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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个体不幸情境下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及共情的中介效应。 方法：269 名大学生被试，先采用情境

实验探讨人格宜人性、情境强度、捐赠关系和强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考查共情的认知和情绪反应在

其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①人格宜人性和情境强度对慈善捐赠有影响；仅在中等宜人性条件下捐赠关系和强化存在

交互作用。②共情在宜人性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中是完全中介效应，而情境强度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 结论：相比于

群体灾难情境，个体不幸情境下，人格宜人性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完全通过共情机制实现，而情境强度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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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itable Donation in Personal Misfortune Condition-Mediation Effect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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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on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personal mis-
fortune condition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mpathy. Methods: 269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and attended a simulated
charitable donation experiment. After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agreeableness, degree of disaster situa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donator and victims and reinforcement on charitable donation, a model including two dimensions of empathy(perspec-
tive taking and sympathy)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①The effects of agreeableness and sit-
uation intensity had influence on charitable donation. Only under medium agreeableness, 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donation relationship and reinforcement. ②Empathy had a full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agreeableness
on donation,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ituation intensity was mainly direct effect. Conclusion: In personal misfortune condi-
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ffect of agreeableness on charitable donations is totally through empathy, but situation intensity
is on the cont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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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charitable donation）是指将金钱或财

物转给其它没有利益相关的个体或非盈利组织的行

为。 经济学家目前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主要涉及

一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包括社会比较和外在强化刺

激[1-3]。 相比而言，心理学家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

较少，不过对于助人行为（helping）研究却有比较长

的历史。 目前一般采用个体×情境的研究范式同时

考察人格和情境因素对助人行为的影响， 前者包括

助人者人格特点，后者包括受助者不幸程度，助人者

与受助者的关系等 [4-7]。 对于助人行为产生机制，心

理学家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他人取向的共情

（empathy）基础之上的相对纯粹的利他行为，由此提

出共情－利他主义的理论 [8，9]。 助人者因为看到他人

处于不幸情境之中， 产生对于他人的同情心等情绪

性反应，从而激发助人行为[10，11]。 而最近有关研究也

证实了共情在助人行为中的显著的中介作用[4，7]。
定险峰和易晓明利用个体×情境的研 究范式，

考察了群体灾难下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共情

在其中的机制[12]。 结果发现人格宜人性和捐赠关系

对慈善捐赠有显著的影响； 共情虽然在其中有部分

中介效应，但并非主要的机制。 这说明，群体灾难下

的慈善捐赠似乎主要不是以共情作为基础的， 并不

支持 Baston 提出共情－利他主义的理论 [8，9]。 那么相

比较于群体灾难，慈善捐赠的另一种典型情境，某个

个体遭遇不幸（家庭变故，重病等）条件下，哪些人格

和情境因素会有影响？ 共情在其中会有什么样的中

介作用呢？ 具体的不幸个体是否比模糊的群体更能

激发人们的同情心？

针对该问题，本研究首先模拟个体不幸情境，探

讨人格和情境对捐赠意愿和捐赠金额的影响， 包括

人格宜人性，不幸情境的强度，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关

系以及强化等 4 个因素。 在得到影响捐赠行为的因

素之后，建构有关理论模型，将共情的认知反应和情

绪性反应（同情心）作为中介变量 [13-15]，考察共情在

人格和情境对慈善捐赠影响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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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大学本科生 280 名，随机分成 8 组。删除问题数

据后，有效被试为 269 名。 男生 81 人，女生 188 人。
文科 141 人，理科 128 人。 平均年龄 22.43 岁。 统计

分析发现性别变量对因变量没有任何效应。
1.2 情境实验材料和测量工具

1.2.1 捐赠情境实验材料 本研究参照有关经典范

式 Katie Banks paradigm[4，10]，设置慈善捐赠中有代表

性的个体不幸情境故事。共 8 种捐赠情境，包含 3 个

研究因素，每个因素 2 个水平。分别是情境强度（弱，
强），关系（近，远），强化（无，有）。情境强度指的是受

助者的不幸程度， 强情境条件下受助对象除了失去

双亲经济来源外，还患了白血病；关系指捐赠者和受

助者的关系，即受助者为本校学生还是外校学生；强

化是指对捐赠行为张榜表扬表示感谢。 每组被试随

机接受一种捐赠情境处理。 捐赠情境之一（弱情境，
本校，表扬）：王三明是我校本科 06 级的一位同学。
由于家中今年夏天发生了泥石流， 父母在这次意外

中去世。 这样他失去了双亲， 同时也失去了经济来

源。 家中又没有其他亲人。 因此，小王利用课余时间

勤工俭学，为自已筹备学费和生活费。 但是，由于学

费高昂， 自己能力有限， 只是筹集了学费的一小部

分，生活费根本没有着落。 为此，他所在院系组织了

一次募捐的活动。 此次活动会对捐款的同学张榜公

示以示感谢。所有捐赠情境其它方面相同，只不过在

上述三个维度上有变化。
1.2.2 大五人格问卷宜人性维度 采用定险峰等人

对 宜 人 性 维 度 （Agreeableness）翻 译 版 本 ，共 48 道

题，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12]。
1.2.3 共情的认知和情绪反应 定险峰等编制了 8
道题目测量群体灾难下对受灾者的共情反应 [12]。 其

