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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责任感的讨论源于本世纪初的西方，它

是心理社区感理论的探索和推进。社区责任感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OC-R) [1，2]指个体

为了社区个人和集体幸福且不期望任何回报的一种

责任感，强调主体对社区客体的付出和担当，具有知

行合一的特点。研究发现社区责任感是个体幸福感
[3]、工作满意度 [4]和公共服务动机 [5]的有效影响因

子。与社区感相比，社区责任感对人们的社区参与

和领导能力的预测效果更好[2]。它是社区心理健康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有关责任感的研究以社会责任感、家庭责

任感和组织责任感等居多，对居民社区责任感的研

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为提升社区协作平台在家

庭暴力中的干预效果，西方学者 [2]首次通过半结构

访谈编制了6题项的单维《社区责任感量表》。虽然

该量表在近期的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但研

究对象多为社区管理人员和企业组织人员，无法保

证工具良好的生态效度且维度单一、题项过少。因

此，在跨文化研究缺失的情况下，编制中国化的测量

工具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传统的责任心理以“仁”为核心，认为对自

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表现为“正己守道”、“爱人

以德”、“度己以绳”为准则的道德规范。同时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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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y and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y psy⁃
chology,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Questionnaire (SOC-RQ) for Chinese residents was developed and its reliabili⁃
ty and validity were examined.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184 residents were tested with opening questionnaire
and preliminary questionnaire was obtained. Totally data from 447 residents were used in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
tor analysis.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by taking 566 residents as samples to cond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The SOC-RQ consisted 22 items which fell into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emotion and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ies of SOC-RQ
and its sub-dimensions were between 0.820 and 0.908.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after six weeks were between 0.812
and 0.903. The results of construct validity showed SOC-RQ had reached psychometric standard. The SOC-RQ and its
sub-dimen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cientiousness and well-being index. Conclusion: The Sense of Com⁃
munity Responsibility Questionnaire is reliable and valid enough to be applicable to measure residents’sense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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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转

变，即不仅要爱人还要爱物。因此，相较西方社区责

任感的概念，中国化的社区责任感结构不仅应包括

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同时还应包含对社区公共资

源和环境的爱护。责任感又称为责任心 [6]，我国学

者叶浩生 [7]认为无论是责任心还是责任感，其概念

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意指个体对外在社会规定的接

受和内化程度。

按照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抽象程度的不同，学

者们提出了不同维度的责任感结构。其中三因素结

构(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行为)是最基本的分类

方法之一[7-9]。我国学者朱智贤[10]认为“责任心是个

体心理的重要品质，即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群体的共

同活动、行为规范以及他应所承担义务的自觉态

度”。按照《心理学大辞典》的界定，态度是“个体基

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特有的比较持久而

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包含认知成分、情

感成分和行为意向三部分”[11]。参照前人对社会责

任感 [12]和人际责任感 [13]的界定，从人格特质的角度

出发，本研究将社区责任感定义为个体对自我的约

束，意识到自我对社区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

他人的福祉和集体利益投入情感，付诸言行并承担

后果的态度。并拟从知、情、意等心理过程对社区责

任感的内容进行探索，编制适用于我国居民的社区

责任感问卷，为社区责任感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1 中国居民社区责任感初测问卷的编制

1.1 方法

1.1.1 被试 开放式调查样本：共202人，条件限定

为非在校学生且居住年限高于等于一年，得到有效

问卷 184份，覆盖重庆、贵州、四川、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14个省市。其中男性75人，女性109人，

