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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宽恕的概念、测量及其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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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宽恕是指当自己是侵犯者时，发生于自己内部的，对待自己的动机由报复转向善待的变

化。自我宽恕的概念在其对象、过程、实质和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争议，即自己与他人、给予与寻求、
特质与情境、积极与消极的争论。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在其对象、影响因素与后果等诸多方面也存在
区别。对自我宽恕的测量现有宽恕自我（FS）量表、Heartland 宽恕量表（HFS）以及状态自我宽恕量
表（SSFS）3 种工具。有关自我宽恕的相关研究显示，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还待探讨，而自我
宽恕与心理健康水平有相关。未来的研究应深化自我宽恕的界定、拓展其研究方法、扩大其研究内容。
关键词

宽恕；自我宽恕；人格

分类号

B848

1 引言

但那个时代过去了，宽恕的研究发展迅速、势态

对 宽 恕 （ forgiveness ） 特 别 是 人 际 宽 恕

良好。但当宽恕的研究渐渐深入之时，对自我宽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的关注古已有之，东

恕 （ self-forgiveness ） 或 说 个 体 内 宽 恕

西方皆然。儒家尤其强调对他人的宽恕，子曰：

（intrapersonal forgiveness） 的 关 注却 还 远 远 不

“宽则得众”
（《论语·阳货》），又说“其恕乎！己

够。从古至今，我们都更多地关注自己在人际关

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宽”即

系中的宽恕，而且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对待被侵

雅量容人；“恕”是推己及人，宽恕便要求自己

犯时的表现，但当我们侵犯了别人或者自己时，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所以“古

我们会去寻求自己的宽恕吗？我们又会宽恕自

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

己吗？

以周，则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韩愈《原

2 何谓自我宽恕

毁》）”。古之哲学家们将宽恕作为一种道德规范
且尤为注重。他们都强调责己而宽人，并把它作
为修养之一，以求人际和谐。西方文化对于宽恕
的强调亦如此，《旧约》说“人有见识，就不轻
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
19：11）。《新约》言道“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
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路 17：3）等等。这也是让人在人际交往中受
到侵犯时以宽恕待人。
长久以来，宽恕一直是哲学与神学的话题，
但自 20 世纪末，它开始走进心理学家们的视野，
并 在 不 断 深 入 。 有 研 究 者 （ McCullough et al.,
2008）在近期的一篇综述中说道，十年之前研究

2.1 对自我宽恕的界定
宽恕的定义是由哲学发展而来，在众多定义
之间，McCullough 的界定较可操作也较为综合
（罗春明，黄希庭，2005）。McCullough（2001a）
认为宽恕是个体遭受侵犯时的一系列亲社会动
机的变化。他将宽恕置于动机水平，但并不认为
宽恕就是动机，而是将它看成一系列动机的变化
过程，其中，建设性的行为取代了破坏性的反应，
从而达到了人际间的和解（McCullough, 2001b）。
但这一定义明显是将宽恕过程特别是人际宽恕
过程限定于受害者，但是宽恕也会发生于侵犯者
身上，某人在对他人实施了侵犯行为或者认为自
己有不当之处时也可能会宽恕自己。
Mauger 等人（1992）在其研究中首先将宽恕

者们能轻易跟上其主要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

分为两种，即宽恕自己与宽恕他人。宽恕自己与
宽恕他人又有所不同，宽恕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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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自己为侵犯者，而宽恕他人则是假定自己为