中 4 道题目测认知性（perspective taking ）反应。 例

如：我能理解他们当前的感受；我能体会到他们现在

的心情。4 道题目测同情心（sympathy）反应，例如：我

觉得他们可怜；我替他们感到难过。 采用 Likert 7 点

计分方式。本研究探讨的是个体不幸情境，不幸者是

单个个体， 而非群体对象。 因此对题目做了简单修

改，将“他们”改为“他”。
1.2.4 捐赠意愿， 可支配金额和捐赠金额 设置 3
个问题考察有关变量。 捐赠意愿：你愿意帮助他吗？
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方式。 可支配金额：你平均每个

月可支配的零花钱是多少 （除去必要的开支）？ 捐

赠金额：如果现在要捐款帮助他，你会捐多少钱？
1.3 研究设计

1.3.1 捐赠情境实验 4 因素实验设计， 其中 3 个

操纵的因素， 每个因素 2 个水平。 分别是情境强度

（弱，强），关系（近，远），表扬（无，有）。第 4 个因素是

人格宜人性维度，为连续变量。因变量为捐赠意愿和

捐赠金额。在考察捐赠金额的影响因素时，可支配金

额作为控制变量。
1.3.2 认知和同 情 的 中 介 效 应 在 情 境 实 验 基 础

上，得到对捐赠意愿和捐赠金额影响显著的因素。然

后构建有关理论模型， 考察共情的认知和情绪反应

在人格与情境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认

知反应和情绪反应下面简称为认知和同情。
1.4 研究程序

研究分成 4 个阶段， 所有被试依次完成宜人性

人格问卷、阅读捐赠情境实验材料、共情的认知和情

绪反应测量、最后填写助人意愿和捐赠金额。每个阶

段完成后休息几分钟。 研究特意安排认知和同情的

测量在阅读完情境实验材料之后，慈善捐赠之前。
1.5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工具为 SPSS17.0 和 LISREL8.8。

2 结 果

2.1 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

2.1.1 捐赠意愿 因为宜人性为连续变量， 所以利

用线性回归（Stepwise 方法）考察宜人性（中心化处

理）、情境强度、与被捐赠者关系和强化 4 个因素及

交互作用（变量的乘积作为交互效应项，最高限三阶

交互效应）对捐赠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情境强度

主效 应 显 著，β=0.247，t(266)=4.27， P<0.05；宜 人 性

主效应显著，β=0.245，t(266)=4.24 ，P<0.05。 其它任

何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这两个因素贡献率为 11.4％。
2.1.2 捐赠额度 利用分层回归考察上述 4 个因素

和交互作用， 以及可支配金额对捐赠绝对额度的影

响，可支配金额放入第 1 层（Enter），4 个因素的主效

应以及所有交互效应放入第 2 层（Stepwise）。回归分

析结果发现，可支配金额主效应显著，β=0.33，t(265)
=5.66，P<0.05；情境强度主效应显著，β=0.19，t(265)=
3.34，P<0.05；宜 人性，关系 和强化三向 交互效应显

著，β=0.14，t(265)=2.345，P<0.05。 这 3 个效应总贡献

率为 14.1％。 宜人性，捐赠关系和强化的三向交互效

应显著，因此用分组回归进一步考察有关效应。结果

发现， 高宜人性与低宜人性这两组被试所有效应都

不显著， 仅在中等宜人性下捐赠关系和强化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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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交互效应，F（1，174）＝5.76，P<0.05。
2.1.3 捐赠意愿与捐赠绝对额度的关系 利用分层

回归考察了捐赠意愿与捐赠绝对额度的关系。 将可

支配金额作为控制变量先进入方程第 1 层（Enter），
捐赠意愿作为第 2 层变量进入方程（Stepwise）。结果

发现，可支配金额的效应是显著的，β=0.29，t(266)=
5.05，P<0.05；捐赠意愿的效应也是显著的，β=0.23，t
(266)=4.10，P<0.05。
2.2 共情认知和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

2.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情境实验结果表明，人

格宜人性维度和情境强度对被试的捐赠意愿有显著

影响，而情境强度、可支配金额和捐赠意愿对捐赠金

额则有显著性影响。根据上述结果和研究目的，构建

出包含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图 1）。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路径图

