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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度自信是指个体过高地估计自身判断的精确度，其经典的研究范式是常识问题及常识问题的变式现实情境问题。使用常
识问题的研究一致发现，东方人显著比西方人更过度自信；使用现实情境问题的研究则发现，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或两者
无显著性差异。对“东方人比西方人过度自信”的解释包括认知习惯和教育系统两种主流观点。最后对出现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
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探讨解释的有效性和“西方人比东方人过度自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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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境问题

１ 引言

本文归纳了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的经典研究范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是指个体过高地估

式、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关于“东方人比西方人过

计自身判断的精确度（李纾，2016），是偏离校准

度自信”的主流解释，最后对出现不同研究结果的

（mis-calibrated）的一种形式，这种偏离通常是偏

原因进行讨论，并在总结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

高的。概率判断的校准程度，取决于信心与相关目

提出了多项推进对该问题研究的建议。

标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的匹配程度（Yates, 2010）。
例如，在 1000 天里，天气预报员说有 70% 的机会
会下雨，如果天气预报员的判断是完美校准的，那
么在 1000 天里将有 700 天下雨；如果天气预报员

２ 经典研究范式
过度自信的跨文化研究通常使用的实验范式是：
二择一的常识问题（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的判断是过度自信的，那么在 1000 天里有 300 天

也称为年鉴问题（almanac question）。下面是常识

下雨。既往研究表明，决策过程中的过度自信可以

问题的一个例子：

导致创业失败、股票市场泡沫、金融危机和战争等
（Ho, Huang, Lin, & Yen, 2016; Johnson, Weidmann, &

土豆在什么环境下长得更好？ （a）温暖环境
或（b）寒冷环境

Cederman, 2011; Navis & Ozbek, 2016），严重影响了

您选择的答案（请圈出一个）： a b

人们的决策质量，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您选择的答案正确的可能性是（50%–100%）: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组织的数

______ %

量 呈 指 数 增 长？ 根 据《 中 国 跨 国 公 司 发 展 报 告

在测试过程中，每个题目分为前后两个环节。

（2015）》，1979 年中国批准的境外非金融企业仅

第一个环节为项目选择，即被试首先要回答他认

为 4 家，到 2014 年已增长至 6182 家。来自不同国

为哪个选项是正确的；第二个环节为项目信心评

家的人在合作时，意见的一致性往往是影响双方关

估，即被试确信自己所选选项是正确的程度。在结

系和决策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些研究者意识到，

果统计中，将测试第二个环节中所有项目信心评

过度自信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是为保证跨国组织做出

估的平均数称为信心分数（confidence scores），测

有效沟通和合理决策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试中被试的真实正确率称为准确性分数（accuracy

（Yat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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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s），通常用信心分数与准确性分数的差值来评
估被试信心判断的偏差（Moore & Heal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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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体是完美校准的，偏差＝ 0；如果个体是过