年龄段为18~59岁(M=29.02，SD=9.185)，居住年限为

1~50年(M=11.07，SD=9.805)。
样本 1：通过网络平台和入户调查被试 500人，

有效问卷 447份，覆盖重庆、广东、河南、贵州、北京

等全国34个省市。其中男性152人，女性295人，年

龄段为 18~60岁(M=31.35，SD=8.803)。学历为小学

及以下2人，初中12人，高中专26人，大专75人，本

科222人，硕士98人，博士12人。

1.1.2 初测问卷编制 以文献分析和开放式问卷

调查结果为基础建构理论模型。调查内容包括：①
您认为什么是社区责任感？②您认为社区责任感比

较强的人有哪些特点或表现？③您认为居民应该履

行的社区责任有哪些？④请写下过去最能体现您良

好社区责任感的一件事以及您当时的内心感受。用

Nvivo 11.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逐句编码，经多次归

纳总结，得到自由编码26个，关联式编码7个，核心

编码3个。具体而言，将自我责任认知(64，指频次，

下同)、他人责任认知(17)、集体责任认知(127)归为

“社区责任认知”；将责任情感体验(11)、责任情绪体

验(7)归为“社区责任情感”；将社区参与(87)、社区人

际交往(66)归为“社区责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本

研究的开放式问题只记录了居民在社区活动中的积

极情绪体验，并按照持久程度分为了责任情绪(如高

兴、激动) 和责任情感(如荣誉感、成就感)两类 。已

有研究发现社会责任感高的人对破坏社会规范的行

为有着更强烈的愤怒情绪[14]，通过文献厘清发现责

任情感既包括助人为乐的积极体验，也有着因责任

缺失而引起的消极体验 [8]。因此，为了提高问卷的

解释率，本研究将社区责任情感分成了积极体验和

消极体验两类。

经验建构的社区责任感包括社区责任认知、社

区责任情感和社区责任行为 3方面。参照《个人责

任感量表》[15]、《环境责任感量表》[16]和单维《社区责

任感量表》[2]等工具，结合开放式调查的叙述材料编

制题项，得到 78道题。由 5名心理学研究生和 1名
心理学教师对题项的可读性和相关性进行 5点评

分，再由与研究无关的 2名社区居民对题项的阐述

进行挑剔性阅读，经多次修改得到54道题。问卷采

用 5点计分，1~5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参照前

人的方法[13]，加上 5道印象管理题和 1道效度题，最

终得到初测问卷共60题。

1.1.3 问卷施测与数据处理 采用方便取样法进

行网络和入户调查。剔除填答不完整、正反向计分

题矛盾、印象管理题平均值大于 5分、效度题小于 5
分的数据以及总平均值上下3个标准差外的极端数

据，用SPSS20.0进行数据处理。

1.2 结果与分析

1.2.1 项目分析 采用高低分组独立样本 t检验和

题总相关两种方法对样本 1(n=447)进行项目分析，

结果显示所有题项在高低分组上均达到P<0.001的
显著性水平，但有8道题的题总相关(r=0.215~0.397，
P<0.01)未达到 r>0.4的标准[17]，共删除8道题目。

1.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剩余的 46道题目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KMO=0.948，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
10985.555，P<0.001，MSA=0.884～0.971，说明数据

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最大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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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9个，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61.72%。结合特征根、碎石图、负荷值、共同度和理

论结构，经多次旋转，逐次剔除因子负荷小于0.45和
双重负荷的题项 [17]。如表 1所示，最终得到特征根

大于1的因素3个，共22个题项，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52.54%。

根据各因素所包含的题项，将因素 1命名为社

区责任认知，指居民在社区建设中对自我责任的承

担意识，在日常起居中对社区他人利益的考虑和尊

重以及对社区公共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意识。因素2
为社区责任情感，指居民对社区责任的情感体验，是

个体在社区活动中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以及对社区

孤寡老人的同情和社区安全的担忧。因素3为社区

责任行为，指居民承担社区责任和履行社区义务的

一种行为倾向，包括社区参与和自发的助人倾向。

因素编号
社区责任认知

社区责任情感

社区责任行为

题号（因素负荷值）

T55(0.818)
T27(0.692)
T34(0.750)
T4(0.578)
T2(0.816)
T20(0.591)

T56(0.812)
T38(0.665)
T38(0.665)
T58(0.534)
T7(0.779)
T3(0.547)

T48(0.786)
T40(0.657)
T40(0.657)
T24(0.515)
T18(0.705)
T35(0.536)

T49(0.778)
T14(0.575)
T36(0.625)

T11(0.647)

特征值
4.989

4.268

3.878

解释变异量%
19.957

17.071

15.511

2 中国居民社区责任感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2.1 方法

2.1.1 被试 样本 2：通过网络平台和入户调查被

试647人，有效问卷566份，覆盖贵州、河南、西藏、山

东、重庆等全国 34个省市。其中男性 201人，女性

365人，年龄段为 19~84岁(M=32.68，SD=9.533)。学

历为小学及以下4人，初中36人，高中专54人，大专

90人，本科262人，硕士104人，博士16人。

2.1.2 工具 自编《中国居民社区责任感问卷》包

含3个维度，共22题，加上5道印象管理题和1道效

度题，总计28题，5点计分。

《城市幸福指数问卷》的总体幸福指数分量表，

共6个项目，5点计分[18]。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α为0.835。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的尽责性分量表，