图 2 修正后的模型路径结果图

2.2.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用 SEM 对上述模型进

行验证。 其中宜人性、认知和同情为潜变量，其它都

为显变量。 结果发现情境强度对同情的路径不显著

（β=0.06，t=0.95，P>0.05），宜人性对捐赠意愿的路径

也不显著（β=0.09，t=1.38，P>0.05）。 模型其它路径都

是显著的。 模型吻合度结果：χ2=116.26，df=58，GFI=
0.94，AGFI=0.90，NFI=0.92，NNFI=0.94，CFI=0.96，I-
FI=0.96，RMSEA=0.061，SRMR=0.055。 根据 SEM 结

果，情境强度对同情的路径不显著（β=0.06），而同情

对捐赠意愿的路径又是显著的（β=0.29），因此进一

步对乘积项（ab）做 Sobel 检验。 结果表明，同情在情

境强度和捐赠意愿的关系中的确没有中介作用（Z=
0.81，P>0.05）。 鉴于中介效应模型中有 2 条路径不

显著， 而且同情在情境强度和捐赠意愿的关系中确

实没有中介作用，因此对模型进行修正，删除这 2 条

路径，如图 2。 原模型 χ2=116.26，df=58；修正后的嵌

套模型 χ2=119.08，df=60；△χ2=2.82，△df=2，P>0.05。
模型修正后和原模型卡方值没有显著变化。 修正后

的嵌套模型吻合度结果和原模型相 比基本没有 变

化。 修正后的结果如图 2。
2.2.3 人格与情境对捐赠意愿和金额的总效应，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模型修正后对有关总效应，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析。 宜人性对捐赠意愿

的影响中，没有直接效应，完全是认知和同情的中介

效应，总效应大小为 0.1801。 宜人性－认知－捐赠意

愿路径(0.0644)占总效应的 36.1%；宜人性－同情－捐

赠意愿路径(0.0736)占总效应的 40.9％；宜人性－认

知－同情－捐赠意愿路径（0.0421）占总效应的 23％。
而宜人性对捐赠金额的影响完全通过捐赠意愿，效

应为 0.1801×0.16＝0.029。 情境强度对捐赠意愿的影

响中，总效应为 0.183。 直接效应为 0.13，占 71％；间

接效应包括两条路径，情境－认知－捐赠意愿效应为

0.032，占 17.5%，情境－认知－同情－捐赠意愿效应为

0.021，占 11.5％。 可以看出，情境强度对捐赠意愿的

影响大部分是直接的。 情境强度对捐赠金额的影响

总效应为 0.179；直 接的效应 为 0.15，占 83％；通 过

捐赠意愿的间接效应为 0.183×0.16＝0.03， 占 17％。
最后， 所有因素对捐赠意愿的贡献率 R2 为 0.27，对

捐赠金额的贡献率 R2 为 0.14。

3 讨 论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个体不幸情境下慈善捐赠的

影响因素。 根据情境实验结果， 人格宜人性分数越

高，捐赠意愿也越高。 而捐赠意愿越高，慈善捐赠额

度也越大。 这点与很多前人研究结果一致[4-7]。 而外

在强化对捐赠也没有效应，表扬没起作用。以上结果

和定险峰等对群体灾难下的慈 善 捐 赠 结 果 是一致

的[12]。 但是捐赠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情境强弱却有

显著的影响。 这说明个体不幸情境和群体灾难情境

下的影响因素还是有差异的， 单个个体越不幸越能

激发慈善捐赠意愿和行为， 而无论该陌生个体与自

己关系远近。此外只有中等宜人性被试，关系和强化

出现交互作用。这个结果似乎提示，某些情境因素对

捐赠行为乃至一般助人行为的影响只限于中等宜人

性，只有这个范围的被试才容易受情境因素影响。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共情在人格与情境强度对慈

善捐赠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人格宜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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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捐赠意愿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来实

现的，而且认知和情绪性反应都有效应。该结果与支

持 Baston 共情－利他主义理论的研究是一致的，个

体不幸情境下同情心的激发是很重要的机制[4，7-9]。 这

说明当捐赠对象为具体的不幸个体时更能激发捐赠

者的同情心。这一点与定险峰等的结果有明显差异，
即在群体灾难情境下， 人格宜人性对慈善捐赠的影

响主要是一种直接的作用，而非共情的中介效应 [12]。
可能帮助对象为模糊的群体 时相对较难 激发同情

心。另一方面，情境强度（受助者的不幸程度）的影响

机制与人格很不一样。 情境强度对捐赠意愿影响主

要是直接效应，占 71％；共情的间接效应只占小部

分，仅为 29％，而且只有认知性反应，同情心并没有

中介效应。 情境强度最终对捐赠额度的影响更是直

接效应占主导地位，占 83％。 该结果说明情境强度

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共情 为中介实现

的，这一点与定险峰等是一致的，情境性因素对慈善

捐赠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直接效应。 人格与情境对

慈善捐赠的影响除了机制上不同， 作用大小也有较

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人格宜人性和情境强度对捐

赠意愿的影响是同样的， 但后者对捐赠金额的最终

影响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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