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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因配偶婚外情而求助热线的个案决定宽恕与情感宽恕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方法：采用问卷

调查法对 82 名热线求助个案进行测查。 结果：①求助个案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而抑郁和沉思处于较高

水平；②决定宽恕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情感宽恕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心境和沉思；③高决定宽恕低情感宽恕组

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低决定宽恕低情感宽恕组；高决定宽恕高情感宽恕组的沉思显著低于另外两组。 结论：决定

宽恕和情感宽恕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 婚姻家庭治疗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应关注两者在婚外恋创伤心理治疗

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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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ecisional forgiveness, emotional forgiven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who seek hotline helps because of partner’s extramarital involvement. Methods: A sample of 82
participants was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①Participants reported moderate self 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high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②Decisional forgiveness positively predicated life satisfaction, emo鄄
tional forgiveness negatively predicated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③Participants could be clustered into three different
groups: Low decisional forgiveness and low emotional forgiveness; high decisional forgiveness and low emotional forgive鄄
ness; high decisional forgiveness and high emotional forgiveness. The second group had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 than the
first group, and the third group had less rumination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Conclusion: Decisional forgiveness and e鄄
motional forgiveness promote individuals’ mental heath following partner’s extramarital involvement.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ists and other helping professionals might pay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wo processes in their interven鄄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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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0 年来，婚外情逐渐成为离婚的一个重要

原因，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 [1]，是婚姻家庭治

疗的主要求助问题 [2]，同时又对个体 心理健康状 况

有消极影响。 有学者认为配偶婚外恋是一种关系性

创伤，会导致个体的焦虑、愤怒、抑郁、悲痛、报复和

沉思等创伤性心理反应[3]。 在婚外情问题的治疗中，
学者们强调宽恕在个体心理健康和婚姻关系复合中

的重要作用[4]。 那么何为宽恕？ 目前，学者们对宽恕

的界定还未达成一致，有人主张宽恕属于人格特质，
有人则认为是人际状态等等[5]。 我们认为，在婚姻家

庭治疗领域中，McCullough 的定义更能描述亲密关

系中的宽恕过程。 McCullough 认为宽恕的本质是亲

社会性动机转变过程，即对伤害者认知上、情感上和

行为上消极动机减弱，积极动机增强[6]。
西方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在遭 受 创 伤 的群体中，

宽恕可以促进心理健康[4]。 然而近年来，这个研究结

果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受到了挑战，Park 和 Enright 在

韩国进行的研究发现宽恕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7]。 由

此，许多研究者质疑，宽恕是否真的有益于创伤个体

的心理健康？ Worthington 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

文化角度出发讨论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他认为

宽恕可以区分为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 决定宽恕是

对伤害者表现出积极的行为意向； 而情感宽恕则是

积极情感代替消极情感的转化过程[4]。 理论上，决定

宽恕与情感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心理过程， 有时尽管

做了宽恕的决定， 但是情感的宽恕体验却要几年之

后才能出现。 在集体主义重视家庭完整和谐的文化

背景下，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的概念区分更有意义。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通常个体为保持家庭和谐会压

抑自己的消极情感， 从家庭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出

发对发生婚外恋的配偶表现出积极行为， 但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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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能在存在愤怒、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或者出

现报复或逃避动机[5]。 因此，单纯的决定宽恕未必会

减少配偶婚外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只有

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都达到较高水平， 才会真正的

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在中国婚姻关系背

景下， 区分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两个不同概念是探

索宽恕和心理健康关系的关键。 本研究通过对因配

偶婚外恋向热线求助的 82 个已婚个案进行调查，探

讨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被试取自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热

线及咨询的 20 至 60 岁之间的深圳地区已婚求助个

案，排除标准为无家庭暴力。自 2009 年 4 月 29 日情

感护理中心热线开通以来到 2010 年 8 月 31 日，因

配偶婚外情而求助的来访个案共有 455 个， 排除非

深圳地区 37 人、 大于 60 岁 2 人、 家庭暴力个案 4
人、 未留电话或电话错误 120 人。 其余 292 人为本

研 究 的 目 标 样 本 ，101 人 拒 绝 参 与 本 研 究 ，191 人

（65.4%）同意参与本研究。 发出问卷 191 份，收回 82
份，问卷回收率为 43%。
1.2 研究程序

研究者根据热线记录， 筛选出因配偶婚外恋而

求助的个案电话回访， 首先向个案说明研究主题及

自愿参与及匿名保密原则，然后邀请个案回答问卷，
若来访者同意， 则请其选择填写方式： ①电子邮件

（48.8%）；②纸版邮寄（14.6%）；③亲自到 中心填写

（9.8%），④有阅读困难或无法用其他方式参与的个

案使用电话访谈（26.8%）。 收到回复问卷后，个案会

收到研究者邮寄的赠书。
1.3 研究工具

1.3.1 决定宽恕 Hook[8]编制的决定宽恕量表(De鄄
cisional Forgiveness Scale，DFS) 共有 8 个项目，5 点

计分，从 1“完全不同意”到 5“完全同意”。 计算 8 个

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决定宽恕程度越高。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
1.3.2 情感宽恕 Hook [8] 编制的情感宽恕量表(E鄄
motional Forgiveness Scale，EFS) 共 8 个项目，5 点计

分，从 1“完全不同意”到 5“完全同意”。 其中第 4 题

“我对他/她感到同情” 由于与总量表相关低于 0.30
而删除。计算其余 7 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

情感宽恕程度越高。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76。

1.3.3 自尊 使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版 [9]，共

10 个项目，4 点计分，从 1“很不符合”到 4“非常符

合”，得分越高说明自尊越高。其中第 8 题“我希望我

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 由于与总量表相关低于

0.30 而删除。 其余 9 个项目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80。
1.3.4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量表 [10]共 5 个项目，
4 点计分，从 1“很不符合”到 4“非常符合”，得分越