人们只会表示后悔，不会有宽恕。而也有学者

受害者。宽恕这一动机变化过程有明显的方向

（Dillon, 2001）持相反观点，认为自我伤害的情

性，即它有固定的指向，那就是侵犯者，受害者

境真实存在，此时也能发生自我宽恕的过程。如

不会成为被宽恕的对象。但是宽恕行为的施予者

果在自我伤害后，个体能够宽恕自己，那么自我

却不尽相同，站在侵犯者的角度上来说，也许受

宽恕就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即侵犯他人—宽恕自

害者会宽恕他，也许他自己会宽恕他，甚至与之

己型与侵犯自己—宽恕自己型。在侵犯他人—宽

无干的旁人也会涉及到是否宽恕他的问题。于

恕自己型的自我宽恕中，侵犯的主体与受害的客

是，当这个侵犯者是自己时，发生于侵犯者也就

体显而易见，自己是主体而别人是客体。侵犯自

是自己内部的动机变化，就是自我宽恕。其中，

己—宽恕自己型的自我宽恕整个过程都发生在

冒犯与报复自己的动机降低，而善待自己的动机

个体内部，其侵犯的主体与受害的客体都是自

增加（Hall & Fincham, 2008）。

己。但此时在个体内部，本我、自我和超我究竟

综合来看，自我宽恕也就是当自己是侵犯者
时，发生于自己内部的，对待自己的动机由报复
转向善待的变化。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点：首先，

在自我宽恕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不
得而知。
在人际宽恕的研究中，现阶段的宽恕研究皆

自我宽恕者的定位是侵犯者；其次，自我宽恕过

为给予宽恕（granting forgiveness）过程的研究，

程发生于侵犯者自己内部；第三，自我宽恕过程

而与之相对应的寻求宽恕（seeking forgiveness）

的指向是侵犯者自己；最后，自我宽恕是一系列

则少有研究者涉足（Rodney et al., 2006）。给予宽

动机变化，是由恶转好的变化。

恕和寻求宽恕的过程会伴随人们的生命历程而

2.2 有关自我宽恕的争论

逐渐发展成熟（傅宏，2002）。在人际宽恕中，

尽管对自我宽恕进行了界定，但此界定仍然

给予与寻求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而自我宽恕

存在许多争议，对于自我宽恕的内涵，研究者们

发生于个体内部，两者都是自我内部的过程，两

在其对象、过程、实质以及价值和伦理等方面都

者的关系如何很少有人做过论述。Enright 等人

没有形成共识。
自我宽恕是自己对自己的宽恕，但是自己宽

（1996）认为宽恕过程有 4 个阶段，即揭露阶段
（uncovering phase）、决策阶段（decision phase）、

恕的是对自己的伤害还是对别人的侵犯，抑或是

工作 阶段 （work phase） 和 结果 阶段 （outcome

兼而有之呢？由于对别人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

phase）。这 4 个阶段如果用于自我宽恕，那么它

那么这里讨论的重点是对自己的侵犯与对自己

包括了宽恕的寻求、给予与接受等等过程。在揭

的宽恕，它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存不存在

露阶段，个体体验到一些情感，如否认、内疚、

自己对自己的伤害？也就是说除了在人际间侵

羞愧等，在此过程之后，个体会去寻求自己的宽

犯别人，自己会不会在去人际的情况下伤害自

恕，而在决策阶段个体决定是否宽恕自己，如果

己？其二则是，如果存在自我伤害，那么在自我

决定给予自己宽恕，那么将会引发宽恕这一系列

伤害后，自己会不会宽恕自己？对第一个问题的

的动机变化。但由于自我具有很高的统合性，寻

回答是肯定的，个体的确能在去人际的情境中伤

求自我宽恕与给予自我宽恕也许是同样的过程，

害自己。我们自己许多的失败是由于自己造成

在个体内部，也可能寻求宽恕就是给予宽恕。在

的，如某些自我设限的行为，也有很多人特别是

人际宽恕中，受害者的给予宽恕与侵犯者的寻求

精神疾患者有时或长期地被自己不恰当的感觉

宽恕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侵犯者寻求宽

或者思想所困扰。当然，严格地说，把这些情境

恕的行为，如道歉（Eaton et al., 2007），会对受

叫做去人际的情境是不恰当的，因为自己在评定

害者的给予宽恕产生积极的效应。在个体内部，

自己是否做了错事时，是依据了一定的道德标

寻求宽恕与给予宽恕是否能够分离，它们能否分

准，而且每个人的标准不同，这些道德标准的形

别独立存在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去证实。

成必须依赖于人的社会性发展。对第二个问题的

对自我宽恕的另一个争论涉及到宽恕这个

回答，有学者（Horsbrugh, 1974）认为，行为所

概念本身，即自我宽恕是特质倾向性的还是情境

带来的伤害才是宽恕的对象，对于自己的伤害，

特异性的。有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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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宽 恕 与 神 经 质 （ Maltby, Macaskill, & Day,

