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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自尊、通情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自尊量表和梅拉

比安特质通情量表对 587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①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网络利他程

度显著高于女生；②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自尊和通情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③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尊和通情

均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通情在自尊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自尊可以直

接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同时又通过通情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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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of self-esteem, empathy and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Methods: 587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Scale of Undergraduates, Self-
esteem Scale and Mehrabian’ Strait Empathy Scale. Results: ①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showed sig-
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boy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s among self-esteem, empathy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③The results of layered regression showed that self-es-
teem and empathy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empathy. Conclusion: Self-esteem can direct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ltru-
istic behavior, and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it through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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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将使他

人受益而行为者本人又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愿行

为[1]。Wallace 指出，网络利他行为要多于现实中的利

他行为， 人们 在网上比实 际 生 活 中 更 乐 于 帮 助别

人[2]。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评价性

和情感性体验 [3]，被认为是许多行为 的影响因 素或

相关因素[4]。 自尊和利他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有研究

发现自尊是影响青少年利他行为表现的重要人格因

素，能对青少年利他行为进行有效地 预测 [5]。 通情

(empathy)是一种理解并可共享他人的情绪状态与所

处情境的能力[6]。 一般认为，通情是利他行为的重要

动机源泉，是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7]。 Bas-
ton 提出了通情—利他主义假说[8]。Baston 认为，对处

于困境中的他人的通情或个人忧伤 而激发利他 行

为，通情强度的大小决定了利他动机的大小，通情强

度越大，帮助他人解除困境的利他动机就越强。有研

究显示， 具有良好通情能力的个体能更频繁地做出

利他行为， 而通情 能 力 有 缺 陷 的 个 体 利他行为较

少[9]。 网络利他行为与现实利他行为在本质上并无

不同，只是发生的具体环境不同而已，前者发生于网

络环境，后者发生于现实生活环境。本研究拟以大学

生为对象，重点探讨自尊、通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

系和作用机制， 以便为网络利他行为的深入研究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利用学生的副修课在课

堂上进行集体施测。 在上海市和江西省抽取 5 所大

学， 以这五所大学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

650 份，回收问卷 618 份，剔除无效问卷 31 份，得到

有效样本 587 名(男生 253 人，女生 334 人；文科 271
人，理科 316 人)，样本有效率为 90.31%。 平均年龄

20.72±1.23 岁，平均网龄 4.63±2.52 年。
1.2 工具

1.2.1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采用郑显亮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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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10]。 该量表共 26 个项

目，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

4 个维度。
1.2.2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该量表由

Rosenberg 编制 [11]，由 10 个项目组成，从“非常不 符

合我”(1 分)到“非常符合我”(4 分)作 4 级评分，得分

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在实际应用中，中文版自尊量

表题项 8“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的含

义与原量表构想不一致，存在文化差异，因此该项改

为正向计分，以提高量表的信效度[12]。
1.2.3 梅拉比安特质通情量表 采用韩丽颖 [13]修订

版，由 28 个题目组成，采用 9 点记分(1＝绝对反对，

9＝绝对赞成)，得分越高表示通情能力越高。

2 结 果

2.1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状况

以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总分为因变量， 以性别

和专业为自变量，进行 2(性别)×2(专业)的多元方差

分析。 结果表明， 性别与专业在网络利他行为上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专业的主效应也不显著，性别的主

效应显著。 从事后比较可以看出，男生(M=1.991)比
女生(M=1.881)网络利他程度更高。 见表 1。

表 1 性别和专业在网络利他行为变量上的方差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自尊、通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n=587)

表 3 通情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2.2 自尊、通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

由表 2 可知，自尊、通情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

正相关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P＜0.01)。
2.3 通情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2 显示网络利他行为、 自尊和通情三者之间

均相关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为检验通情

在自尊和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先将网

络利他行为、自尊和通情各变量中心化，然后进行分

层回归分析。第一步以网络利他行为(y)为因变量，自

尊 (x)为自变 量 进 行 回 归；第 二 步 以 通 情 (m)为 因 变

量，自尊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三步以网络利他行为

为因变量，将自尊和通情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结果见

表 3。 由于依次检验(指前面 3 个 t 检验)都是显著

的，所以通情的中介效应显著。 又由于第 4 个 t 检验

也是显著， 所以是部分中 介效应。 中介 效应值为

0.471×0.106 =0.050， 中介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0.050/0.495=10.10%。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男生的网络利他程度要显著

高于女生。 这验证了 Wallace 的观点。Wallace 指出，
在网上主动提供帮助的人多为男性， 尤其男性愿意

提供计算机和网络知识技能方面的帮助[2]。
本研究发现自尊与网络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

这与现实利他行为的有关研究较一致 [14]。 侯积良指

出，当个体由于自己的成功而提高了自尊时，他们对

他人需要的知觉会显著增加， 而注意他人需要的能

力的提高，会促使利他动机变得活跃，并更有可能转

化为利他行为[15]。
通情是一种进入他人主观世界去了解他人思维

和情绪状态的能力[16]。 Batson 等人认为，通情能构建

自己同他人情感体验和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联系，它

是利他行为的源泉[17]。 有研究表明，通情与利他行为

的关系密切 [18]，高通情个体具有利他倾向，而低通情

个体的利他倾向不明显[19]。 本研究显示，通情与网络

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 表明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

在网络环境中，通情能力高的个体，其利他的程度也

更高。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通情在自尊和网络利

他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自尊

对网络利他行为既存在直接影响， 同时自尊又通过

影响通情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不过，通情在自尊

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比较小 (中介效应

只占总效应的 10.10%)， 大部分的效应还是通过直

接路径或其他中介过程而实现的， 即在自尊与网络

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可能还涉及除通情

之外的其他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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