高说明对生活满意程度越高。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
1.3.5 抑 郁 使 用 流 行 病 调 查 中 心 用 抑 郁 量 表

CES-D[9]测量被试在过去一周内出现各种抑郁状况

的频率，共 20 个项目，4 点计分，从 0“从不或极少”
到 3“几乎总是”，计算 20 个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

高表明被试抑郁程度越严重。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1.3.6 沉思 使用事件影响量表中文版 （Impact of
Event Scale）[11]的分量表测量与伤害事件相关的闯入

性思维、情感和想象的沉思。 该分量表有 7 个项目，
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一周内出现沉思的频率，4 点

计分，从 1“没有”到 4“经常”。 计算 7 个项目的平均

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沉思程度越大。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2 结 果

2.1 宽恕与心理健康的特点

如表 1 所示，样本中女性个案较多(82.9%)。 来

访 者 年 龄 在 24-56 岁 之 间， 平 均 年 龄 36.93±6.69
岁。教育水平与年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就婚姻状

况而言，76.8%在婚，23.2%分居或离婚， 平均婚龄

10.56±5.07 年，6.1%无子女。 配偶婚外恋发生到问卷

填答平均时间间隔为 3.51±3.75 年， 自己曾有过婚

外恋的占 8.6%，配偶曾有过婚外恋的占 35.4%。 就

配偶婚外恋类型来 看，13.4%有性无爱，12.2%有爱

无性，53.7%两者均有，19.5%不能确定。 被试自尊和

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而抑郁与沉思均处于较

高水平。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总体上对决

定宽恕、情感宽恕和心理健康各个指标的影响较小，
但大于 35 岁的个案比小于 35 岁的个案自尊更高且

较少抑郁； 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个案比其它个案的

自尊更高。
2.2 决定宽恕与情感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表 2 呈现的结果显示， 决定宽恕与情感宽恕与

生活满意度都呈显著正相关； 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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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沉思呈显著负相关； 情感宽恕与抑郁呈显著负相

关。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整体决定宽恕程度显

著高于情感宽恕程度(t=12.21，P<0.001)。以决定宽恕

与情感宽恕为自变量，分别以生活满意度、抑郁、沉

思为因变量，逐步回归发现，决定宽恕显著正向预测

生活满意度 (β=0.32，R2=0.10，F=9.12，P<0.01); 情感

宽恕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0.30，R2=0.09，F=7.83，
P<0.01)和沉思(β=-0.52，R2=0.52，F=30.08，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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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根据决定宽恕与情感宽恕对样本的聚类分析

以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两个变量为聚类变量，
采用 K-Means-Cluster 方法对 样本进行聚 类分析，
设定类别为三类。 三个类别在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

上的 F 检验显著。 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程度都较高

的人数不到五分之一，详见表 3。

表 2 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与心理健康的相关

表 3 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的聚类结果(x±s)

表 4 不同宽恕类型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比较(x±s)

2.4 不同宽恕状态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比较

表 4 显示， 宽恕状态在生活满意度和沉思上的

主效应显著。事后检验发现，决定宽恕较高情感宽恕

较低组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两者均较低组； 两者

均较高组的沉思显著低于另外两组。

3 讨 论

本研究首先对因配偶婚外恋求助热线的个案特

点进行了分析，有两个发现。 第一，女性求助者多于

男性求助者，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一致[12]。 一方面可

能由于丈夫有婚外情的个案居多， 婚外情对女性的

困扰远远多于男性 [13]；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女性在

遇到压力时更容易寻求社会支持， 而男性则更倾向

于自己解决[14]。 第二，样本整体抑郁分数较高，说明

配偶婚外情对求助个 案的心理 健康有显著 消极影

响， 并且达到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程度都较高的人

数很少，说明这部分人群需要专业人士帮助。
本研究证实了决定宽恕和情感宽恕是两个相互

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心理概念。 决定宽恕能够促进积

极的心理状态，如生活满意度；而情感宽恕能减轻配

偶婚外恋对个案的消极心理影响，如抑郁和沉思。研

究还发现，宽恕历程可以分为三种状态：低决定宽恕

低情感宽恕，高决定宽恕低情感宽恕，高决定宽恕高

情感宽恕。 高决定宽恕低情感宽恕组的生活满意度

显著高于两者都低组。两两比较中，尽管高决定宽恕

低情感宽恕组与高决定宽恕高情感宽恕组在分数上

有所不同，但是两组并无显著差异，两组之间的差异

比较，还需后续研究加以验证。 另外，在中国文化背

表 1 宽恕与心理健康的人口学特点(x±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年 第 19 卷 第 3期 ·333·



景下， 决定宽恕在婚姻家庭治疗中有重要意义。 第

一，决定宽恕对于个体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在个案

无法达到情感宽恕时， 治疗师可以先促进个案行为

上的宽恕，即决定宽恕，改善个案的心理健康状态。
第二，决定宽恕对情感宽恕有促进作用。治疗师可以

先易后难、由表及里促进个案慢慢达到认知、情感、
行为上的完全宽恕。第三，决定宽恕对于婚姻关系复

合有重要影响，它可以给婚外情一方希望，即有可能

得到对方的宽恕或对方也希望婚姻关系继续， 从而

促进其更多寻求宽恕的行为， 而当更多寻求宽恕的

行为被受伤一方感知到时， 受伤一方会更容易获得

心理平衡，达到情感宽恕，这样就形成了夫妻双方的

积极互动，从而促进婚姻关系复合[2]。 （致谢：感谢深

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对本研究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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