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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agreeableness on leadership,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26 postgraduates from a normal university in Shanx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greeableness on leadership,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athy i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leadership.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Agreeable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self-efficacy and leadership.(2)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leadership. Agreeableness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postgraduates' leadership,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 leadership
through the self-efficacy. (3) Empathy plays moderator role in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first half of mediating effects. Lower
empathy in direct pathways can increase the impact of agreeableness on leadership. In the mediation path, self-efficac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leadership at low levels of empathy.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lf-efficacy theory and trait
theories leadership,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teaching quality in China's normal universities.
Keywords: Agreeableness,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Empathy

宜人性特质对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
费国爱*，尤清秀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临汾，中国

邮箱
摘要：为明确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问卷法对山西省某师范院校
的52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宜人性特质对大学生领导力的影响，同时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之
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共情对该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宜人性特质对自我效能感和领导力都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2）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宜人性不仅能直接预测大学生领导力，还
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预测领导力；（3）共情对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起着调节作用，在直接路径中低
共情会加大宜人性对领导力的影响，在中介路径中，低共情会加大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
从自我效能感理论和领导特质理论的视角理解宜人性与大学生领力的关系，而且对我国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
职业素养和教学质量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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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才的领导力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领
导力是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的重要技能[1，2，3],因此领导
力也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的关注，开始把其视为一种能力
素质而进行面向所有学生的覆盖式教育。大学生领导力是
一种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领导情境中能够吸引和影响他
人以实现目标并对活动效果产生影响的能力和素质的组
合[4]。大学阶段是培养领导素质的关键期，对大学生进行
领导教育顺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和领导人才的成长规
律[5]，因此深入探究大学生领导力的影响机制，对提升大
学生领导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师范院校大学生是我国教师的储备力量，他们作为
未来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力量，其领导力能够
在日常交往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且直接影响学校人
才培养的质量和效能[6]。研究表明，发展自我和教导学
生是每一位教师必须具备的基础层级的领导核心要素，
而引领同伴和参谋领导则是优秀教师所具备的领导核心
要素，教师的领导力体现在其职业活动中[7]。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领导者，教学本身
包含着领导的内在特质，也印证了服务型教师领导力正
向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以及教师领导力直接影响师生关
系的研究[8，9]。因此，对师范院校大学生的领导力进行
探讨可以为我国教师的职业适应和发展提供参考，并有
望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宜人性是大五人格之一，宜人性个体具有信任他人，
顺从和关心他人，慷慨助人、谦逊和合作等特点[10]。根
据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者的某些个性特质是与生俱来的，
领导者自身一些独特的、能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品质或特质
会对领导力产生影响[11]。元分析的证据表明大五人格特
质中外倾性、开放性和尽责性三特质与领导力正相关，而
神经质特质与领导力负相关，只有宜人性特质的作用尚未
表现出明显的相关趋势[12]；而王超等人的结果表明东西
文化差异调节了宜人性和企业家成就之间的关系[13]。因
此，在我国文化更加注重团结与和谐的背景下，宜人性特
质可能与领导力正相关，而教师相较于其他职业更需要表
现出对学生的关怀，更需要以“师爱”为基础，即宜人性特
质可以正向预测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
在领导力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自我效能感也起着重要
作用。研究证实，宜人性特质对效能感有着极其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14]。宜人性较强的个体更加富有同情心且有
较强的合作精神，这意味着该类个体更容易被人接纳而较
少与他人产生冲突，因此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
克服各种苦难和挑战[15]，进而对领导力产生正向的影响。
根据自我效能理论，自我效能感会为行为主体提供具体的
行为动机，促进实施特定的行动和绩效目标达成[16]。由
此可以推测宜人性较高的个体，其自我效能感越强，进而
越可能对领导力产生积极影响，即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
质和领导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共情能力也是重的影响因素，其高低能直接体现个体
对他人和社会的接纳程度和被接纳的程度。宜人性人格的
个体能进行更好的归因和更高的共情[17]；共情能力不同
的个体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大学生的共情能力
越高，其自我效能感越强且共情的所有子维度都与领导力
技能呈显著正相关[18，19]。据此可以推断，共情作为一
种调节性因子将更容易影响宜人性或自我效能感对领导
力的作用。模型假设如图1所示。