自我宽恕的成功与否，代表了个体的某种倾向与

2001）、外向性（Ross & Hertenstein, 2007）有较

类型，自我宽恕失败者倾向于内部惩罚（intro-

为显著的相关。但也有研究整体测量了各种宽

punitive ）， 而 人 际 宽 恕 失 败 者 倾 向 于 外 部 惩 罚

恕，并未发现自我宽恕与某些人格特质相关

（extra-punitive），自我宽恕的成功也与心理幸福

（Thompson, Snyder, & Hoffman, 2005）。对于宽

感变量显著相关（Hall & Fincham, 2005）。但成

恕是否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

功的自我宽恕还是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当个体

也是人格心理学曾经面临的主要争论之一，即

犯下社会所认定的罪时，他应该自我宽恕吗？普

“个人—情境之争”
（person-situation debate）。尽

通的小错，个体可以宽恕自己，以求自我和谐，

管这个问题渐渐不被提起，但是用在自我宽恕这

但犯下杀人、强奸、故意伤害等罪行的犯罪人，他们

个主题上确是十分恰当的。无论自我宽恕是否可

应不应该去宽恕自己？另一个方面，在受害者并未同

被看作是一种人格特质，它的发生还是会受当时

意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应不应该宽恕自己？虽

外在情境以及情绪和某些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

然得到他人的宽恕和自我宽恕并不一定是先后继发

（ McCullough, Worthington, & Rachal, 1997;

的行为，但是从经验上看，得到他人宽恕的侵犯者更

McCullough et al.,1998）。

可能自我宽恕，而未得到他人宽恕的侵犯者自我宽恕

自我宽恕的价值与伦理问题也是争论之一。
表1

成功时，要受伦理道德的谴责。

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
自我宽恕

人际宽恕

伤害的形式

行为、思想、欲望、感觉

行为

宽恕的对象

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

对受害者的伤害

移情

抑制宽恕

促进宽恕

限制

条件性或非条件性的

非条件性的

与受害者的调和

需要

不需要

逃避的对象

与侵犯相关的刺激（如受害者、情境、思想等）

侵犯者

报复的对象

侵犯者（即自我）

侵犯者（即他人）

善待的对象

侵犯者（即自我）

侵犯者（即他人）

不宽恕的后果

极端的

平和的

来源：引自“Self-forgiveness: The Stepchild of Forgiveness Research.” by J. H. Hall & F. D. Fincham, 2005,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4, pp.621-637.

2.3 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区别
为更好地理解自我宽恕的含义，必须了解自

我宽恕是侵犯者去宽恕自己，此时移情就会抑制
宽恕。在对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限制上的探

我 宽 恕 与 人 际 宽 恕 的 区 别 。 Hall 和 Fincham

讨，Hall 和 Fincham（2006）认为在自我宽恕中，

（2006）通过理论探讨总结了自我宽恕与人际宽

自己可能会确定某种条件，只有达到这种条件，

恕的区别（见表 1）。他们认为自我宽恕与人际宽

个体才会宽恕自己，而在人际宽恕中则不需要条

恕在伤害的形式、宽恕的对象、移情、限制、与

件。Hall 和 Fincham 的探讨主要以 McCullough

受害者的调和、逃避、报复与善待的对象以及不

对宽恕的论述为基础。McCullough 认为在人际宽

宽恕的后果上存在区别。在人际宽恕中，伤害的

恕中，逃避与报复是对待侵犯者的两种经典的消

形式只能是行为；而在自我宽恕中，除了行为，

极反应，移情、沉思等因素也与人际宽恕有关系

思想、欲望和感觉都能对自己造成伤害（Hall &

（McCullough, 2001a; McCullough, Bono, & Root,

Fincham, 2005）。人际宽恕所宽恕的伤害是在人

2007）。在这些方面，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都有

际过程中对受害者的伤害，而自我宽恕的对象可

区别。在人际宽恕中，受害者逃避、报复与善待

以包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伤害。人际宽恕是受害

对象都是侵犯者，即他人；而自我宽恕中由于侵

者对侵犯者的宽恕，此时移情能促进宽恕；而自

犯者是自己，除了伤害别人，自己的行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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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等也能伤害自己，所以自我宽恕逃避的对象

