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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自尊与宽恕倾向的关系，并验证归因在自尊和宽恕倾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 SES、
MMCS 和 Heartland 宽恕量表调查了 193 名大学生。结果：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呈显著正相关；高自尊者容易宽

恕他人和自己，且高自尊者更倾向于内控归因，从而容易宽恕他人。 对于男生群体，自尊完全通过归因影响人际宽

恕，但这一中介作用在女生群体中并没有体现。 结论：需进一步研究自尊与宽恕的关系、归因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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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Mediator Effect of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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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or effect
of attribu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Methods: The items of SES, MMCS and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were administered
to 193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ata was processed by SPS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self-esteem and self-forgiveness. In addition, internal attribution played a role
as partial mediator. Attribution was a complete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in male stu鄄
dents’ sample, but the same effect was not found in female student’s sample. Conclusion: The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and the effect of attribution, the differences of male and female in
self-esteem and forg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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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心 理学的兴 起，宽 恕（Forgiveness）的

心理学研究在 20 世纪后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由于宽恕对现实人际交往有重要作用， 早期的研究

集中在侵犯事件中的受害者对 侵犯者所做 出的宽

恕。 后来有学者根据对象的不同， 将宽恕分为对他

人的宽恕（即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和

对自己的宽恕（即自我宽恕，Self-forgiveness/Intrap鄄
ersonal Forgiveness）。 自我宽恕是指在面对自己意识

到的错事时，个体愿意放弃指向自己的消极的想法、
情感和行为，取而代之对自己的同情、宽大和关爱 [1]。
目前的研究集中探讨宽恕的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
试图建构宽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 研究表

明，人格、归因方式、 沉思、自尊等因素都被认为是影

响宽恕的个体因素 [1，2]。 然而，自尊与宽恕的关系仍

存在较多的争议。过去的一些研究表明，自尊与宽恕

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 Eaton，Struthers，Santelli 认为

高自尊的个体比低自尊的个体更易 宽恕侵犯者 [3]。
然而，Neto 等人的研究发现， 女性的自尊与宽恕呈

显著负相关， 低 自 尊 的 女 性 比 高 自尊的女性更愿

意宽恕其侵犯者[4]。 傅宏和 Watkins 以中国高校的大

学生以及高校教师为被试， 发现自尊和宽恕没有关

系[5]。 在自我宽恕方面，高自尊水平对应较高的自我

宽恕水平[6，7]，甚至有学者提出，实现自我宽恕的四大

条件之一就是提升个人的自尊 [8]。 这些都充分体现

了自尊与自我宽恕的密切关系。综上，这些研究大多

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且自尊与人际宽恕的

关系存在着争议。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尊与

宽恕的关系又是如何？ 这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第一

个问题。
在宽恕的影响因素中， 责任归因与宽恕的关系

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证实，如 Friesen 和 Fletcher 对夫

妻间的侵犯进行研究， 发现积极归因对宽恕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3]。 正如人际宽恕一样，对自身行为的外

在的、不稳定的和特殊的归因将产生自我宽恕，而内

在的、稳定和普遍的归因将难以自我宽恕[5]。 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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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将过错归因于冒犯者身上，则个体不容易宽恕他

人，而将过错归因于自身，则个体不容易原谅自己。
自尊与归因也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表明，高自尊的

人试图对有益事件做出内在的、必然的归因，而对不

利事件做出外在的、偶然性归因 [9]，而低自尊的被试

将不利的结果归于内因[10]。可见，自尊-归因-宽恕三

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即高自尊个体倾

向于外归因， 从而不容易宽恕他人， 但容易原谅自

己；反之，低自尊的个体倾向于内归因，容易宽恕他

人，但不容易宽恕自己。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检

验这一理论假设。

１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以整群抽样方式抽取广西三所大学的在校大学

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3
份。 其中男生 61 人，女生 118 人，14 人缺失性别的

