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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自尊、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和社会焦虑的关系。 方法：采用 Rosenberg 自尊问卷、拒绝敏感性问

卷、信任问卷和交往焦虑问卷测量了 411 名大学生。 结果：自尊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r=0.147，P=0.003），与拒绝敏感

性（r=-0.238，P<0.001）和社会焦虑（r=-0.170，P<0.001）呈负相关；人际信任与拒绝敏感性（r=-0.206，P<0.001）和社会

焦虑呈负相关（r=-0.224，P<0.001）；拒绝敏感性与社会焦虑呈正相关（r=0.223，P<0.001）。 分层回归分析表明，当拒绝

敏感性进入回归方程时， 自尊对人际信任的预测效应从 0.147 降为 0.104， 自尊对社会焦虑的预测效应从-0.170 降

为-0.124。 结论：自尊以拒绝敏感性为部分中介影响着人际信任和社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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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esteem, rejection sensitivity,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
cial anxiety. Methods: 411 undergradua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ejection Sensitivity Scale,
Trust Scale and Interpersonal Anxiety Scale. Results: Self-esteem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trust(r=0.147, P=
0.003)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rejection sensitivity(r=-0.238, P<0.001) and social anxiety(r=-0.170, P<0.001). Interper-
sonal trust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rejection sensitivity(r=-0.206, P<0.001) and social anxiety(r=-0.224, P<0.001). Rejec-
tion sensitivit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ocial anxiety(r=0.223, P<0.001).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dropped from 0.147 to 0.104 and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social anxiety dropped from -0.170 to -0.124 when rejection sensitivity entered in the regression equa-
tions as a predictor. Conclus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s of self-esteem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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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发现，自尊影响着个体的社会适应，低

自尊者具有较高的社会焦虑 [1]。 低自尊者在人际互

动中表现出防御性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例如，当面临

人际冲突时， 高自尊者更关心如何促进双方的情感

交流，主动寻找自己与对方兴趣的结合点，而低自尊

者往往追求自我保护性的目标， 表现出较强的言语

和非言语敌意，这无疑会恶化其人际关系，降低其人

际信任并引发社会焦虑[2，3]。
本研究试图探讨低自尊导致社会焦虑的可能中

介机制。 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认
为，保持人际接受感和归属感是人的基本需求，自尊

的作用在于监控个体被社会拒绝或 排斥的程度 [4]。
这表明自尊具有促进个体生存和繁衍的进化适应性

价值， 一般而言个体对拒绝线索都会表现出敏感化

倾向。但是，不同自尊水平者对拒绝线索的敏感性程

度存在差异。 低自尊者对拒绝线索表现出较高的敏

感性，例如，低自尊者对拒绝线索表现出较强的注意

偏差[5]。 而大量研究业已表明，对消极线索（包括拒

绝线索） 的注意偏差是众多临床心理疾患的重要认

知机制。 因此，本研究认为，对拒绝线索的长期性过

度敏感可能导致低自尊者形成“拒绝敏感性”这一人

格倾向性， 而拒绝敏感性可能是导致低自尊者社会

焦虑的心理机制。
拒绝敏感性是个体对社会拒绝的焦虑性预期、

易于感知和过度反应。已有研究表明，高拒绝敏感性

者往往具有神经质倾向、 抑郁和消极的问题解决方

式[6]。 这无疑会破坏个体与他人构建积极的人际关

系并无法从该关系中获益， 从而恶化其人际关系的

品质。 因此，与低拒绝敏感性者相比，高拒绝敏感性

者更容易体验到孤独[7]。 此外，拒绝敏感性还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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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亲密关系， 高拒绝敏感性者的亲密关系满意

度较低，对伴侣间冲突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基于以

上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拒绝敏感性可能会破坏个

体的人际信任并引发其社会焦虑。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定，拒绝敏感性可能是低自

尊者表现出低人际信任和高社会焦虑的人格倾向性

的中介变量。而探讨拒绝敏感性在自尊与人际信任、
社会焦虑中的中介作用， 能够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工

作提供干预视角，从而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共 432 名大学生参加了本研究， 最后获得有效

数据 411 份，其中男性 268 人，女性 143 人，被试年

龄在 18-20 岁之间。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8]。
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分值越大则自尊越高。
1.2.2 拒绝敏感性问卷 本研究修订了 Downey 和

Feldman 编制的拒绝敏感性量表 （Rejection Sensi-
tivity Questionnaire，RSQ）[9]。 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高

的内在一致性系数（α=0.804）。 问卷共设置 18 种情

境，要求被试对每一情境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对他

人拒绝的在意程度及预期被拒绝的可能性。 问卷采

用里克特六点计分， 拒绝敏感性=对他人拒绝的在

意程度×（7-预期被拒绝的可能性）， 分值越大则拒

绝敏感性越高[9]。
1.2.3 人际信任问卷 采用 Rempel 和 Holmes 编制

的信任问卷[8]。 共 18 个题目，分值越大则信任越高。
1.2.4 社交焦虑问卷 采用 Leary 编制的交往焦虑

量表[8]。 共 15 个题目，分值越大则社会焦虑越高。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 和 Amos17 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知，自尊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与拒绝

