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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探讨团体成员的相互共情及其与团体效果的关系。共收集 10 个团体，53 名成员的数据，运用社会关系模型分析。
结果发现：1、成员自评相互共情得分较高，但互评相关不显著；2、共情水平与会谈效果正相关，与团体反治疗性因素负相关；3、
被共情水平与不信任负相关；4、共情准确性与团体治疗性因素正相关。结论：成员自评相互共情水平较高，但互评不匹配。成员
自评共情水平越高，会谈效果越好，受团体反治疗性因素阻碍更少。越被准确评估情绪效价的成员，从治疗性因素中获益更多。
关键词 共情 相互共情 社会关系模型 团体咨询 团体效果

１ 引言

咨询师共情若要有效，来访者必须能够共情到咨询
师对他们的共情。团体咨询是“由具备专业能力的

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共情概念最早由罗杰斯

实务工作者，运用团体的理论和历程，以协助一群

提出（Rogers, 1957），之后众学者虽都使用该术

互相依赖的人达成他们个人的、人际的或任务有关

语，但内涵不尽相同（Batson, 2009）。目前公认

的目标”，更偏向于心理问题及困扰的处理（樊富珉 ,

的共情包括两方面：（1）认知共情，即认知上理

2005）。在团体咨询中，团体成员既是共情的发起

解来访者的体验；（2）情绪共情，即情感上体会

者（共情者），又是共情的接收者（被共情者）。

到来访者的情绪感受（Duan & Hill, 1996; Schnur &

Shapiro （1991）认为团体的力量在于成员不仅能被

Montgomery, 2010）。共情测量有四种角度（Elliott,

理解，还能去理解别人。但团体成员作为受助者，

Bohart, Watson, & Greenberg, 2011）：（1）来访者评

往往被关注的是被共情者身份。仅少数文章提到或

估他们感受到被理解的程度；（2）咨询师自评对来

研究了团体成员的共情（Abernethy, Tadie, & Tilahun,

访者的理解程度；（3）观察者评估咨询师的反馈内

2014; Markin, 2011; Nava, 2007; Shapiro, 1991）。

容与来访者的匹配度；（4）共情准确性，比较咨

准确共情是治疗改变的核心条件之一（Rogers,

询师 - 来访者评估的一致性，一般包括①内容准确

1957）， 是 起 效 的 重 要 因 素 （Feller & Cottone,

性，即对他人想法和情绪的推断是否与实际匹配；

2003; Lambert & Barley, 2001）。 研 究 表 明 共 情 对

②效价准确性，即能否准确判断他人想法和感受是

咨询效果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Watson, Steckley, &

积极、中性、还是消极（Ickes, Stinson, Bissonnette,

McMullen, 2014），解释效果约 9% 的变异（Elliott

& Garcia, 1990）。

et al., 2011），但均是咨询师共情。团体成员的共情

上述共情概念基于共情者角度，强调咨询师的

与效果的关系并无实证研究。

共情者角色及来访者的被共情者角色，忽视了共情

团体成员会相互影响，因此团体互动数据并不

的人际互动特征（Jordan, 2000; Main, Walle, Kho, &

独立，不符合传统统计方法（如方差分析）要求

Halpern, 2017）。Jordan（2000）提出相互共情（mutual

被试间独立的假设。社会关系模型（social relations

empathy）的概念，强调来访者共情的重要性，认为

model; Warner, Kenny, & Stoto, 1979）可以处理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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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成对数据，是一个可以分析团体中不同水平变

感上体会其他成员感受的程度；（2）被共情水平：

量的方法和统计模型，尤其适用于研究团体中人际

团体成员作为被共情者，感知到被理解的程度。（3）

间的行为和知觉（Marcus, 1998）。

共情准确性：团体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情绪效价评估

该模型基于循环设计，让团体成员对其他每个

与他人自评的一致性。探讨如下问题：（1）团体成

人就某一方面进行评分，将团体视为分析单元，对

员的相互共情水平；（2）团体成员的相互共情与团

每个团体数据分别分析再整合。分析可分为多个层

体效果的关系。

面：首先，社会关系模型可以解释人际间知觉的变
异来源。例如，成员 A（知觉者）认为能够理解成
员 B（目标），可能的解释有（1）成员 A 倾向于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认为能够理解所有人（知觉者效应，即成员 A 对其