该量表有 2 个子维度，共 17 个项目。2 个子维度

是与侵犯相关的刺激，包括受害者、情境、思想

分 别 是 自 我 宽 恕 感 觉 和 行 动 （ self-forgiving

等，其报复与善待的对象也是侵犯者，即自己。

feelings and actions），有 8 个项目；自我宽恕信

最后在没有自我宽恕时，相对于比较平和的人际

念（self-forgiving beliefs），有 9 个项目，每个项

宽恕失 败， 其 后果更 加极 端 （Hall & Fincham,

目都用 4 点记分。自我宽恕感觉和行动维度的某

2005）。

个项目是“当我觉得我做错了时，我对自己感到同

3 自我宽恕的测量与相关研究
3.1 自我宽恕的测量
在人际宽恕的研究中，测量是重要的研究方
法，在自我宽恕的研究中更是如此。对宽恕的测
量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其一是给予宽恕与寻求宽
恕的问题，其二是特质性宽恕与状态性宽恕的问
题。在人际宽恕的测量中，测量给予人际宽恕的
工具十分丰富（Thompson & Snyder, 2003），但是
自我宽恕的测量工具无论是给予还是寻求都很
少 。 最 早 的 自 我 宽 恕 量 表 是 Mauger 和 其 同 事
（1992）编制的宽恕自我（Forgive of Self, FS）
量 表 ， 它 是 行 为 测 量 系 统 （ the Behavioral
Assessment System, BAS）的一个部分，即一个分
量表。FS 量表共包含 15 个项目，其内容包括对
过去行为的内疚、自认有罪以及对自己的多种消
极态度，它使用“对/错”记分，其中一个项目是“我
常常因没有好好遵守规则而烦恼”
（Mauger et al.,
1992）。FS 量表的 α 系数达到 0.82，重测信度达
到 0.67，符合测量学的要求，几位研究者（Mauger
et al., 1992; Maltby, Macaskill, & Day, 2001）用此
量表分别考察了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以及各种
心理病理学指标间的关系。其后，Thompson 等
人（2005）编制的 Heartland 宽恕量表（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中也有一个分量表测量
自我宽恕。HFS 量表的自我宽恕分量表在不同样
本中的 α 系数在 0.72~0.75 之间，其间隔 3 周的
重测信度达到 0.72，间隔 9 个月的重测信度达到
0.69，且 HFS 量表与其他多种宽恕量表间的相关
显著，有较好的信效度（Thompson, Snyder, &
Hoffman, 2005）。Thompson 等人（2005）也用其
量表考察了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和亲密关系中
的各种变量间的相关。
但这二者并非专门的自我宽恕量表，而且测
量的都是特质性自我宽恕，并不能让人满意。
Wohl 等人（2008）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状态自
我宽恕量表（State Self-Forgiveness Scale, SSFS），

