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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与个人性特质对台湾大学生之重要性及其与自我增强之关系 

陆  洛 1，张守中 2  

（1. 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台湾台北 10617；2. 英国肯布里亚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英国肯布里亚 CA12HH） 

摘  要：本研究探讨台湾大学生对集体性及个人性特质的重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亦探讨台湾大学生

的自我增强是否较多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上（如：合群、忍耐），而较少表现在个人性特质上（如：创造力、

独立）。资料搜集采用结构式问卷调查进行，样本来源为台湾北部和东部的大学生（N = 164）。主要研究发

现如下：（1）跟西方人相同，台湾大學生也有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的倾向，有自我正向增强的动机；（2）

特质的重要性评估与此项 質特 的自我增强評估之间有显著相關；（3）台湾大学生认为集体性特质比个人性

特质重要，集体性特质的自我增强倾向会受到集体特质的重要性所影响，而个人性特质的自我增强倾向则

会受到个人特质的重要性所影响。 

关键词：个人性特质；集体性特质；自我增强 

一、研究背景 

（一）自我肯定或自我批评——东西文化有不同的动机吗？ 

一般来说，人都有肯定自己，认为自己好，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比其它人优秀的想法，也就是具有优越

感。这种自我优越感的概念，近来受到广泛的关注。优越感意思是指，在各种人格特质与能力上，人们会

评鉴自己比其它人好一点点。这种增加正向的自我感受，肯定自我的动机可称为自我增强

（self-enhancement）。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跨文化现象[1-4]。 

不过，也有学者质疑自我增强动机的文化普遍性，指出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人，可能不需要自我增强[5,6]。

例如，相当多日本学者就发现，日本人并没有维持正向评价的需要，他们反倒更注重别人给予的负向回馈

而非正向回馈[7]。即便自己在某些作业上表现优异，日本人也会将成功归因于作业太容易，而非自己能力

强[8]。Heine，Lehman，Markus 和 Kitayama[9]在回顾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指出：美国人确实有自我肯定

（self-affirmation）的取向，但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常是自我批评（self-critical）的取向。据此，他们进

一步推论：自我增强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追求正向的自我评价（positive self-regard）是美国人最具特

色的自我相关动机（self-related motives），追求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则是日本人最具特色的自我

相关动机。简言之，他们认为：自我增强的现象（如：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秀的想法）应该只是西方文化

的特色。 

（二）策略性的自我增强——特质的重要性 

这样的论点实有必要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双方面来加以厘清。 

首先，支持自我增强普遍性的学者认为，自我增强的驱力是全人类共有的，但其强弱和表现方式却可

能受到社会脉络与文化规范的影响，而在不同文化团体间呈现不同的样貌[4,10]。Baumeister[11]更进一步指出：

自我增强主要表现在个体自己认为重要的特质上。人们较会对这些重要的特质进行自我增强，一方面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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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到有信心，肯定自己的能力，不致太贬低自己；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全面性的自我增强予人过度自我膨

胀的印象。 

其次，个人在评估各项特质之重要性时（即：甲特质重要，或是乙特质重要），其决策历程也会受到

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会告诉人们，好人的定义是什么，怎么做才能成为好人，而人们也会依循这些定义，

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3]。举例来说，西方文化比较重视自我的主宰能力与个人表现，如：独立自主、

领导统御、个人成就、以及保有个人的独特性，而东方文化则比较注重社会和谐与人际共存，如：人际关

系的经营与和谐的维护[12,13]。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东方人应该也有自我增强的现象，不过自我增强的表现会受到文化因素的

影响。也就是说，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东方人，自我增强主要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上（如：忠诚、合群、

忍耐），而非个人性特质（如：与众不同、创造力、独立），因为东方人倾向于将集体性特质看得比个人性

特质更为重要。 

（三）集体性与个人性特质——东西文化有不同的焦点 

最近的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部分的支持证据。 

首先，从 Markus 和 Kitayama[14]的自我建构理论来看，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与独立