敏感性和社会焦虑呈负相关； 人际信任与拒绝敏感

性和社会焦虑呈负相关； 拒绝敏感性与社会焦虑呈

正相关。
2.2 拒绝敏感性在自尊与社会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探讨了拒绝敏

感性对自尊与社会焦虑关系的中介作用。 分析结果

见表 2。 由表 2 可知， 当拒绝敏感性进入回归方程

后，自尊对社会焦虑的预测作用下降，回归系数从-

0.170 降为-0.124。 经 Sobel 检验发现，Z=-3.077，P=
0.002，这表明拒绝敏感性在自尊与社会焦虑关系中

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拒绝敏感性对自尊与社会焦虑关系的中介作用

表 3 拒绝敏感性对自尊与人际信任关系的中介作用

附图 整合模型

2.3 拒绝敏感性在自尊与人际信任间的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知，当拒绝敏感性进入回归方程后，自

尊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下降， 回归系数从 0.147
降为 0.104。 经 Sobel 检验发现，Z=-2.312，P=0.021，
这表明拒绝敏感性在自尊与人际信任关系中发挥着

部分中介作用。
2.4 自尊、拒绝敏感性、人际信任和社会焦虑的整

合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影响着人际信任 [10]。 因此，
基于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构建了自尊、拒绝敏感性、
人际信任和社会焦虑的整合模型， 并用 Amos 进行

了检验。数据分析表明模型（附图）数据拟合良好，其

中 ，χ2/df =2.213，NFI =0.911，IFI =0.892，TLI =0.902，
CFI=0.910，RMSEA=0.068。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低自尊者表现出低人际信任和高

社会焦虑。 这支持了已有研究结果 [10]。 可能原因在

于，低自尊者往往具有不安全型依恋 [11]，这导致低自

尊者无法对他人形成信任并引发社会焦虑。 不仅如

此，低自尊者表现出较高的拒绝敏感性。自尊是基于

个体被接受和拒绝的生活史， 对自我价值的感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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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个体被他人接受的可能性， 长期遭受社会拒绝

会破坏个体的自我价值感[12]。 因此，自尊反映出个体

社会关系的品质。 低自尊者往往经历过不利的社会

处境，大量研究已经揭示，不利的家庭环境、家庭教

养方式、同伴关系等都会降低个体的自尊。长期为社

会拒绝导致低自尊者形成防御性人际互动模式。 在

被拒绝时高自尊者倾向于寻求社会 交往以恢复 自

尊；而与之相反，低自尊者因为缺乏自信往往担忧被

拒绝， 倾向于避免社会交往而不是通过交往重新确

认自己的价值[13]。 长期为社会拒绝还导致低自尊者

形成敌意性关系调节策略。在冲突情境中，低自尊者

往往体验到更强烈的愤怒情绪， 并表现出更多的敌

意甚至暴力行为。因此，长期性的社会拒绝经历可能

导致低自尊者对拒绝线索保持高度警觉状态， 而防

御性人际互动模式和敌意性关系调节策略则可能是

导致低自尊者高拒绝敏感性的动机性因素。
研究还发现， 高拒绝敏感性者表现出较低的人

际信任以及相应较高的社会焦虑。 可能原因在于，
拒绝敏感性作为防卫性和敌意性动机系统歪曲了个

体的信息加工过程， 导致个体对拒绝线索表现出过

度警觉和消极预期。 高拒绝敏感性者表现出防御性

注意偏向，对拒绝线索保持过度警觉。高拒绝敏感性

者对拒绝线索表现出较强的惊跳反应 [14]；与其它刺

激相比， 高拒绝敏感性者对愤怒面孔所形成的生理

性条件反射难以消退。 高拒绝敏感性者还表现出对

拒绝线索的消极预期。 高拒绝敏感性者倾向于将他

人自然的情绪反应解释为消极的人际反应， 在亲密

关系中倾向于将伴侣模糊的或者消极行为视为拒绝

性的[15]。 高拒绝敏感性者对拒绝的焦虑性预期往往

伴随着愤怒或者焦虑情绪， 从而更容易表现出攻击

性行为或退缩反应[16]。 此外，对遭遇他人拒绝的敏感

程度越高，则在人际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越多，对

拒绝线索的过度警觉和消极预期从而降低了高拒绝

敏感性者的人际自我效能感[17]。 而低人际自我效能

感可能会强化个体的拒绝敏感性， 进一步恶化高拒

绝敏感性者的人际关系和心理调适， 形成高拒绝敏

感性者的负性自我实现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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