数据。 男生样本中，文科专业 22 人，理工科专业 28
人；大一 13 人，大二 39 人，大三 8 人。 女生样本中，
文科专业 45 人，理工科专业 73 人；大一 39 人，大二

71 人，大三 8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Rosenberg 自尊量表（SES） 该 量 表 共 10 个

题项， 采用 4 级评分，1 表示 “非常不符合”，4 表示

“很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被国

内外的学者广泛用于测量个体自尊水平， 其效度和

信度已经得到了验证[11]。
1.2.2 多维度-多归因量表（MMCS） 该量表共 48
个题项， 分别涉及学业和人际的因果归因两个分量

表。每个分量表分为四种归因：属于内控性的能力和

努力，属于外控性的运气和情境。本研究只选取人际

归因分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中内控性、外控性内部

一致性信度分别 0.71，0.65）。 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
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 测量结果

用外控性平均分减去对应的内控性平均分， 得分为

正数则表示被试具有外控倾向； 负数则表示被试具

有内控倾向。
1.2.3 Heartland 宽恕量表 这 是 Thompson，Snyder
等人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人际宽恕、自我宽恕和情

境宽恕倾向的自陈式量表。 王金霞对该量表进行了

改编，保留了人际宽恕和自我宽恕两个维度，共 24
个题项组成。 采用 7 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

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越容易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
改编后问卷的信效度较好[12]。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在三所高校的公共选修课上

发放问卷， 由任课教师担任测试人员， 测试时间为

20 分钟，学生填完问卷当场回收。 数据回收后，采用

SPSS17.0 进行输入、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自尊、外控归因、宽恕倾向的相关分析

从总体上看，自尊与人际宽恕（r=0.28，Ｐ<0.01）、
自我宽恕（r=0.17，Ｐ<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以往

的研究显示，宽恕倾向，尤其是人际宽恕存在着性别

差异[13]。 为此本研究分别对男女生样本进行相关分

析（见表 1）：在男生群体中，自尊与人际宽恕呈显著

的正相关，与自我宽恕呈负相关，但相关不显著。 在

女生群体中，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均呈显著的

正相关。

表 1 自尊、外控归因与宽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注：上三角的数据是女生的相关矩阵，下三角是男生的相关矩阵。+表

临界显著。

２.2 外控归因在自尊与宽恕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自变量、 中介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相关。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呈显著正

相关； 自尊与外控归因呈显著负相关 （r=-0.20，Ｐ<
0.01）；外控归因与人际宽恕有显著负相关（r=-0.31，
Ｐ<0.01），与自我宽恕相关不显著（r=-0.09，Ｐ>0.05）；
这基本满足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 可以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尊对外控归因（Be鄄

ta=-0.20，t=-2.80，Ｐ<0.01）、人 际 宽 恕（Beta=0.28，t=
3.97，Ｐ<0.01） 以及自我宽恕 （Beta=0.17，t=2.39，Ｐ<
0.05）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当因变量为人际宽恕

时， 外控归因的纳入使得自尊对人际宽恕的预测作

用下降，但仍然显著（Beta=0.22，t=3.26，Ｐ<0.01）；且

外控归因显著预测人际宽恕 （Beta=-0.27，t=-3.90，
Ｐ<0.01），说明了外控归因在自尊与人际宽恕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当因变量为自我宽恕时，外控归因的

纳入并没有改变自尊对自我宽恕的 显著预测作 用

（Beta=0.16，t=2.19，Ｐ<0.05），且外控归因对自我宽恕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0.06，t=-0.76，Ｐ>0.05），
根据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14]，Sobel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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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z=0.75，Ｐ>0．05，说明了外控归因在自尊与

自我宽恕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由于自尊与宽恕倾向之间的相关在男女生群体

中有所差异，为此，进一步分别对男女生群体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见表 2）。 结果发现，在男生群体中，当