Ronis 和 Yates（1987）比较了篮球比赛结果预测和

度自信的，偏差＞ 0；如果个体是信心不足的，偏

常识问题之间的过度自信差异，结果发现，被试在

差＜ 0。但是，不同研究的评定标准也存有差异，

常识问题中绝对确定的次数比在篮球比赛结果预测

例如 Stankov 和 Lee（2014）认为偏差分数少于 10%

中绝对确定的次数多 15 次。因此，越来越多研究者

代表完美校准，大于 10% 代表过度自信。值得注意

注意到常识问题与实际情境问题之间的差异，并开

的是，在个体差异研究中的这些发现是在总体水平

始采用现实情境问题探讨东西方过度自信的差异，

上的，并不一定针对每一个个体。一般而言，30%

研究结果不同于常识问题的研究结果。一些研究发

左右的人展示出好的校准或信心不足（Bi, Liu, Li,

现，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例如，Morony,

& Zhang, 2017），这意味着过度自信不能被看作是

Kleitman, Lee 和 Stankov（2013）对四个具有儒家传

稳定的特性或倾向。此外，常识问题因题目内容的

统文化的东亚国家（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

差异，具有不同的形式，常识问题的一种常用变式

国台湾）和五个欧洲国家（芬兰、丹麦、荷兰、塞

是现实情境问题（real situation issues）。现实情境

尔维亚、拉脱维亚）进行研究，该研究使用真实情

问题所使用的决策问题更贴近现实状况，往往涉及

境下的数学问题测验，之后让被试进行信心判断，

当前任何人都未知的未来事件（如天气、股票或比

结果发现，欧洲国家比亚洲国家过度自信。在金融

赛等）。相比之下，常识问题的答案通常是研究者

领域的研究中也出现类似的结果（Jlassi, Naoui, &

已经知道的。
在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的研究领域中，

Mansour, 2014）。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东西方的过度

现实情境问题也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范式。

自信水平不存在差异。Cowley（2001）使用品牌信

３ 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的研究现状

息记忆实验比较中国和澳大利亚被试对自身的信息
检索能力的判断，结果发现西方被试和中国被试之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谦虚、谦逊和中庸的思想，

间的偏差没有显著差异，分别只有 42% 的中国被试

例如，“枪打出头鸟”和“人怕出名猪怕壮”。

和 49% 的澳大利亚被试过度自信。Stankov 和 Lee

过度自信似乎不是中国文化所赞扬的。然而，使用

（2014）在 9 个世界地区（33 个国家）开展认知能

常识问题范式的研究结果是反直觉的（Li & Fang,

力测试（数字序列问题），之后让他们判断对自己

2004; Yates, Lee, & Shinotsuka, 1996）。最早的研究

回答正确的信心，结果也发现西方和东亚地区之间

开始于 30 多年前 Wright 和他的同事所做的系列研

偏差分数差异不显著。因此，近年来使用现实情境

究（Wright & Phillips, 1980; Wright et al., 1978），

问题的研究认为，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或者

这些研究发现所有被试都过度自信，而东南亚被试

两者无显著差异。

比英国被试对常识问题的判断有更强的正向偏差。

综上，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常识问题来研究过

随后的研究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检验

度自信的跨文化差异问题，研究结果一致地认为东

（Meisel, Ning, Campbell, & Goodie, 2016; Yates, Lee,

方人比西方人更过度自信；近些年的研究则更多的

& Bush, 1997; Yates et al., 2010），他们要求美国和

使用现实情境问题，研究结果却发现西方人比东方

中国被试回答常识问题，然后让被试评估对每个回

人更正向偏离或两者无明显差异。

答的信心，结果一致地认为，东方国家的被试明显
比西方国家的被试展示出更高水平的过度自信。不
过， 日 本（Yates et al., 2010） 和 新 加 坡（Stankov,

４ “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过度自信”的主流解
释

Morony, & Lee, 2014）是东方国家中的两个例外，它

目前，对于“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的

们并未比西方国家表现出更高的过度自信。因此，

研究结果仍没有公认的解释，因此，这里只针对“东

使用常识问题范式的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

方人比西方人更过度自信”的解释进行介绍。主流

即东方人比西方人展示出更高水平的过度自信。

的解释包括认知习惯（cognitive customs）和教育系

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常识问题中的研究

统（education systems）两种观点，分别对应微观和

结果是否可以延伸到现实情境问题的决策中。现实

宏观两种视角。

情境问题与常识问题的差异可能创造或增加了常识

４.１ 认知习惯

问题中的过度自信（Wright & Wisudha, 1982）。为此，

认知习惯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Y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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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大多数研究者关注人们对问题思考的彻底

使用常识问题的研究一致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

性（thoroughness），也称为论点采纳模型（argument

更过度自信，使用现实情境问题的研究则发现西方

recruitment model），即人们在面对一个问题时，

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或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使用