53 名团体成员，平均 30.32 岁（19~63 岁，SD

他团体成员的判断体现出一致性，受成员 A 特征影

= 13.13 岁），其中男性 29 名，女性 24 名。参与的

响）；（2）所有人都认为能够理解成员 B（目标效应，

团体为至少 6 次以上的连续性咨询类团体。共 10 个

即其他团体成员看待成员 B 的一致性，由成员 B 特

团体，其中 5 个为主题是原生家庭的结构性团体，

征决定）；（3）成员 A 认为比其他人更能够理解

3 个为主题是学业幸福感的人际动力取向非结构性

成员 B（关系效应，即成员 A 与成员 B 之间特定的

团体，2 个为主题是意义应对的半结构性团体。平

关系而产生的效应）；（4）成员 A 和 B 所在的团

均次数为 13.2 次（8~16，SD = 3.29），每组平均 5.3

体氛围会更多地理解（团体效应）。其次，社会关

人（4~8，SD = 1.06）。

系模型可以解释影响人际间知觉的因素。例如通过

团体领导者共 8 人，平均 44 岁（33~62 岁，SD

以上效应分析，发现知觉者效应显著，即成员 A 认

= 8.64 岁），其中男性 1 名。团体咨询经验平均为

为能够理解成员 B 主要受成员 A 的因素影响。之后

12.63 年（6~22，SD = 5.83）。

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变量（如共情能力）与知觉者效

２.２ 数据收集方式

应值进行相关分析，
可以发现与该效应相关的因素。

任意一次团体会谈结束后对团体成员进行问卷

此外，比较自评及他评的分数可以分析相似性以及

调查。

自我 - 他人的一致性程度。最后，社会关系模型还

２.３ 研究工具

可以扩展至多变量的研究，用于分析不同知觉之间

（1）相互共情问卷

的相互作用（Marcus, 1998）。

鉴于社会关系模型测量的特性，无法直接采

Marcus （2006）强烈要求团体治疗师使用这一

用已有的共情相关量表。因此根据社会关系模型

方法来更系统地理解团体人际互动。该方法能够比

研 究 的 建 议（Christensen & Feeney, 2016; Marcus,

传统统计方法提供更多的信息（Piper, Ogrodniczuk,

1998）、研究问题及相互共情的定义自编问卷。共

Lamarche, & Joyce, 2006）。 但 鉴 于 其 对 研 究 设 计

包括四题，7 点记分，分别测量共情水平（“我能

要求较严格，需要循环设计，仅允许个别缺失值，

够理解他／她所说的”；“我能够体会到他／她的

且要求至少 6 组团体，每组被试不小于 4(Marcus &

感受”）、被共情水平（“我感觉到被他／她理解”）、

Kashy, 1995)，此外需要专门的统计软件 (SOREMO)。

情绪效价评估（“我觉得他／她的情绪状态”）。

因 此 该 模 型 未 被 广 泛 运 用 (Piper et al., 2006)。

让成员对其他每个成员就这四个方面打分。将情绪

Schönbrodt 等人 (Schönbrodt, Back, & Schmukle, 2012)

效价的自评及他评差异绝对值作为共情准确性的指

介绍了 TripleR 软件包来进行社会关系模型分析，该

标。该测量数据属于社会测量数据，信效度测量与

软件包有完整的使用手册，大大降低了分析难度，

传统数据不同（Marsden, 1990），将在讨论中做具

有利于该方法在团体研究中的应用。

体说明。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运用社会关系模型，同时

（2）会谈评估量表（Hill & Kellems, 2002）

关注团体成员的共情者及被共情者角色，考察团体

评估成员对一次团体会谈质量的感知，4 题，5

成员的相互共情及其与团体效果之间的关系。本研

点记分。量表的探索性及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单因

究中相互共情包括三个方面：（1）共情水平：团体

素模型，解释 77% 的变异，α 系数为 .91。

成员作为共情者，能够从认知上理解其他成员、情

（3）团体治疗性因素量表（王丽斐 , 林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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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员评估他们所体验到的团体无效甚至具有