共8个项目，6点计分[19]。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α为0.844。
2.1.3 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网络

平台发放为主。无效问卷的筛选同上，用 SPSS20.0
和AMOS20.0进行数据处理。

2.2 结果与分析

2.2.1 信度 对样本2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遵照

自愿原则，样本 2中的 67名被试于 6周后再次接受

了调查，以评估量表的重测信度。社区责任认知、社

区责任情感、社区责任行为各分维度及总体社区责

任感的信度指数如表2所示。

2.2.2 结构效度 对样本 2计算维度与维度、维度

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如表 3所示，维度与总分的相

关 (r=0.726~0.877) 大 于 维 度 间 的 相 关 (r=0.363~
0.611)，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

同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样本2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以考察模型的拟合性。首先不区分题项

的维度，构建单因素模型M1，同时依据探索性因素

分析结果构建三因素模型M2。如表 4所示，M1不符

合测量学的标准，M2的拟合指标良好，支持了探索

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表2 社区责任感问卷的信度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3 社区责任感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分析(n=566)

表4 社区责任感问卷的验证性分析结果(n=566)

2.2.3 效标效度 以尽责性和总体幸福指数作为

社区责任感的同时效标和预测效标。对样本2进行

量表的相关分析，如表 5所示，社区责任感与尽责

性、总体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

表1 社区责任感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447)

Cronbach’s α(n=566)
重测信度(n=67)

社区责

任认知
0.908
0.812**

社区责

任情感
0.835
0.903**

社区责

任行为
0.820
0.884**

总体社区

责 任 感
0.900
0.896**

1社区责任认知

2 社区责任情感

3社区责任行为

4总体社区责任感

1
1
0.611**
0.363**
0.726**

2

1
0.584**
0.877**

3

1
0.851**

4

1

M1
M2

χ2/df
11.395
2.705

SRMR
0.114
0.057

RMSEA
0.136
0.055

NNFI
0.621
0.938

CFI
0.657
0.946

IFI
0.659
0.946

··24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年 第27卷 第2期
表5 社区责任感与尽责性、总

体幸福指数的相关分析(n=566)

3 讨 论

自编的社区责任感问卷符合社区心理学中国化

的发展要求[20]，它由社区责任认知、社区责任情感和

社区责任行为三因素构成，因素分析支持了三维度

的构想模型。维度构建以“仁”为核心，质性与量化

研究说明我国传统的责任心理具有跨时间的一致

性。单维的《社区责任感量表》以提升社区协作平台

的效能为出发点，但其是否具有一般适用性和跨文

化一致性，目前还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原作

者[2]提出了对工具优化的要求。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基础，通过探索性因素分

析得到三个维度，共22题，加上5道印象管理题和1
道效度题，总计 28题。信度分析表明，总量表与各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0~0.908，六周后的重

测信度为0.812~0.903，说明中国居民社区责任感问

卷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比较了两种模

型的拟合指数，结果发现三维模型拟合性更好，χ2/
df<3，RMSEA、SRMR小于 0.08，NNFI、CFI、IFI大于

0.9，符合验证模型的拟合要求[21]。理论假设得到验

证，即中国社区背景下的社区责任感并不是一个单

维的结构。同时总量表与维度的相关大于维度间的

相关，表明各维度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的联系，问卷

的结构效度良好。已有研究发现，尽责性与责任感

显著正相关[13]，社区责任感与个体的幸福感显著正

相关，是幸福感的一个有效预测因子[3]。因此，本研

究将尽责性、总体幸福指数作为社区责任感问卷的

同时效标和预测效标，相关分析发现问卷的效标效

度良好。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社区责任感问卷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能够较

好的反映个体的社区责任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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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性

总体幸福指数

社区责

任认知
0.461**
0.395**

社区责

任情感
0.494**
0.414**

社区责

任行为
0.446**
0.375**

总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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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2**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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