ １５.９３±２.９６ １５９.５０±１８.９５

干预后 ３０ ４７.１３±２.３９ １２.５０±１.３６ １４.００±１.０５ ２２.８７±１.５３ １８.５３±１.７４ ３３.３０±１.７０ ２３.０７±１.４８ １７.８７±１.３３ １８９.２０±９.３５
３ 个月追踪 ３０ ４４.６７±３.１３ １１.４３±１.４１ １３.６３±１.１９ ２２.２０±１.４７ １７.３０±１.７４ ３１.３７±１.８８ ２１.６３±１.９７ １７.７０±１.５８ １７９.９３±１０.５１

ｔ１ 值 －６.１５∗∗ －５.００∗∗ －５.８１∗∗ －７.０８∗∗ －６.６２∗∗ －６.６７∗∗ －６.０８∗∗ －３.４８∗∗ －８.０１∗∗

ｔ２ 值 －３.８７∗∗ －２.７８∗∗ －５.１１∗∗ －５.１６∗∗ －４.５１∗∗ －４.３２∗∗ －２.３４∗　 －３.４７∗∗ －５.７１∗∗

对照组 干预前 ３０ ３９.５７±３.８１ ９.９７±２.２７ １１.２７±２.５９ １８.３３±３.００ １４.１３±３.２７ ２６.８３±４.０３ １９.７０±３.０８ １５.４７±２.４３ １５５.２７±１６.３５
干预后 ３０ ３８.６３±６.８６ １０.２３±２.７８ １０.５０±３.０６ １８.４７±４.１９ １４.６３±３.３１ ２６.４３±５.４９ １９.９３±３.９１ １４.９３±３.００ １５３.７７±２６.６８
３ 个月追踪 ３０ ３９.３３±５.８９ １０.００±２.３５ １０.３０±３.１７ １８.６７±３.４７ １４.７７±２.９２ ２６.９７±４.０６ １９.９７±３.７６ １４.７７±２.９７ １５４.７７±２２.７６

ｔ１ 值 ０.５９ －０.４８ ０.９８ －０.１７ －０.５２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６４ ０.２４
ｔ２ 值 ０.１９ －０.０６ １.２９ －０.４０ －０.８２ －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８３ ０.１０

　 注:ｔ１ 值为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ꎬｔ２ 值为干预前与 ３ 个月追踪比较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３ 个月

后追踪的主观幸福感比较 　 实验组在团体心理辅导
干预前、３ 个月后追踪的主观幸福感ꎬ总分及各维度得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对照组在团
体心理辅导干预前、３ 个月后追踪的主观幸福感ꎬ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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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２ꎮ
２.３　 实验组对团体心理辅导的评价　 实验组对团体
心理辅导的 ６ 个评价项目上持“同意”及“非常同意”

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０％ꎬ９７％ꎬ９０％ꎬ１００％ꎬ１００％和
９７％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实验组对团体心理辅导评价构成(ｎ＝ ３０)

评价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活动使我加深了对幸福感的认识 １３(４３.３) １７(５６.７) ０ ０
活动使我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幸福 ９(３０.０) ２０(６６.７) １(３.３) ０
参加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后ꎬ我觉得比以前更幸福 ８(２６.７) １９(６３.３) ３(１０.０) ０
活动中ꎬ我收获很多 １９(６３.３) １１(３６.７) ０ ０
我对整体活动都感到满意 １６(５３.３) １４(４６.７) ０ ０
我会把在活动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１１(３６.７) １８(６０.０) １(３.３) 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ꎬ实验组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ꎬ

主观幸福感有了极大的提升ꎬ而且 ３ 个月后的主观幸
福感水平也有上升ꎮ 对照组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后
及 ３ 个月后追踪测试ꎬ主观幸福感水平有轻微浮动ꎬ但
无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可以有效地提升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ꎬ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１３] ꎮ 另
外ꎬ根据实验组成员对团体心理辅导的评价ꎬ包括每
次辅导后成员填写的“团体心理辅导心得表”内容ꎬ可
以看出ꎬ大部分成员对本次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持有积
极的评价ꎬ再次验证了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干预的实效性ꎮ

促使干预起到显著效果的有以下因素:(１)成长
性团体心理辅导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ꎮ 有研究表明ꎬ
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具有目标明确、感染力强、影响
广泛、 效率高、 省时省力、 效果比较容易巩固等优
点[１４] ꎬ注重个体的自我探索、自我成长与自我完善ꎬ可
以调动个体的内在心理活动ꎬ有助于个体自我认识以
及自我潜能的发掘ꎬ从而提高生命质量ꎬ增强主观幸
福感[１５] ꎮ (２)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合理ꎮ 根据主
观幸福感的概念ꎬ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点ꎬ本设计重
点放在了人际互动、自我认识、自我肯定、情绪调控及
主动参与等这些可以激发学生幸福感的环节上ꎮ 而
且每次干预都严格遵循成长性团体心理辅导的规律ꎬ
活动中多安排了一些时间让学生进行自由讨论和分
享ꎬ使学生能够充分地进行自我感知和自我体验ꎬ每
次干预后ꎬ也能够很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实践ꎬ最
终提高自己的幸福感ꎮ 比如分享“每天幸福三件事”
时ꎬ多数学生认为这个练习让我们每个人都发现ꎬ原
来幸福就在身边ꎬ突然间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幸福的事
儿ꎮ (３)主持人具有较强的团体心理辅导工作能力ꎮ
实验组成员 ３０ 人ꎬ需要同时进行团体心理辅导ꎬ相比
于只有 ８ ~ １２ 人的小组而言ꎬ对主持人来说是一个挑
战ꎬ它不仅需要完成每次干预的目标ꎬ还需要照顾到
全员ꎮ 本研究中ꎬ主持人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
询工作已多年ꎬ团体心理辅导工作经验丰富ꎮ 同时ꎬ

请了 ２ 名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助手ꎬ他们无论是在
团体心理辅导理论知识上ꎬ还是在实际操作经验上ꎬ
都具有一定的储备ꎬ有效地协助主持人完成了整个团
体心理辅导方案的实施ꎮ

在今后的研究中ꎬ还可以运用成长性团体心理辅
导对大学生的其他心理素质进行干预ꎬ从而提高大学
生心理健康水平ꎬ优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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