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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 3（金钱刺激：无金钱刺激、金钱奖励、金钱惩罚）×2（决策者角色：决策者、旁观者）的被试

间实验设计，利用过程分离范式分别计算被试道德决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和道义论倾向，从而探讨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对个体
道德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旁观者，金钱刺激都不会影响其道义论倾向；（2）决策者的道义论倾向大
于旁观者；（3）只在有金钱奖励时决策者的功利主义倾向才大于旁观者。
关键词 道德决策 金钱刺激 决策者角色 过程分离范式 双加工理论

１

引言

德决策原则？

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资源，不仅可以满足

在面临道德困境时，人们的道德决策往往遵循

人们的安全、健康、自尊和快乐等基本需要，而且

两种原则，一是道义论倾向（deontology），即认

在某些时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Liu & Aaker, 2008;

为个人的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这个行为是否符合道

Zhou, Vohs, & Baumeister, 2009）。道德领域的研究

德规范或准则，如无论结果如何，伤害他人都是错

发现金钱会使人产生如说谎、虚伪、表里不一等行

误的；二是功利主义倾向（utilitarianism），即认为

为（Goldberg & Lewis, 1978），使个体的助人行为

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它的效用或结果是否最大化，

减少（Vohs, Mead, & Goode, 2006）。Vohs 等（2006）

如果结果是能够增加大多数人的幸福，那么伤害也

发现金钱导致关系性亲社会行为减少，并认为这是
由于金钱带来心理上的独立感和社交需求的下降所

是可以接受的（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 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

致。Liu 和 Aaker（2008）的实验中发现，相比启动

& Cohen, 2001）。早期关于道德决策的道义论倾向

时间概念的个体，启动金钱概念的个体慈善捐款数

和功利主义倾向的研究中，认为二者是一个单维的

量更少。Forsythe, Horowitz, Savin 和 Sefton（1994）

结构，即一种倾向较强意味着另一种倾向较弱，行

的实验也证实了独裁者在一个具有金钱刺激的决策

为符合道义论就意味着行为违背了功利主义。这就

情境中比在一个无金钱刺激的决策情境中会表现出

等于认为两种道德判断倾向呈负相关。如在电车困

较少的赠予行为。李爱梅、彭元、李斌和凌文辁

境中：一辆电车即将驶来，在前方铁轨上有 5 名工

（2014）认为金钱本身的工具性用途就决定了人们

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电车正朝他们驶来，在另一

赋予金钱的利己性。金钱可能作为一种激活利己相
关图式的情境线索，使利己自我图式在工作自我概
念中更加容易提取，所以金钱启动使个体的行为更

条铁轨上有 1 名工人，行为者只要按动控制按钮，
将电车转向另一条铁轨，就可以拯救这 5 名工人，
但会牺牲掉另一条铁轨上的这 1 名工人。如果这时

可能符合利己图式的价值观和目的，使亲社会行为

选择按动按钮使火车转向，即杀 1 救 5，则反映了

减少，利己行为和不道德行为增加。那么，在道德

功利主义倾向，如果选择不按动按钮则反映了道义

决策中金钱除了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如导致欺骗、

论倾向。但是 Greene 等（2001）提出的道德判断的

作弊，亲社会行为减少等，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道

双加工理论认为，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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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Greene 的 双 加 工 理 论，Conway 和

