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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共情、助人倾向、人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人格是否是共情、助人倾向之间的调节变量。 方法：采

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中的内外向（E）、神经质（N）分量表

和助人倾向问卷对 269 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 结果：①总体而言，内外向（E）、神经质（N）与共情、助人倾向之间的相

关不高，共情与助人倾向之间相关较高。 ②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内外向（E）在共情与助人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P<0.05）；神经质（N）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结论：内外向在共情与助人倾向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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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mpathy, helping tendency and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Methods: 269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IRI-C),
helping tendency questionnaire and the scale E and N of the Revised Eysenck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for China. Re-
sults: ①In general, extraversion(E) and neuroticism(N) weren’t correlated with empathy and helping tendency significant-
ly; empathy was correlated with helping tendency significantly. ②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empathy
influenced helping tendency wit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traversion(E) (P<0.05), whil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uroti-
cism(N) wasn’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helping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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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理解和做出适当反应的

能力[1]。 国内不少研究表明共情与利他行为、亲社会

行为、助人倾向等呈显著正相关 [2-4]。 而国外相应的

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5，6]，如 Batson 等人认为，共情

能促使个体构建自己同他人情感体验、 他人幸福感

的普遍联系，是助人行为的源泉。 Coke 等人的研究

结果也表明， 经历较多共情反应的被试会提供更多

的帮助。 正是由于众多的研究都表明共情有助于亲

社会行为、助人行为的发生，于是有研究甚至认为，
共情、道德推理和观点采择 是 促 使亲社会行为发生

的三大重要因素[7]。
助人行为与利他行为、 亲社会行为在本质上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 对助人行

为进行的独立研究较少，有关亲社会行为、利他行为

的研究也都是以助人行为为核心的 [8]。 因此，在本文

中，也不对三者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即利他、亲

社会行为在实质上与助人行为是近乎等同的。 具体

到助人行为和助人倾向之间的关系而言， 助人倾向

往往是助人行为的前提， 有助人倾向不能确定一定

有助人行为的发生， 但助人倾向高的个体更易产生

助人行为。
共情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而对二者之

间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Victoria 等人考察了共情与

“大五”人格的关系，结果表明共情与宜人性、尽责性

和开放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神经质不存在

相关[9]；另有研究者提出利他人格的概念，如 Penner
等人认为利他人格是考虑他人福利和权利的持久倾

向， 关心、 同理他 人 并 采取有 益 于他 人 的行 为 [10]。
Biehroff 等人系统分析、总结了先前的研究，发现共

情、社会责任、低利己主义等方面是构成利他人格的

重要因素[11]。 在此，Penner、Biehroff 等人则将共情看

作了人格的构成部分。 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共情、

人格与助人（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共情

在宜人性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12]。

鉴于共情与助人行为（倾向）、共情与人格之间

的复杂关系，本研究假定：共情与助人倾向之间的关

系可能受 到 第 三 个变量———人格的影响，人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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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共情与助人倾向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变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 上 海 市 两 所 高 校 随 机 抽 取 在 校 大 学 生 290
名，收回有效问卷 269 份，回收率为 92.8％。 其中男

生 122 人，女生 147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共情量表 采 用中文版人 际 反 应 指 针 量 表

（IRI-C）[13]，原量表共 28 个题目，包括四个因子：观

点采择、个人痛苦、想象力和共情性关心。 台湾学者

詹志禹将该量表在华人人群中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

的量表为 22 个项目， 形成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

表，因子划分同原量表。 国内张凤凤[14]等人对其重新

进行了信、效度研究，结果表明 该 量 表 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15]

钱铭怡等修订，共计 48 个项目，包括四个分量表即

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和效度量表(L)。 本

研究中采用量表中的内外向（E）和神经质（N）两个

分量表。
1.2.3 助人倾向问卷 参考付慧欣在其硕士论文中

编制的《助人倾向问卷》[8]，结合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设计了 6 个常见的需要帮助的情境， 其答案依据被

试助人行为付出代价的大小赋予不同的分值， 各情

境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助人倾向越高。

2 结 果

2.1 各变量间的相关

以共情量表的总分作为自变量， 助人倾向为因

变量，人格内外向（E）和神经质（N）分别作为调节变

量。 各变量间的相关详见表 1。
2.2 人格———内外向（E）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共情（IRI-C）总分、调节

变量内外向（E）均为连续变量，故使用带乘积项的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助人倾向进行分层回归：①做

助人倾向对 IRI-C 总分和内外向的回归， 得测定系

数 R1
2；②做助人倾向 对共情总 分、内外向、共 情总

分×内外向的回归，得到 R2
2。 若 R2

2 显著高于 R1
2，则

调节效应显著；或者作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检验，若显

著则调节效应显著[16]。 结果表明，共情与内外向的交

互作用对助人倾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详见表 2。
2.3 人格———神经质（N）的调节作用

具体操作过程同 2.2，结果发现，神经质在共情

与助人倾向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见表 3。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内外向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 3 神经质的调节作用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人格与共情、助人倾向的相关较低：
E 量表、N 量表与 IRI-C 总分呈低正相关；E 量表与

助人倾向呈低正相关，N 量表与其相关不显著。这符

合 M（调节变量）与 X、Y 的相关可以显著或不显著，
而后者较为理想这一原则[16]。

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内外向（E）是共情 与助

人倾向之间的调节变量，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而人格的神经质（N）则未在共情与助人意向之间表

现出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两个分量表所反映的

不同的内涵所决定的。 N 量表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情

绪的稳定性，与他人没有直接关系。 而 E 量表主要

表现在与他人的交往方面：爱交往与不爱交往，高分

外向的人爱交往、具备更多的交往技巧，善于觉察、
识别他人的情绪状态，朋友多，一般也更热心、更愿

意帮助他人；低分内向的人则更喜欢独处、安静，不

喜欢接触人，往往缺少相应的交往技巧，在设身处地

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方面欠敏感，不热心。或许正

是由于 E 量表所反映出人格的这些独特特点，所以

它才能在共情与助人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 具体影

响共情与助人倾向两者之间关系的强度。
培养大学生的共情能力和亲社会行为是教育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对大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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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此方面的培养时，可以参考相关的人格维度，结合

人格培养对其进行共情训练和利他行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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