往往先在每个选项上寻找证实和证否的证据，然

常识问题与使用现实情境问题的研究结果出现分歧，

后 评 估 证 据 的 相 对 优 势（Yates, Lee, & Shinotsuka,

可能与任务形式、任务难度和样本选取有关。对于

1992）。选择正确的选项和信心评估是基于思考到

任务形式，常识问题的实验材料多为常识题或有客

论点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前面给出的土豆例子，思

观正确答案的题目，与学业考试的形式极为相似，

维过程包括：思考为什么土豆在寒冷气候中长得更

如使用真实课程考试与使用常识问题的研究得出一

好和思考为什么土豆在温暖气候中长得更好。
美国、

致的结果（Acker & Duck, 2008）。而现实情境问题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可以由思维

则较为灵活和贴近现实生活，如对篮球比赛结果的

彻底性的跨文化差异所解释。Yates 等（2010）让日本、

预测或对认知能力测试的估计等。因此，任务形式

中国和美国被试在回答常识问题的同时进行出声思

的差异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差异。就任务难度和样本

维，结果发现，中国被试的过度自信最强，其次是

选取而言，实验证据表明，过高估计和过高定位在

美国，日本最弱。对被试的话语进行编码和分析发

两种不同难度的任务中会出现反转现象，即“简单 -

现，三个国家的思维彻底性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困难效应”（Moore & Healy, 2008; Stankov, Lee, Luo,

日本被试思考每个问题的时间是中国和美国被试的

& Hogan, 2012）。在困难任务（较少的人回答正确）

三倍，
同时，
日本被试作出判断时也提供更多的论点。

中，人们高估自己的实际表现，却错误认为自己比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慎重？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谨

别人更糟糕；在简单任务（大多数人回答正确）中，

慎”在日本是特别高度赞扬的个性特征（Yates et al.,

人们过低估计自己的实际表现，却错误认为自己比

2010）。另外，Li, Bi 和 Rao（2011）对顶级杂志中

别人更优秀。Stankov 和 Lee（2014）还发现，过去

说中文的研究者和说英文的研究者进行研究，结果

在个体水平中发现的简单 - 困难效应在国家或地区

同样支持“论点采纳模型”。

水平上也同样存在。因此，“项目难度”是影响常

４.２ 教育系统

识问题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在个体水

美国人与中国人在过度自信上的差异可以归因

平还是国家水平的研究中。新近的研究多以世界地

于教育系统的差异，因为教育系统的差异影响了论

区为单位开展，且研究结果都与常识问题的研究结

点采纳习惯的差异。中国教育系统鼓舞学生继承而

果不同。由于以世界地区为单位的研究比以国家为

不是批判传统和先例，即特别鼓励记忆；而美国教

单位的研究对项目难度的控制更为困难，易受“简单 -

育系统鼓舞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和挑战自己与他人

困难效应”的影响，正如在 Morony 等（2013）的

的观点，更关注文本潜在的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

研究中，欧洲国家比东亚国家更过度自信可能与塞

（Meisel et al., 2016）。西方对批判性思维的强调，

尔维亚和拉脱维亚的准确性得分较低有关。即使是

使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寻找更多驳斥的证据，减少了

同属亚洲地区的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 Stankov

过度自信的倾向；而中国人倾向于寻找证实他们最

和 Lee（2014）的研究中，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人

初判断的证据，因此更过度自信。为了验证教育系

的偏差分数分别为 10.59%、25.83% 和 29.59%，三

统对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解释的有效性，Li, Chen

者虽然都属于亚洲地区但是差异甚大。因此，无论

和 Yu（2006）比较了在中国接受教育和在新加坡接

是在地区水平上的研究，
还是在国家水平上的研究，

受教育的福建大学生的过度自信水平发现，在中国

都需要明确地区或国家的选择标准，且控制好项目

接受教育的学生比在新加坡接受教育的学生更加过

的难度。

度自信。由于两个大学生样本的种族、语言和文化

５.２ 进一步探讨主流解释的有效性

相近，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教育系统对过度自信跨
文化差异的解释。

５

讨论

５.１ 整合出现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

尽管论点采纳模型对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具有
很好的解释力，但一些研究者还是对该理论的有效
性提出了质疑，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被试在思维过
程中提出支持和反对的论点越多，过度自信水平越
低？为了检验该假设，Li, Bi 和 Zhang（2009）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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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决策和集体（家庭和团队）决策对中西方的过