Tanner, Medin 和 Iliev（2008）也测量了被试对道义

Gawronski（2013）采用 Jacoby（1991）所提出的过

论倾向与功利主义倾向的赞同程度，发现二者之间

程分离范式（process Dissociation procedure, PD）来

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这是一个二维的结构。

独立量化道义论倾向 D 和功利主义倾向 U，并且发

根据 Batson, Kobrynowicz, Dinnerstein, Kampf

现只有道义论倾向与个体差异中的同情关怀和观点

和 Wilson（1997） 提 出 的 诱 惑 理 论（temptation

采择有关，而只有功利主义倾向与认知需要有关，

theories）， 人 们 总 有 想 要 达 到 的 道 德 标 准， 但

道德认同与这两种倾向呈正相关；Dryburgh（2014）

在具有诱惑力的事物面前却不能坚持自己的道德

发现社会支配倾向高的被试比社会支配倾向低的被

原 则。 这 个 理 论 已 被 很 多 研 究 所 证 实（De Witt

试道义论倾向低，但两者的功利主义倾向没有显著

Huberts, Evers, & De Ridder, 2014; Kotabe & Hofmann,

差异；Friesdorf, Conway 和 Gawronski（2015）发现

2015）。Liu 和 Aaker（2008）提出的心理定势理论

女性的道义论倾向比男性高，功利主义倾向上男女

（mindset theory）也认为，金钱与价值最大化的概

差异不显著。

念联系更紧密，
因此启动金钱概念会激活效用定势，

过程分离范式的核心思想是找到两种加工过程

而效用定势下的个体会以价值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

反应倾向一致的相容任务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两种加

标。那么，在道德决策中，具体的金钱诱惑或者惩

工过程反应倾向不一致的不相容任务，通过对个体

罚对个体功利主义倾向和道义论倾向的影响是否相

在相容与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列方程组，从而解出

同？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两种加工过程在反应中的独立贡献率。在道德决策

除了金钱刺激外，决策者角色也是影响道德决

中，不相容困境是指个体在思考该困境时，道义论

策的重要因素，即决策者和旁观者的道德选择是

倾向与功利主义倾向会得出不一致的、互相冲突的

不 同 的（Harvey, Harris, & Barnes, 1975; Nadelhoffer

结论；而相容的道德困境是指个体在思考该困境

& Feltz, 2008）。决策者是指身处道德困境并需要

时，道义论倾向与功利主义倾向会得到一致的结论

对此做出决策的人，而旁观者并没有直接涉及到

（Conway & Gawronski, 2013）。比如，哭泣的婴儿

情境当中，而是需要对他人决策做出评判。对于

困境中，不相容的困境的描述为：有一天敌军来袭，

旁观者的操纵，有研究采用的任务是指出他人在

村民们正躲避在一间地下室中。此时外面敌人正在

某 种 情 境 中 应 该 如 何 做 出 决 策（Gold, Pulford, &

搜寻村民，就在这时，地下室内一个婴儿开始大声

Colman, 2015），也有研究采用的任务是评价在某

啼哭，如果立即捂住婴儿的嘴不让他发出声音，就

种情境中的某个人所做的行为或选择可不可接受

不会引来外面敌人的注意，但这会使该婴儿窒息而

（Gold, Pulford, & Colman, 2014; Nadelhoffer & Feltz,

死。如果不捂住婴儿的嘴，啼哭声将引来士兵，全

2008）。本文将采用后一种方法，即让旁观者评价

村人都将被杀害（Conway & Gawronski, 2013）。该

在某种道德困境中的决策者所做的行为或选择是否

困境中，当道义论倾向主导判断时，伤害行为会被

可接受。Gold 等（2015）利用电车困境发现相比决

判断为不可接受的；当功利主义倾向主导判断时，

策者，旁观者更倾向于进行干预，即让电车转向从

伤害行为会被判断为可接受。该困境的相容版本描

而 杀 1 救 5。 另 外，Nadelhoffer 和 Feltz（2008） 的

述为：为了避免居民被抓去矿上劳作而将哭泣的婴

研究发现旁观者中有 90% 的人认为某人在电车困境

儿窒息而死，这时不论是功利主义倾向主导判断还

中按动控制按钮在道德上是允许的，但决策者中只

是道义论倾向主导判断，伤害行为都会被判断为不

有 65% 的人认为自己会按动控制按钮。这似乎都说

可接受。

明相比决策者，旁观者会做出更多的功利主义的判

被试在相容和不相容道德困境中判断伤害行为

断，那么这其中的机制是什么？是因为旁观者的功

是否可接受的潜在加工过程如图 1 所示。根据图 1，

利主义倾向大于决策者，还是决策者的道义论倾向

可得以下公式：

大于旁观者？其次，如果金钱刺激会影响决策者的
道德决策原则，那么旁观者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其道
德决策原则是否也会受金钱奖惩的影响？这是本研
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p ( 不可接受 | 相容困境 )=U+[(1-U)×D]
p ( 可接受 | 相容困境 )=(1-U)×(1-D)
p ( 不可接受 | 不相容困境 )=(1-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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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相容和不相容的道德困境中判断伤害行为是否可接受的潜在加工过程树状图（资料来源 Conway & Gawronski, 2013）