外控归因纳入了回归方程之后， 自尊对人际宽恕的

预测作用由第一步的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外控归因

起完全中介的作用。然而自尊、外控归因与自我宽恕

的相关不显著，故不进行中介作用分析。对于女生群

体，自尊对人际宽恕、自我宽恕的预测作用显著，且

外控归因的纳入，并没有改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

作用，进一步的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外控归因在自

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３ 讨 论

以往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自

尊与宽恕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本研究以中国大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自尊与人际宽恕、自

我宽恕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自尊对人际宽恕和

自我宽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换句话说，
高自尊的大学生更加容易宽恕自己的过错， 也容易

宽恕他人的过错。 这一结果与 Eaton 等人的结果一

致，但与我国傅宏的研究不一致[15]。 然而傅宏的研究

中采用的是中国-Mullet 宽恕问卷，且其研究纳入了

人情、面子等变量，削弱了自尊与宽恕之间的关系。
这种不一致也预示着，东方文化下的自尊与宽恕之

间的关系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和验证。
东西方文化 在自尊和宽 恕的理解上 都存在差

异。 西方人的自尊是个人取向或自我取向的， 而中

国人的自尊个人取向较弱，社会取向的自尊较强 [16]。
且在中国文化中， 选择宽恕维持人际关系的和睦对

个体更有意义[17]。 换句话说，高自尊者在强烈的社会

取向趋势下， 倾向于选择宽恕来维持人际关系。 这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学生的自尊与人际宽恕存

在正相关。 然而，本研究样本较小，这一结论的推广

仍需要更大、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一步验证。
以往的研究表明， 女性比男性容易宽恕他人[13，18]，

且低自尊的女性更容易宽恕他人[4]。 然而，本研究发

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高自尊者都容易宽恕他人，
这可能与中国人自尊的社会取向和维护人际和谐的

宽恕取向有关。 在自我宽恕方面， 高自尊的女性容

易宽恕自己， 男生的自我宽恕与自尊水平无明显关

系。 对中国青少年的调查发现， 女生比男生更倾向

于惩罚自己所犯的错误 [18]，这或许与女性在犯错后

有更多的内疚和羞愧情绪，进而抑制自我宽恕[19]。 高

自尊的女生自我价值感较高， 对自己的消极情绪也

较少，从而更容易宽恕自己。
研究进一步分析归因在自尊与宽恕倾向关系中

的作用。结果发现，归因在自尊与人际宽恕的关系起

部分中介作用，即高自尊的人更容易宽恕他人，且高

自尊的人也倾向于内控归因，从而容易宽恕他人。这

与西方文化背景下自尊-归因-宽恕的理论关系不

一致。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将

不利事件外归因，从而不容易原谅他人。然而正如上

述讨论所言，与强调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不同，东方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联系和集体规范， 追求社会

和谐。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

的自尊具有社会取向，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自尊水平

高的大学生从外界对自己的反应来评价自己并由此

内化和产生自尊感，因此，个体努力去获得他人的认

同，并力图在他人心目下留下美好的印象。当面临人

际侵犯时， 个体想要采取回避或报复和给他人留下

好印象的需要产生了认知冲突。 然而在强调社会关

系的文化背景下，个体只能改变自己的认知，将事件

归于内部因素以实现对 他人的宽 恕来恢复认 知平

衡。 而且，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情况在男生身上

尤为突出， 高自尊的男生倾向于内归因， 以宽恕他

人。在女生群体中，归因在自尊与人际宽恕的关系中

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或许与男性倾向于理性思维，
而女性更容易感性思维，且更具有关怀取向、更容易

共情有关。
自尊直接正向预测自我宽恕， 归因在自尊和自

我宽恕之间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与以往

研究一致， 验证了 “自尊是实现自我宽恕的条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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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观点。 且归因在自尊与人际宽恕、自我宽恕之

间作用的不一致， 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在个体内

部， 给予他人宽恕和寻求自我宽恕可能不是同一个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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