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我构念。互依我强调人际间的关连性与互动性，个人

并非由其独特的特征来界定，而是由其社会关系来界定，进而关注个人的角色、地位、承诺、义务和责任；

个人也需适应、认同、创造并完成其社会义务，进而成为各种社会单位的一部份。相对而言，独立我则是

将焦点放在个人的分离性和独立性上，重视个人独特的需求、权力、和能力，强调自我潜能的实现。 

独立我和互依我可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甚至同一个体身上[2,14]，但是受文化的影响，这两套自我

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和强弱却会有不同。意即，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下，人们对于个人性特质与集体性特质之

重要性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Brown 与 Kobayashi[15]指出，这些差异不仅来自社会文化的历史累积，

也会受到社会成员对文化规范的期待与认知的影响。西方文化经常强调独立我，藉由社会结构和社会教化

来维持独立我的系统。相对地，东方文化则是强调互依我，重视人际间的合作与互补，同时也经由社会结

构和社会教化来维持互依我的系统[3]。简单来说，个人对于特质的评估会受到自我建构的影响，而自我建

构则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断地交互影响着。 

其次，从集体隐性认知论的角度来看[16]，集体潜意识是一种由演化与种族传续所遗留下来的产物，蛰

伏于个人自我中，却不为个人所觉察。集体潜意识常被比喻为一个隐藏在社会脉络下的知识库，虽然没有

明文条例，但却深切地影响着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与行为。李美枝[17]指出，社会的新成员对其社会中原本

就存在的集体潜意识通常没有特别的反应；但随着个人的成长、学习以及与团体不断的互动，集体潜意识

会慢慢地植入个人的自我之中，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集体性特质是东方文化所重视

的特质，深深扎根于集体潜意识中，影响社会所有的成员。因此，在增加自我正向感、肯定自我的过程中，

集体潜意识可能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其三，最近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个人的自我评断与自我肯定确实存在跨文化差异。研究报告指出，在

自我评量上，日本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对个人性特质与集体性特质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日本大学

生较重视集体性特质（如：合作、忠诚）；美国大学生则较重视个人性特质（如：创新、领导能力）[15]。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美国人与韩国人在评量自己的性格是乐观还是悲观上并无差别，但在评判性格对心理

适应的影响上，美国人与韩国人则有明显不同的看法[18]。Sedikides、Gaertner和 Toguchi[19]也提到，个人会

在自己认为重要的特质上，强化自己对该特质的认同与重视。他们进而强调：自我增强是一种跨文化共通

的现象[20]，只不过＋东西方民族有不同的自我增强策略。西方人自我增强的焦点主要放在个人主义相关的

特质上，东方人自我增强的焦点主要放在集体主义相关的特质上。Heine[5]在整合分析后，也发现人们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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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强化自己所重视的特质。其它跨文化研究也都发现类似的文化差异现象[21,22]，即：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

较认同强调个体独立的价值与特质，而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则较认同强调人际互依的价值与特质；人们倾

向以自己较认同的特质来进行自我增强。由此可归纳：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自我增强的表现方式。 

（四）本研究的假设 

综上所述，东方人应该也有自我增强的动机，且可能较明显地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上。不过，目前关于

自我增强的跨文化研究多以日、韩大学生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虽然日、韩常被归在“儒家文化圈”中，但

实征研究的结果却指出日、韩民众在认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的程度上仍与华人有着显著的差异[23]。

事实上，这些学者所做之大规模整合分析的结论颇有些令人惊讶：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分数还比美国人低；

韩国人则与美国人没有差别；所有亚洲人中只有华人的个人主义明显低于美国人，集体主义则明显高于美

国人。可见，若要突显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与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华人才是最好的代表。虽然近年来

台湾大学生的个人主义倾向高涨，集体主义倾向日趋减少，但最新的系统性文献回顾仍指出：台湾华人在

个人内的层次上，集体主义（或社会取向）的特征仍高于个人主义（或个人取向）的特征[24]。因此，本研

究以台湾的大学生为对象，检验以下三项假设： 

假设一：在重要性的评估上，台湾大学生会认为集体性特质对自己比个人性特质更重要。 

假设二：台湾大学生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自我增强会高于其在个人性特质上的自我增强。 