评估成员对团体有效或有正向影响因素的感知，

伤害性经验的自陈式问卷，22 题，6 点记分，包括

29 题，6 点记分，包括 8 个维度：认知性的获得、

6 个维度：缺乏投入、自我揭露的抑制、负面感受

对团体的正向感觉、行动力的引发、自我坦露与分

的唤起、缺席、与自己期望不符、不信任。各维度

享、共通性、利他性、家庭关系的体验与了解、建

相关介于 .28~.69 之间，α 系数为 .67~.85。

议的提供，总量表 α 系数为 .95~.96，各维度 α 系

２.４ 统计工具

数为 .72~.92。

使用 Triple R 及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

（4）团体反治疗性因素量表（林美珠 , 王丽斐 ,
1999）

３ 结果
３.１ 团体成员相互共情的社会关系模型分析

表 １ 团体成员相互共情的社会关系模型分析

**

p <.01; * p <.05; † p <.1

由于本研究没有多次测量数据，无法分离关系

他成员是否也认为他／她共情水平越高，共情准确

效应与误差效应（Christensen & Feeney, 2016），仅

性是否更高。结果发现相关均不显著（r = -.220，p

分析知觉者和目标效应。

= .152；r = -.188，p = .222）。

从描述统计结果发现团体成员自评的共情水平

将被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共情水平和共

及被共情水平较高，对他人情绪效价评估的差异较

情准确性的目标效应值做偏相关，考察感知到被共

小。社会关系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共情水平和被共情

情水平越高的成员，其他成员是否也认为对他／她

水平的知觉者效应显著，共情准确性的目标效应显

的共情水平越高，
对他／她的共情准确性是否越高。

著。

结果发现相关均不显著（r = -.102，p = .509；r = -.003，

将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被共情水平的目
标效应值、共情准确性的知觉者效应值做偏相关
（控制组别），考察自评共情水平越高的成员，其
表２

**

p <.01; * p <.05; † p <.1

p = -.984）。
３.２ 团体成员相互共情与团体效果之间的关系
Marcus （1998）指出只有当效应显著时与其他

相互共情的效应值与团体效果的偏相关（控制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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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才有意义。据此，本研究将显著

情的传递过程有关。共情除了在内部理解对方外，

的各效应值与团体效果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控制

还要传递出来让对方感受到（Duan & Hill, 1996）。

组别）。

团体成员可能理解了但未表达出来让对方感知到。

结果表明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会谈效果

对个体咨询的共情研究发现来访者会将其他的行为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被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