P ( 可接受 | 不相容困境 )=U+[(1-U)×(1-D)]
由这四个公式，可进一步推导出 U 和 D 的计算
公式：
U =p ( 不可接受 | 相容困境 )-p ( 不可接受 | 不相容
困境 )
（1）

钱刺激：无金钱刺激、金钱奖励、金钱惩罚）的被
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是功利主义倾向 U 和道义论
倾向 D。
２.３ 研究材料与程序
采用 Conway 和 Gawronski（2013）研究中所用
的道德困境。总共有 5 种困境，每种困境都有两个

（2）
基于公式（1）和（2），只需要要求被试分别

版本：一个不相容版本和一个相容版本，共 10 个困
境，如引言部分提到的哭泣的婴儿困境。金钱奖励

在相容与不相容的道德困境下重复做多次道德判

组和金钱惩罚组分别在困境中添加了一定金额的金

断，分别计算出被试在相容和不相容困境中认为伤

钱奖励和金钱惩罚，具体的奖励或惩罚金额我们参

害行为不可接受的概率，就能计算出该被试在道德

考了 Gold, Pulford 和 Colman（2013）的研究。决策

判断时的道义论倾向 D 和功利主义倾向 U（Conway

者组的被试想象自己处于某种道德困境中，旁观者

& Gawronski, 2013; Dryburgh, 2014; Friesdorf et al.,

组的被试被告知某人处于某种道德困境中。被试阅

2015）。

读完困境后要回答如果此时（某人）采取某种行动

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过程分离范式来独立量化被
试在道德决策中道义论倾向与功利主义倾向的高低，
从而探讨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是否可接受（Gold et al., 2015）。实验材料采取纸笔
呈现的方式。例如金钱奖励组中一个不相容困境：
你（Harris）是疾控中心的一名主任，近期出现

以揭示决策者和旁观者在金钱奖励或者金钱惩罚的

了一种严重的流行病。如果你（Harris）成功的治愈

情境下道德决策的内在机制。

病人并阻止这种流行病，单位将奖励你（它）5 万元。

２ 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你（它）知道有一种药物恰好能治疗这种病，但其
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
如果将该药物用到病人身上，
一小部分病人会因为副作用而死亡，但大部分病人

被试为 302 名大学生，其中 5 人不完全作答和规

将获救。如果不用这种药物，大多数病人将因为这

律性作答，另有 22 名被试在所有的相容困境中都选

种病而死亡。你认为（Harris）给病人用这种药是否

择
“不可接受”
，
并且在所有的不相容困境中都选择
“可

可接受？

接受”，根据方程（1）和（2），该被试的 U 分数
为 1，此时求 D 分数的方程中分母为 0，故无法计算
该被试的 D 分数，需要删除这部分被试（Conway &
Gawronski，2013）。最终有效被试为 275 人，其中

３ 结果
３.１ 过程分离参数有效性的检验
计算过程分离范式下的道义论倾向 D 分数和功

男生 66 名，女生 209 名。平均年龄为 21.20 岁。

利主义倾向 U 分数（由公式 1 可知 U 分数的取值范

２.２ 研究设计

围在 -1 到 +1 之间，而由公式 2 可知 D 分数的取值

采用 2（决策者角色：决策者、旁观者）×3（金

范围在 0 到 1 之间，所以 U 分数和 D 分数的取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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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不同，故本研究中均转化为 Z 分数），为检验过