图1 宜人性、自我效能感、共情与领导力关系的假设模型。

2．方法
2.1．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对山西省某师范大学的568名在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回收有效问卷520份，问卷回收
率为91.5%，其中男生108人（20.8%），女生412人（79.2%），
年龄18~24岁，平均年龄20.68岁（SD=1.57）。
2.2．工具
2.2.1．宜人性分量表
采用王孟成等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
（CBF-PI-B）的宜人性分量表，共8个题目，采用5点记分，
分数越 高代表 个体 的宜人 性特质 越强， 问卷 Cronbach
α=0.707。
2.2.2．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Schwarzer等编制，王才康等人进行翻译修订的一
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共10个题目，采用4点记分，
得 分 越 高 代 表 自 我 效 能 感 水 平 越 高 。 问 卷 Cronbach
α=0.890。
2.2.3．人际反应指针问卷
采用Davis（1980）编制，并由詹志禹等人（1987）
进行修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问卷（IRI-C），共22个
题目，分为观点采择（PT）、幻想（FS）、共情关心（EC）
和个人痛苦（PD）四个因子，采用5点记分，得分越高说
明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问卷Cronbach α=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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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大学生领导力量表
采用我国学者张超（2012）编制的大学生领导力量表，
共有20个题目，分为任务处理、关系处理、动机态度三个
因子，采用5点记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领导力越强。问
卷Cronbach α=0.917。
2.3．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前期处理、描述性统计、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采用Process检验自我效能
感在宜人性特质和领导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共情的调
节作用；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采用Bootstrap方法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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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学生宜人性、效能感、共情和领导力的均值、标
准差和相关矩阵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n=520）。
1
2
3
4

宜人性
自我效能感
共情
领导力

M±SD
28.22±4.56
24.08±5.28
72.34±10.15
68.42±11.53

1
1
0.18**
0.44**
0.33**

2

3

4

1
0.12*
0.67**

1
0.37**

1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p<0.05，**p<0.01，***p<0.001，下同）。

如表1所示，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呈显著正相关，与
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且自我效能感与领导力呈显著正
相关。共情与自我效能感、宜人性、领导力均呈显著正相
关。研究变量两两之间相关显著，符合调节效应的检验的
条件[20]，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3．结果
3.1．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3.3．宜人性特质与师范院校硕士生领导力的关系：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原始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
根据Hayes和Scharkow（2013）、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2个，第一公因子的解释率为
的观点，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3个回归方程进行
22.68%，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估计，参数计算均通过SPSS中的PROCESS2.16插件完成。
方法偏差。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同
时将性别、年级作为协变量进行了控制。方程1估计调节
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
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
3估计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各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程1、2、3，n=520）。
预测变量
宜人性
共情
宜人性*共情
效能感
常数项
R²
F

方程1（Y：领导力）
B
t
p
0.19***
3.80
<0.001
0.28***
5.69
<0.001
-0.13**
-3.20
0.002

95%CI
[0.09,0.28]
[0,18,0.37]
[-0.21,-0.05]

69.09***
0.19***
33.14

[68.13,70.04] 32.16***
0.04***
6.62

141.99

<0.001

方程2（M：效能感）
B
t
p
0.13*
2.49
<0.01
0.06
1.05
0.29
-0.10*
-2.28 0.02
102.25 <0.001

首先，回归方程1显示宜人性特质和共情能显著预测
领导力，而宜人性特质和共情的交互项对领导力的预测作
用显著，说明共情在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的影响过程中起
调节作用。回归方程2和3显示宜人性特质与共情的交互项
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显著，宜人性特质对自我效能感
的预测作用显著，说明共情在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预测
作用显著，且自我效能感对领导力的主效应显著，说明自
我效能感在宜人性对领导力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结果，宜人性特质、自我效能感、共情、领
导力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自我效
能感在宜人性特质和领导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共情在模型
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上起调节作用。
共情的调节效应模型是一个既调节了直接效应，又调
节了中介效应前半段的模型。为进一步解释有调节的 中
介模型，将宜人性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两组，

95%CI
[0.03,0.24]
[-0.05,0.16]
[-0.18,-0,01]
[31.55,32.78]

方程3（Y：领导力）
B
t
p
0.22***
6.2
<0.001

0.63***
15.95***
0.49***
206.96

17.94
6.24

<0.001
<0.001

95%CI
[0.15,0.29]

[0.56,0.70]
[10.93,20.98]