Kennedy, 2012; von Hippel & Trivers, 2011），即经济

度自信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和团

发展水平越高，其过度自信水平越低。近年来的研

队决策都展示出较少的偏差和产生更多的论点数目，

究发现，西方比东方的过度自信水平更高或两者无

结果与论点采纳假设相一致，然而，中介分析并没

明显差异，可能与中国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变革和

有发现论点数量与过度自信水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急剧上升的社会财富有关（Cai, Kwan, & Sedikides,

此外，该模型虽然较好地解释了常识问题的研究结

2012）。

果，但是对于现实情境问题，其形式不拘于二择一

过度自信是行为与决策中最为持久且普遍存在

的常识问题，在问题解决和概率评估的过程中，这

的一种心理偏差（Johnson & Fowler, 2011），具有

类题目并不涉及论点提出的过程，因此对论点采纳

适应和生存的优势（代涛涛，佐斌，徐富明，索玉贤，

模型和教育系统两种解释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未

2014; Bi et al., 2017）。全球化带来了合作成员的多

来的研究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及其解释力。

元化，不同国家人对自身判断的准确性存在差异，

５.３ 探究“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的原因

容易引发冲突，影响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基于目前

对于使用现实情境问题得出的结果，即西方人

对研究结果和解释仍缺乏一致的认识，有必要对过

比东方人更过度自信或两者无明显差异，目前仍没

度自信跨文化差异继续进行探讨，这不仅有助于不

有统一的解释，可能与集体 - 个人主义文化、教育

同国家的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过度自信跨文化差异

的互补作用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是这些解释的

的实质以洞悉非理性决策，还可以借助过度自信的

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一，集体 - 个人主义

应对策略指导人们的日常判断和决策，以免决策失

文化。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目标、集体权利、相互依

误。因此，过度自信的跨文化差异研究具有重要的

赖、集体合作，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目标、 个人权
利、独立自主、自身定位和个人竞争力（Kulkarni et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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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confidence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overestimation of the accuracy of his/her judgmen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in over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ensures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mak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The classical paradigm to study
this problem is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and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s. The study using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consistently found that Eastern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subjects of Western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whether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can be extended 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s.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 is a variant of the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 is closer to the reality and often involves future events which results are
unknown to anyone else, such as weather, stocks, or games issues. The study using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s found that Westerners were either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Easterners, o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 explanation of ‘Easterners are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Westerners’ mainly includes cognitive customs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which
correspond to both micro and macro perspectiv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thoroughness of
thinking about problems, also known as the 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 that is, people in the face of a problem, often in each option to find supporting
and opposing evidence, and then asses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vidence. Choosing the right option and confidence assessment is based on
thinking abou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rgument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rgues that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fluence th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adoption of the argument, leading to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overconfidenc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encourages students to inherit rather than criticize traditions, especially to encourage memory;
and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encourages students to engage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hallenge their own views with others. The emphasis on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West makes them find more opposing evidence in making judgments, reducing the tendency to overconfidence, and the Chinese
tend to find evidence of their initial judgment and are therefore more overconfiden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xplanation about ‘Westerners are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Easterners’.
Finally,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research results are discussed,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explanation is further explor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ask form, task
difficulty or sample sele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using actual situational issues has drawn the conclusion that Westerners are more overconfident
than Easterners o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There is still no uniform explanation for these result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collective-individualistic culture, education o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verconfidence can not only help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verconfidence in order to discern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but also guide people's daily judgments to avoid
mistakes in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verconfidenc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overconfidence, cultural differences, general knowledge question, real situation 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