与共情混淆（Elliott et al., 2011）。在团体中，成员

会谈效果的相关呈边缘显著（p = .087），共情准确

可能从其他的反应（如仔细倾听、不评价等等）中

性的目标效应值与会谈效果相关不显著。

感受到被理解，从而导致双方评估的不匹配。

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团体治疗性因素量

４.２ 团体成员的相互共情与团体效果的关系

表总分及分维度相关不显著。与团体反治疗性因素

本研究发现越认为自己能够共情他人的人，评

量表总分、负面感受的唤起、缺席及不信任维度呈

估的会谈效果越好，受到团体反治疗性因素的阻碍

显著负相关。

更小。Shapiro （1991）指出当团体成员积极参与到

被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值与团体治疗性因素

共情理解时，他们能与他人产生共鸣，同时对自己

量表总分及分维度均不相关，与不信任维度呈显著

的需要、反应进行反思，从而从团体中获益。被共

负相关。

情水平与会谈效果相关为边缘显著，不足以支持被

共情准确性的目标效应值与团体治疗性因素量

共情水平与团体效果之间存在相关，需要进一步的

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与行动力的引发、利他性维

研究加以证实。这与个体咨询中的作用不同。以往

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团体反治疗性因素量表总分及

的研究发现越感到自己被咨询师理解的来访者，所

分维度相关不显著。

评估的效果越高（Elliott et al., 2011）。团体有其独

４ 讨论
４.１ 团体成员的相互共情

特的治疗机制（樊富珉 , 2005），团体成员不再只
是受助者、被共情者，他们作为共情者，同样能够
从团体中获益。共情水平与团体治疗性因素相关不

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团体成员自评的共情水平及

显著，而与反治疗性因素呈负相关，说明团体成员

被共情水平较高，
对他人情绪效价评估的差异较小。

的共情可能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为从团体中获

这些指标反映团体成员的相互共情水平较高。但团

益奠定基础。

体成员自评与他评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即自认为

此外，研究还发现越是能被其他成员准确评估

共情水平越高的成员，其他成员并没有同样认为其

情绪效价的个体，
能更多从团体治疗性因素中获益。

共情水平越高，共情准确性也并非越高。而自认为

对个体咨询的研究也发现咨询师的评估如果能够与

被共情水平越高的成员，其他成员也并没有报告对

来访者的报告相匹配，来访者会觉得更有帮助（Hill,

其有更高的共情水平和共情准确性。结合这两个结

Thompson, & Corbett, 1992; Hill, Thompson, Cogar, &

果说明团体成员自评的相互共情水平较高，但是成

Denman, 1993）。

员之间对相互共情的评估并不匹配。

４.３ 社会关系模型在团体咨询研究中的应用

共情水平与被共情水平的知觉者效应显著，说

鉴于团体数据的特殊性，社会关系模型能提供

明团体成员在团体中的共情体验主要与自身因素有

比传统统计方法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本研究为

关。表明团体成员倾向于将其他所有人看作是类似

例，相互共情的描述统计仅能反映成员自评的相互

的，而不是去理解每个人的体验。Johnson 等 (Johnson,

共情水平。但社会关系模型可通过分析相互共情的

Burlingame, Olsen, Davies, & Gleave, 2005) 发现团体

知觉者效应值与目标效应值的相关，反映成员间相

成员倾向于将其他所有人看作是共情或不共情。

互共情的匹配关系。此外，该方法可以反映团体成

Stürmer 等 (Stürmer, Snyder, & Omoto, 2005) 发现团体

员相互共情的变异来源及大小。共情水平与被共情

成员倾向于聚焦于团体中的相似性，证实了团体中

水平知觉者效应显著，说明团体成员的共情体验主

有强烈的知觉者效应。团体成员会“构建”相似性，

要与自身因素有关；共情准确性的目标效应显著，

即便这种相似性并不存在，这可能帮助成员感觉到

说明能否准确评估情绪效价与对方因素有关。
因此，

安全、普遍性，从而产生团体凝聚力和认同感。

采用经社会关系模型分析得到的效应值来反映相互

此外，成员间相互共情的评估不匹配可能与共

共情水平，比传统方法简单将评分相加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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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团体，因此本研究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团体。

虽然对研究设计、统计技术的要求较高，但这

Marcus 和 Kashy （1995）指出不存在相似的团体，

不应该成为应用该方法的限制。TripleR 软件包的出

即便是由同一领导者带领的。在数据分析时，本

现解决了统计难度，为该方法在团体中的应用扫除

研究将团体组别作为控制变量，控制组别引起的变

了一大障碍。希望借此研究推动该方法在团体研究

异。而有的研究则限定了团体的主题、类型和次数

中的应用。

（Markin, 2011）。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

４.４ 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难度，但可能可以减少误差。

４.４.１ 相互共情测量的信效度

４.４.３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中相互共情的数据属于社会测量数据，

社会关系模型的缺陷在于主观性报告存在反应

对该类数据的有效性、可靠性以及测量误差，几乎

偏差。使用排序或多个量表可以减少这一问题，但

没有什么工作（斯坦利 • 沃瑟曼 , 凯瑟琳 • 福斯特 ,

无法计算知觉者效应。因此除非有强有力的理由要

2012）。斯坦利 • 沃瑟曼和凯瑟琳 • 福斯特（2012）

消除反应偏差，否则不建议使用（Marcus, 1998）。

对社会测量数据的信效度评估进行了总结，包括（1）

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所有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有效性，通常研究者会假定对某个概念的测量确实

