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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查大学生宽恕性与大七人格维度之间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选取 335 名大学生，对宽恕性特质问卷

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进行评定，根据大学生在宽恕性特质问卷上的总分排序，取上 27%人群为高宽

恕性组，取下 27%人群为低宽恕性组。 结果：高宽恕组在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的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低

宽恕组。 从回归分析来看，人际关系、善良、情绪性以及外向性四个人格维度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宽恕性水平。 结

论：“大七”人格维度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宽恕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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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org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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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earch wa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forgiveness in col-
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35 subjects completed Trait Forgivingness Scale (TFS) and the Seven-Factor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QZPS-SF), and then 196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which the high-forgiveness group in-
cluded the top 27% according to the scale total score, and the low-forgiveness group included the bottom 27%. Results:
The high-forgiveness group go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all seven personality traits than the low-forgiveness group.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uman relations, kindness, emotionality and extraversion could predict forgive-
ness positively. Conclusion: Personality traits could predict forgiveness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The Seven-Factor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QZPS-SF)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宽恕(forgiveness)进入到心理

学家的视野以来受到了心理学不同领域的关注，特

别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 在积极心理学广为

流行的背景下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相

关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尽管如此，心理学家们

对于宽恕的定义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论。 McCullough
等人 [1]将宽恕的定义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按照宽恕

的反应属性进行定义， 将宽恕看作是受害者对于侵

犯者所出现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亲社会性变

化；第二类定义将宽恕视为一种人格倾向，具有宽恕

性人格的个体会在很多情境下都选择宽恕侵犯者对

自己的伤害；第三类定义则是从群体的角度出发，把

宽恕看作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特性，就像亲密、信任或

承诺一样。尽管影响宽恕性的因素很多，但众多研究

发现人格维度是影响宽恕性的重要力量[2，3]。
人格维度与宽恕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五人格

维度与宽恕性的关系上。 Worthington[4]曾提出，大五

的神经质(Neuroticism)维度是宽恕性的一个显著的

抑制因素，随后的大量研究都确认了 Worthington 的

这一论断 [5，6]。 对于两者相关的原因，Brose 等人 [2]从

宽恕性和神经质的概念角度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

神经质维度包含五个小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愤怒和

敌意(Angry, Hostility)，而宽恕性概念中涉及到受害

者对侵犯者敌意的消除，正因为如此，测量这两个概

念的量表中就包含了一些相似的项目， 从而使得宽

恕性和神经质之间存在着非常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另外一个与宽恕性有密切关系的人格维度是愉

悦性(Agreeableness)。 Neto[3]对 152 名葡萄牙大学生

的研究发现， 神经质和愉悦性可以有效的预测宽恕

性， 而且两者所解释的宽恕性的方差变异百分比达

到 14%，超过了人口统计学变量，而且神经质与宽

恕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而愉悦性与宽恕性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 他们认为愉悦性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

宽恕别人， 是因为他们把宽恕看作是一个维持积极

人际关系的有效机制， 而且愉悦性作为一个高阶人

格维度包含了一系列的亲社会人格特质，比如利他、
温厚(tenderheartedness)、信任以及耐性等，这些人格

特质恰恰也反映了善于宽恕他人的个体的一些外在

和内在特点。
除了神经质和愉悦性之外，在大多数研究中，其

余的三个大五人格维度与宽恕性的关系并不显著 [2，3]。
但许多研究也发现，虽然外向性(Extraversion)、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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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谨 性 (Conscientiousness)以 及 开 放 性 (Openness)三
个维度与宽恕性在维度层面相关不显著， 但是在更

低层面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Walker 和 Gorsuch[6]

的研究就发现， 如果个体在作为外向性的一个主要

因素—拘谨(Reserve)维度上得分比较低 的话，就很

难得到他人的宽恕和上帝的宽恕，而且友善(friendli-
ness)和自信 (Assertiveness)也与自我宽恕显著相关；
公正严谨性的负责任 (Dutifulness)维度与宽恕性的

人际宽恕和获得上帝宽恕两个维度显著相关； 开放

性的智力(intellect)维度与宽恕性的自我宽恕维度显

著相关，而在开放性的想象(imagination)维度上得分

高的个体的人际宽恕的水平更低。
虽然西方“大五”人格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西方

人格结构的最好范型，而且可以跨越文化边界，适用

于全人类 [7]，甚至有人认为“大五”人格结构可以跨

越物种的边缘而广泛成立[8]。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大五”人格结构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异性，并非适用