从表 1 可以发现传统分数与 D 分数呈显著正相

程分离参数的有效性，还计算出每位被试的传统分

关，而与 U 分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且 D 分数和 U

数，即被试在不相容困境中认为伤害行为不可接受的

分数相关不显著。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Conway

回答所占的比例 (Koenigs et al., 2007)，分数越高意味

& Gawronski, 2013; Dryburgh, 2014; Friesdorf et al.,

着较高的道义论倾向，较低的分数则反映了较高的功

2015），这不仅再次从实证研究的视角证实了双加

利主义倾向 (Greene, Nystrom, Engell, Darley, & Cohen,

工理论中“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相互独立”

2004)。对传统分数、D 分数以及 U 分数进行相关分析。

的假设，而且证明了本研究中两个过程分离参数的

表 １ 传统分数、过程分离 Ｄ 分数以及 Ｕ 分数之间的相关

有效性。
３.２ 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不同的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组的 U 分数和 D
分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2。

注：**p ＜ .01

分别以 U 值和 D 值为因变量，以性别为协变量，
表 ２ 不同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组的道义论和功利主义倾向（Ｍ ±ＳＤ ）

进行多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当以 U 值为因变量时，即在功利主义倾向方
面，决策者角色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268)= .02，
2

p =.889，ηp = .000；金钱刺激主效应不显著，F (2,
268)=.11，p =.898，ηp 2= .001；决策者角色和金钱刺
激的交互作用显著，F (2, 268)= 3.12，p =.045，ηp 2=
.02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有金钱奖励时决策者
功利主义倾向显著高于旁观者，F (1, 268)= 4.03，
p =.046，ηp 2= .015；在无金钱奖励和金钱惩罚时决
策者和旁观者的功利主义倾向差异均不显著。
当以 D 值为因变量时，即道义论倾向方面，决
策者角色的主效应显著，F (1, 268)=7.50，p =.007，
ηp 2= .027，决策者的道义论倾向显著大于旁观者的
道义论倾向；金钱刺激主效应不显著，F (2, 268)=
.44，p =.647，ηp 2= .003； 决 策 者 角 色 和 金 钱 刺 激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2, 268)=.86，p = .426，ηp 2=
.006。

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过程分离范式探讨了金钱刺激和决
策者角色对道德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 U 分数和 D

义判断是由两个独立的加工过程所驱使（Conway &
Gawronski, 2013）。
在金钱刺激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决
策者还是旁观者，金钱刺激都不会影响其道义论倾
向。根据 Greene 提出的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情
感加工对应着道义论倾向，认知加工对应着功利主
义倾向（Greene et al., 2001, 2008）。因此很可能当
人们按道义论倾向做判断时，由于是一种直觉的、
快速的加工，所以不会去衡量损失或收益；当按功
利主义倾向做判断时，由于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加
工，所以会对决策情境中的利害得失进行认真权衡
从而作出选择，所以功利主义更容易受到金钱的影
响。Kouchaki, Smith-Crowe, Brief 和 Sousa（2013）
的研究也发现，仅仅启动金钱概念就会诱发人们的
商业决策框架（business decision frame），而处于商
业决策框架下的个体极有可能忽视道德准则而追求
利益最大化。与此类似，Côté, Piff 和 Willer（2013）
的研究发现，与财富相对缺乏的下层社会相比，拥
有财富的上流社会中的个体对那些遭受伤害的个体
拥有较少的移情，进而较多的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
判断，即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化的利益。

分数的相关不显著，而且金钱对道义论倾向和功利

在决策角色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发现决策者的

主义倾向的影响不同，证明了道义论判断和功利主

道义论倾向显著大于旁观者。这与以往研究是一致

杜秀芳等 ： 金钱刺激和决策者角色对个体道德决策的影响——基于过程分离范式

671

的（Gold et al., 2015; Nadelhoffer & Feltz, 2008）。

道德困境中对功利主义选项更多作出“不可接受”