得出 4 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32.25%，低

有效，即所测量的问题对测量变量而言具有表面效

于 40% 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度。本研究严格根据相互共情的定义进行测量，具

４.４.４ 未来展望

有表面效度。而结构效度方面的研究很少。Mouton

未来研究可以应用社会关系模型探索其他团体

等 （Mouton, Blake, & Fruchter, 1955）等发现积极的

互动以及相关因素的研究。此外，共情的概念较为

社会测量标准（如某个行动者被选择的数量）与良

复杂，研究者可以选取其他共情的变量进行进一步

好的表现（如领导力）正相关，与不良的表现呈负

研究，丰富该领域结果。最后，社会测量的信效度

相关，表明其结构效度。本研究中，相互共情水平

研究较少，希望研究者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

与会谈效果及团体治疗性因素呈正相关，与团体反

究，为该类方法奠定扎实基础。

治疗性因素呈负相关，表明其具有结构效度。（2）
可靠性，标准的心理测量学中使用检验－再检验策
略进行评估，前提是假定某个变量真实的值不会随

５ 结论
本研究发现团体成员自评的相互共情水平较高，

时间改变。但由于成员的相互共情会随团体进展而

但成员间对相互共情的评估不匹配。自评共情水平

改变，
因此无法采用检验－再检验策略来评估信度。

越高的成员，会谈效果更好，受团体反治疗性因素

此外，社会测量问题使用等级划分或完全排序策略

的阻碍更少。认为被共情水平越高的成员，受不信

比仅允许几个回答的固定选择策略更可靠，涉及更

任这一因素的阻碍较少。越能被其他成员准确评估

强烈或更亲密关系的问题比关系不太强烈或亲密的
问题具有更高的交互性，合计测量比单个知觉者选

情绪效价的个体，从团体治疗性因素中获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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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group members could empathiz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tual
empathy and group outcome, us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 which can analyze data across various levels in a group. Mutual empathy in this stud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First is empathic level, to the extent a group member can understand other members’ thoughts and share their emotions. Second
is the level of being empathized, to the extent a group member felt being understood. Third is empathic accuracy, the congruence of emotion valence
between self-rating and other-rating. Fifty-three members of ten groups completed self-ratings of their own emotional status, Session Evaluation Scale,
Group Therapeutic Scale and Group Anti-therapeutic Scale, and also rated other members’ emotions and how they empathize and being empathized
by other group members after a group session.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riple R, a new developed software package for social relations model.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 analysis on group members’ mutual empathy showed that group members’ self reports on empathic level and the level of
being empathized were rather high. But there were no match between empathizing and being empathized in dyads, which suggest that group members
may not empathize with each oth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ignificant perceiver/target effects and group outcome scales showed (1) The more one
thought he or she could empathize with others, the better outcome he or she reported, and less impeded by anti-therapeutic factors (negative emotions,
absence and distrust); (2)The more one felt being empathized, the less impeded by anti-therapeutic factor(distrust);(3)The more accurate others could
estimate one’s emotion valence, the more he or she could benefit from therapeutic factors. The results suggest group memb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empathic level were important for group effectiveness, which was a unique therapeutic factor in group counseling. However,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
counseling, the feeling of being empathized didn’t result in better outcome and more benefits. Besides, if one’s emotion valence could be more
correctly perceived by other members, he or she could also benefit more from the group.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1) The measurements of
mutual empathy in this study were number-limited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round-robin design, which may not reflect the variable comprehensively
and further research may focus on more specific variables. (2) The group stages and group style were important variables in group counseling, but
only controlled statistically in this study, future research could restrict particular group stage and style to reduce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variables.
The strengths of this study were that (1) Focusing on group members’ mutual empathy, an important but ignorant factor comparing to group leaders’
empathy. (2) One of the few studies us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 in group counsel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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