于全人类[9]。 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人格

维度和宽恕性的关系加以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工具

1.1.1 人格维度的测量 采用王登峰等编制的“中国

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对被试的人格进行评

定。 该量表是“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10]的短式量

表，共包含 82 个项目，测量中国人人格的七个维度，
分别是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

关系和处世态度，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1]。

1．1．2 宽恕性的测量 宽恕性特质量表 (Trait For-
givingness Scale，TFS)是 Berry 和 Worthington 等在原

有的 15 个项目的宽恕性特质量表 [12]的基础上开发

的简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该量表共

包含 10 个项目，被试在所有项目上得分的总和即为

该被试的宽恕性分数， 其中第 1、3、6、7 和 8 题反向

计分[13]。
1.2 被试

共 335 名大学生完成了中文版的宽恕性特质量

表和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其中文科生 150 名，理

科生 185 名，男生 150 名，女生 185 名，年龄在 18-
20 岁之间。

2 结 果

2.1 中文版宽恕性特质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为了考察该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我

们首先由 3 名心理学博士对该量表进行翻译， 然后

邀请 1 名英语专业的博士对译文进行回译， 通过多

次比对之后确定了最终的中文版本量表。
在预实验中，196 名大学生完成了 10 个项目的

宽恕性特质量表，其中男生 89 人，女生 107 人，年龄

在 18-20 岁之间。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和

解释方差百分比都显示取 1 个因素最为合理， 共解

释总方差的 42.25%，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 1。 克伦

巴赫 α 系数为 0.83。 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中文

版的宽恕性特质量表与原量表的结构完全一致，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可以用于对中国大学生

宽恕性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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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文版宽恕性特质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n=196)

2.2 高、低宽恕性水平大学生的人格特点

按照被试在中文版宽恕性量表上的得分进行排

序，取得分最高的 27%人群为高宽恕组，取得分最

低的 27%人群为低宽恕组，比较两组被试在中国人

人格七因素量表上的得分，结果显示，高宽恕组在中

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的七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

于低宽恕组，差异非常显著。 见表 2。
2.3 人格维度与宽恕性的回归分析

以宽恕性为因变量， 以人格的七个维度为自变

量 作 逐 步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
sis)，结果见表 3。 首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人际关系，
其后依次为善良、情绪性和外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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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低宽恕性大学生人格特点的比较 (n=335)

表 3 人格维度对宽恕性的回归分析 (n=335)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宽恕性水平不同的个体其

人格特点具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宽恕性与“大七”人

格维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再一次

确认了被西方许多研究所证实的人格维度与宽恕性

具有显著相关的结论 [2-6]。 从回归分析来看，人际关

系、善良、情绪性以及外向性三个人格维度可以显著

预测个体的宽恕性水平。
人际关系反映的是个体对待人际关系的基本态

度，包括宽和与热情两个小因素[10]，在宽和因素上得

分高的个体对待他人温和、友好、宽厚，这种特点与

宽恕的内涵具有很高的契合性， 因此具有很高的相

关就很容易理解。 善良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好人”
的总体特点，包括利他、诚信和重感情三个小因素 [10]。
其中利他反映的是个体友好和关注他人的特点，高

分者对人宽容、 友好和顾及他人。 从概念的内涵来

看，宽恕恰恰涉及到了对他人宽容的含义，因此，善

良和宽恕性在概念上的这种重合也许就是善良维度

可以显著预测宽恕性的重要原因。 情绪性反映的是

个体情绪稳定性方面的特点， 包括耐性和爽直两个

小因素[10]。 在情绪性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情绪更加

稳定、平和，他们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

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宠辱不惊， 面对他人的冒犯更可

能放弃报复而选择宽恕。 外向性反映的是人际情境

中活跃、主动、积极和易沟通、轻松、温和的特点，以

及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是外在表现与内在特点的结

合,包括活跃、合群和乐观三个小因素 [10]。 外向性的

个体在与人交往中容易沟通，待人亲切、温和，有助

于个体对他人的理解，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共情，而共

情是指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当前情绪体验的一种心

理倾向，对助人等许多利他行为均有促进作用，被认

为是促进宽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14]。
本研究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简式版本， 这样

虽然减轻了被试的负担， 但由于简式版本只测量中

国人人格特质的七个大维度， 而没有涉及到其所包

含的 18 个小因素，因此使得我们对于人格特质和宽

恕性的关系只能停留在维度层面， 期待在将来的研

究中能够加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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