假设三：特质的重要性评估应与自我增强的评估成显著相关。 

二、方  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台湾大学生为对象，样本来自北部和东部的数所综合性大学。数据收集以问卷调查进行。共

发出 180份问卷，回收 164份，经剔除无效问卷后，得 150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 68名，女性 62名，其

年龄分布在 18～29岁之间（M=21.22；SD=1.7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结构式问卷包含两个量表，细节说明如下： 

1. 优越感评估量表：此量表为 Sedikides等人于 2003年所编制，测量个体在诸多集体性与个人性特质

上，自认较一般人优越（better-than-average）的程度，此即可视为自我增强的表现。原量表各有 8 个集体

性和个人性特质（集体面向 α=0.80；个人面向 α=0.78），以独立自主（agency）界定个人性特质，以人际

互依（communal）界定集体性特质，再经评量研究确定所选各 8项特质能实际反映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

文化特性，也在接续的跨文化（美国与日本）比较，及单一文化中个人层次（独立我或互依我高的美国人）

比较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一自我增强测量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19]。原量表为英文，采用双重翻译法进行中

文化。其间经专家效度检验和讨论，删除了两个较为模糊的特质（即：self-reliant 和 good listener）。故本

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含集体面向的 7项特质（温文有礼、顺从、忍耐、忠诚、妥协能力、牺牲奉献、谦虚），

及个人面向的 7项特质（独立、与众不同、不受压抑、自由自在、领导力、创造力、独来独往），合计 14

题。所有题目皆依照 Likert 量表（分为 6 级），由答题者评估自己在该项特质上，与年龄、性别相仿的台

湾大学生比起来，表现得优越的程度（1：绝对比他们差；6：绝对比他们好）。在本研究中这份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集体面向 α=0.72；个人面向 α=0.80）。 

2. 重要性评估量表：此量表亦为 Sedikides 等人所编制，题目与“优越感评估量表”完全相同，唯一

不同之处，是此量表将焦点放在个人对每项特质之重要性的评估上；也就是说，此量表所衡量的是答题者

本身对该特质的重视程度。原量表的信度为：集体面向（α=0.82），个人面向（α=0.73）。本研究所使用的

版本同上，改为各 7项特质，共 14题。所有题目皆依照 Likert量表（分为 6级），由答题者评估自己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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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质的重视程度（1：对我来说，非常不重要；6：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本研究中，这份量表也具

有良好的信度（集体面向 α=0.75；个人面向 α=0.81）。 

三、结  果  

（一）特质的重要性评估（假设一） 

ANOVA分析显示：受试者认为集体性特质比个人性特质重要，二者间的差异达统计上的显著水平（结

果详见表 1），故假设一成立。即：在重要性的评估上，台湾大学生认为集体性特质对自己来说比个人性特

质更重要。 
 

表 1  集体性特质与个人性特质的差异 

 
集体特质 

M（SD） 

个人特质 

M（SD） 
集体特质 

alpha 
个人特质 alpha F（df） 显著性 

自我增强评估 4.28（0.64） 3.99（0.60） 0.72 0.80 21.36（1,149） .00 

重要性评估 4.77（0.51） 4.49（0.60） 0.75 0.81 21.50（1,149） .00 
 

（二）特质的自我增强评估（假设二） 

另项 ANOVA分析显示：受试者认为自己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表现比同侪优越的程度更胜于在个人性特

质上的表现，二者间的差异达统计上的显著水平（结果见表 1），故假设二成立。即：台湾大学生在集体性

特质上的自我增强表现，比在个人性特质上更为明显。 

不过，表 1中个人性特质的自我增强评估也达 3.99，显著大于 6点量尺的中间点 3.5（t（1，49）=2.15，

p < .05），表示台湾大学生在个人性特质上也存在自我增强的情形，只是他们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自我增强更

甚于个人性特质上的自我增强。 

（三）重要性评估与自我增强评估之间的相关性（假设三） 

我们以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在某类特质上，重要性评估与自我增强评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集

体性特质上，重要性评估与自我增强评估间的相关达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详见表 2）；在个人性特质上，亦

有显著的相关，故假设三成立，即无论在集体性特质或个人性特质上，重要性与自我增强之间都有显著相

关。 
 

表 2  各类特质之重要性与自我增强评估间的关联 

 集体特质的重要性评估 个人特质的重要性评估 

集体特质的自我增强评估 r = .45*** r = .13, n.s. 