根 据 解 释 水 平 理 论（Trope, Liberman, & Wakslak，

的选择。所以金钱奖励条件下决策者更容易做出功

2007），个体对认知对象的表征方式取决于其与认

利主义选择。另外，类似研究也发现金钱奖励比无

知对象的心理距离。由于旁观者和决策者在面临道

金钱奖励以及金钱惩罚对个体行为的激励作用更大。

德困境时具有不同的心理距离
（决策者心理距离近，

比如 Zhou, Wang, Rao, Yang 和 Li（2014）的研究表

旁观者心理距离远）而启动了个体不同的解释水平

明相比无金钱刺激，较高的金钱奖励会使个体偏离

（刘翠翠 , 陈彬 , 刘磊鑫 , 原献学 , 汪祚军 , 2013）。

有关公平的常规性选择。另外，Gino 和 Pierce（2009）

决策者使用低解释水平，所以更加关注道德困境的

的研究表明相比无金钱刺激和金钱惩罚，金钱奖励

具体、局部特征，而这些具体的局部特征使决策者

条件下的被试更可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做出不道德行

比旁观者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情绪反应（Nadelhoffer

为。

& Feltz, 2008）。Berthoz, Grèzes, Armony, Passingham
和 Dolan（2006）的研究也证实在面临相同的道德困
境时，决策者与旁观者相比其脑区中杏仁核会出现
较大程度的激活，而杏仁核与情感反应有关。而且

５ 结论
（1）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旁观者，金钱刺激都不
会影响其道义论倾向；

根据双加工模型，情绪加工对应着道义论倾向，因

（2）决策者的道义论倾向大于旁观者；

此决策者的道义论倾向会比旁观者大。Petrinovich,

（3）只在有金钱奖励时决策者的功利主义倾向

O'Neill 和 Jorgensen（1993）的研究也表明，随着个

才大于旁观者。

体与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增大，个体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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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onetary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Maker’s
Role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Process
Dissociation Approach
Du Xiufang, Liu Nana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suggests that responses to moral dilemmas are guided by two moral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deontology states that the morality of an action depends on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the action (e.g., harming others is wrong regardless of its
consequences); the principle of utilitarianism implies that the morality of an ac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consequence (e.g., harming others is acceptable
if it increases the well-being of a greater number of people). Recently, many studies supposed the two moral inclinations are independent. Therefore,
studies began to use Jacoby’s (1991) Process Dissociation procedure to independently quantify the strength of 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 inclinations
within individuals.
Studies on moral decision demonstrated that money would influence human’s moral decision-making, such as lie, hypocrisy, and duplicity.
However, few studies examined whether money influence human’s moral decision principle. What’s more, studies revealed that actor-observer
differences existed in moral judgments. What remained to be explored was the mechanism of this difference. Therefore, using PD approac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maker’s role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A three (monetary incentive: no monetary incentive, monetary reward, monetary punishment) × two (decision maker’s role: actor, observer)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275 undergraduate (66 males; Mage = 21.20) took part in this experiment. The basic moral dilemmas were adapted from
Conway & Gawronski (2013). In addition, the moral dilemmas involved monetary benefits and harm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strength of
deontological and utilitarian inclinations within individual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 (1) Monetary incentive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actor and observer’s deontological inclination. (2) The decision
maker’s deontological incl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observers. (3) Moreover, the decision maker’s utilitarian incl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observers only in the condition of monetary reward. This indicated that monetary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maker’s roles indeed influenced moral
decision-making.
This experiment verified that the two moral inclinations were indeed independent,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outcome.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ment can be explained by Greene’s (2001, 2004, 2008)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As such, utilitarian
inclination is assumed to be the product of controlled cognitive process which is slow, cognitive, and effortful. Deontological inclination is assumed to
stem from automatic emotional process which is fast, affective, and resource-independent. When participants make utilitarian judgments, he will trade
off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So this process will be influenced by money. But deontological judgments will not. The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ctor-observer difference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which attested to the Construal Level theory.
Key words moral decision-making, monetary incentives, decision maker’s role, process dissociation approach, dual-process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