通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共情水平上宜人性特质
对领导力的影响以及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具体的
调节效应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表明，在共情能力较低时，随着宜人性特质的增
加，领导力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Bsimple=0.31，t=5.41，
p<0.001）；在共情能力较高时，随着宜人性特质的增加，
领导力的上升趋势变得不显著（Bsimple=0.06，t=0.88，
p>0.05），相比低共情时，增加幅度明显变小。图3表明，
当共情能力较高时，宜人性特质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不显
著（Bsimple=0.07，t=0.75，p>0.05）；当共情能力较低时，
宜人性特质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Bsimple=0.33，t=3.99，
p<0.001）。相比高共情能力时，增加幅度明显变大。
分析宜人性对领导力的条件中介效应发现，宜人性对
领导力的直接效应为0.22，95%置信区间为[0.1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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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领导力存在显著的相
关[23，24]。可见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之间
起着桥梁作用，能够对领导力的激发产生积极作用。引入
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为揭示师范院校大学生宜人性
特质如何影响其领导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也为
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和提升方法提供了参考。
4.2．共情对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图2 共情在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图3 共情在宜人性特质对自我效能感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4．讨论
4.1．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质与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
之间的中介作用
相关分析表明，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说明宜人性可以直接影响领导力，印证了领导特
质理论。宜人性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在我国更加注重团
结与和谐的文化背景下，对领导力有着积极的影响。宜人
性特质更高的大学生，更易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更容易
与他人和谐相处、和表现“师爱”，因此更容易被接纳，从
而表现出更高的领导力，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21，
22]。相反，宜人性特质更低的大学生，更加容易表现出
淡漠、疏离，这与注重团结与和谐的文化背景相悖，不能
担负起领导者协调各方的责任，因而可能被知觉为不具有
领导能力。因此，宜人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对教师领导
力有着直接的正向作用，在我国教师选择和培养时值得引
起高度重视。
逐步回归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在宜人性与领导力之
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宜人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领导
力，而且会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领导力，即宜人性可
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增强而间接地提升领导力。该结果可
以用自我效能理论来解释。在个体先天特质和生理状态一
定的情况下，个体的效能预期会对努力程度产生影响，使
行为主体更加主动和坚韧，而促使绩效目标达成，且现有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自
我效能感在宜人性特质与领导力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共
情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共情对直接效应以及
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这一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可以通过调节效应的分析，揭示在共情的不同水平
时，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和领导力影响的大小。
在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影响的直接路径中，发现当共
情水平较低时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的影响较大；当共情水
平较高时，宜人性对领导力的影响不显著。在这里好像共
情减弱了宜人性对领导力的影响，但通过图2，还是能非
常清楚地看到当共情处于高水平时，领导力的分值还是远
远大于当共情处于低水平时的分值。也就是说，共情能力
正向影响了宜人性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无
论宜人性高低，高共情能力的个体的领导力都处于高水平，
所以在高共情水平时，虽然领导力水平较高，但宜人性对
领导力的预测作用降低。说明高共情的个体更易表现出更
高的领导力，这与证实共情与领导力之间存在积极相关的
结果相符合[25]，也表明为提升师范院校大学生领导力，
不仅要注重人格特质的作用，也要关注其共情能力，在人
格特质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培养和提升共情能力
进而促进领导力培养。在中介路径中发现，当共情水平较
低时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较大；高共情水平时，宜
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看起来也好像是共情减
弱了宜人性对领导力的影响，但通过图3可以看到在高共
情水平时，随着宜人性的增加，自我效能感的分值也逐渐
上升，只不过上升的幅度小于低共情水平，即宜人性对自
我效能感的作用逐渐趋于稳定，而共情对自我效能感的作
用增大。也就是说，在宜人性特质较为稳定的情况下，更
高的共情能力对自我效能感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在低共情
水平时，宜人性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增大，此时共情这种
后天培养的能力较低，只能通过宜人性这种特质对领导力
发挥较大作用。这说明高共情的个体更易表现出更高的自
我效能感，从而表现出更强的领导力，与其他表明共情影
响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相一致[26，27]。因此，共情能力对
自我效能感和领导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能够代替宜人
性不足而发挥正向作用，其培养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4.3．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师范院校大学生宜人性特质、自我效能
感和共情三者共同对其领导力所产生的作用，这不仅丰富
了以往有关大学生领导力的研究，为培养和提升师范院校
学生领导力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支持了领导特质理论
和自我效能感理论，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宜人性与领导力之
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表明领导者个人特质在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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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下对领导力产生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和共情对
领导力发挥的作用。从实践角度看，为提升师范院校学生
未来在其职业上的领导力，应从人格培养、效能感提升以
及共情培养的角度给予有意识地重视和指导。具体来讲，
在宜人性人格特质较为稳定的情形下，应从多方面培养师
范院校学生的“师爱”，如“师爱师德”课程，使其成为更加
具有感染力、影响力的教师；同时，宜人性特质作为一种
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在难以通过短期措施进行提升的情
况下，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共情的培养而实现领导力的
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共情作为一种可通过后天培养而提升
的能力对领导力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学校教育可以提供
更多的支持，如优势特长培养、团体辅导、职业发展规划、
生涯教育等，从而增加其领导力提升的机会，为以后在教
师职业适应和发展方面做好准备，以发挥新时代教师的引
领作用从而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采用被试主观报告法，
数据可靠性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
在实验室环境下对参与者进行测试，控制无关变量后得到
的数据信效度可能更高；第二，横断研究方法无法对变量
间关系做出因果判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纵向追
踪研究设计，以便更有效的考察宜人性特质对领导力产生
影响的实质。

5．结论
本研究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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