个人特质的自我增强评估 r = .07, n.s. r = .41*** 

注：*** p < .001 

四、讨  论 

本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以自我增强的方式来提升自我优越感的现象在台湾大学生中是存在的。从假

设一与假设二的检验结果来看，台湾大学生的自我增强现象主要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上（如：忠诚、谦虚、

顺从），而在个人性特质上（如：独立、创造、领导能力），虽平均数依然高于 6点量尺的中点（参见表 1），

但相对不那么显著。这些发现，并不支持某些西方学者强调自我增强为西方文化独特性的观点，他们认为

东方人没有自我增强的需求，也没有追求自我优越感的动机[5,9]；相反，我们的结果表明：在集体主义的台

湾，自我增强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同时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与个人性特质上，唯在前者的程度更强、更明显。

何以会有这样的相对差异呢？华人对集体性与个人性特质的相对重视程度可能正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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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设一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大学生普遍较为看重集体性特质，比较不看重个人性特质。

如此的选择倾向，可能源自文化因素的影响。台湾大学生处在特定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里，思想与行为皆

会受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影响，较为重视集体性特质而非个人性特质，实则是一种“文

化合模”（cultural fit）的结果[25]。LU 和 YANG[24]最新的文献回顾也指出：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台湾华

人的现代性虽已日益增强，相对的传统性却在持续减弱，但从个人内比较来看，集体主义仍强过个人主义。

可见，在现代台湾社会中，集体性特质应仍比个人性特质更受重视，此即本研究的发现。这一现象其实是

合理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华人的世界强调“关系中的自我”，关注人、我的关连性，以及个人对他人的

依赖性[13]，强调个人在社会关系里所扮演的角色、地位、承诺、义务和责任，清楚地意识到团体的目标和

福祉，并适时地将团体置于个人之前，追求团体的成就与荣耀[1,2]。正因如此，台湾大学生更关注集体性特

质，也使其自我增强的作为比较积极地表现在集体性特质上。但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和西方文

化的导入，也都有可能强化在个人性特质上的自我增强现象，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长期观察的议题。 

从假设三的检验结果来看，我们也发现集体性特质（或个人性特质）的自我增强与集体性特质（或个

人性特质）的重要性评估是相关的，且两组相关系数的强度不相上下。这些发现展现的正是“重要性”评

价在自我增强历程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人们确实会将自我增强的策略应用在自己认为重要的特质上[11]。由

此可见，台湾大学生在自我增强、自我肯定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受到外在因素（如：社会文化价值）与内

在因素（如：何类特质重要的自我评估）的双重影响，其强度会跟着调整。 

综观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归纳出三个重要的结论，于此作总结；第一，跟西方人相同，台湾大学生也

有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的倾向，有自我正向增强的动机；第二，特质的重要性评估与此项特质的自我增强

评估之间有显著相关；第三，台湾大学生认为集体性特质比个人性特质重要，集体性特质的自我增强倾向

会受到集体特质的重要性所影响，而个人性特质的自我增强倾向则会受到个人特质的重要性所影响。 

本研究仅以台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能否推论到所有华人，仍值得商榷。我们期待以本研究作为

铺路砖，未来能有更多对华人自我增强特质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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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collectiv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traits to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lf-enhancement 

LU Luo, CHANG Kirk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sel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Heine, 2005; Markus & 

Kitayama, 1991; Sedikides, Gaertner & Vevea, 2005),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were motivated to maintain or increase the positivity of their self-concept (i.e., self-enhancement mo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aiwan (N=164).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revealed two main 

findings. First,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judged collectivistic traits such as cooperative, loyal, and tolerance as 

more important than individualistic traits, such as original, unique, and independent. Second,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perceived themselves as superior on collectivistic traits than on individualistic traits. It seems that 

Taiwanese students do possess a self-enhancement motive, expressed mainly on valued collectivistic traits though. 

Limi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individualistic traits; collectivistic traits; self-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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