情”或者“当我觉得我做错了时，我惩罚自己”。自
我宽恕信念维度的其中一个项目是“当我觉得我
做 错 了 时 ， 我 觉 得 我 不 是 一 个 好 人 ” （ Wohl,
DeShea, & Wahkinney, 2008）。Wohl 等人（2008）
以被试报告的自我宽恕水平（对问题“当你犯错
时，你会宽恕自己吗？”的回答）为因变量，以
SSFS 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做回归，R2=0.67，两
自变量的回归 系数显著， 且 SFSS 与校标自责
（self-blame）、内疚（guilt）相关显著，具有比
较好的测量学指标。
3.2 自我宽恕的相关研究
3.2.1 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
自我宽恕与人格的关系前已有所提及，心理
学家们对人格与自我宽恕的关系很感兴趣，在为
数不多的自我宽恕研究中，对它和人格特质之间
的探讨占据着主要的部分。Maltbly 等人（2001）
测量了 324 名大学生的自我宽恕、人际宽恕、人
格和健康，他使用 EPQ 量表修订版作为人格的测
量工具，结果表明自我宽恕的失败与人格和健康
之间存在相关，它与神经质、焦虑、抑郁相关显
著，且不存在性别差异。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
（Ross et al., 2004）使用 NEO-PI-R 量表探讨了
人格五因素模型与自我宽恕的关系，发现自我宽
恕与神经质呈负相关，与外向性和尽责性呈正相
关，且与随和性无关。另有一项研究却认为，自
我宽恕不仅与神经质、外向性相关，与随和性也
存在相关（Ross & Hertenstein, 2007）。
在 Thompson（2005）的研究中，他并未发
现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些
研究结果并不相同，甚至相互抵触，这可能是由
于研究者们在测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另一项研
究则抛开自我宽恕与特质的相关，直接从时间维
度上考察它与自我宽恕的关系（Hall & Fincham,
2008）。研究者对 148 名被试分 8 个时间段分别
收集数据。他们并未采取量表来测量自我宽恕水
平，而是仅仅采用单个条目去询问被试，即“你在
多大程度上宽恕你对他人的伤害？”，此条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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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 7 点量表记分。对被试的选取遵循两个条
件，一是被试报告在过去 3 天内他们曾经有伤害
他人的行为，二是他们表示他们对那些行为感到
悔恨，并且希望在先前的情境中他们能够换种方
式去处理。从第 1 周至第 8 周每周对被试进行测
量，结果发现其自我宽恕水平呈线性上升。此研
究发现了时间对自我宽恕的作用，而要探讨自我
宽恕跨时间的稳定性，还需要后续研究的证明。
3.2.2 自我宽恕与心理健康
人际宽恕对于人类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生活
状态具有潜在影响作用（傅宏，2003）。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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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种方式，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人不是穷凶
极恶地对待自己就是安然轻松地对待自己。但实
际上，在二者之间，有极为广阔的空间使人能复
杂地看待自我，其间矛盾丛生。人能够在生活中
体验自己的价值，并同时对自己的罪恶感到羞耻
和懊丧，在越接近道德标准的同时，就越不能放
下如此重担。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我宽恕。
自我宽恕不必和自责相区别，它和消极情感与判
断无关，它仅仅是一种力量。宽恕自我意味着不
再体验到自责并不再受其奴役、不再被消极的自
我概念所控制和驱使、不再感到痛苦、不再体验
到和自己分离，于是人能生活得很美好。

发现人际宽恕对家庭关系（Maio et al., 2008）、婚

读完这段话，我们都知道自我宽恕的大概意

姻关系（McNulty, 2008）以及幸福感（Bono &

思，但只有用科学、可操作的方式去下定义，自

McCullough, 2006）有积极的影响，而自我宽恕

我宽恕的概念才能为心理学研究所用。虽然在本

的 失 败 与 抑 郁 、 焦 虑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Maltby,

文的开头，我们对自我宽恕进行了界定，但实际

Macaskill, & Day, 2001）。自我宽恕也与生活适

上，现阶段的定义是套用已经公认的人际宽恕的

应、心理健康相关。有研究者（Romero et al., 2006）

定义。自我宽恕和人际宽恕有着诸多的区别，自

测量了 81 名患乳腺癌且正在接受治疗的妇女的

我宽恕与人际宽恕的概念内涵也并不相同。现阶

自我宽恕、精神性与心理适应。研究发现，自我

段由于对自我宽恕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所以文章

宽恕和精神性是低情绪紊乱和高生活质量的有

开头套用人际宽恕的定义来界定自我宽恕是可

效预测源，而且对自我宽恕的干预能提高生活质

行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自我宽恕的界定应

量 、 减 轻 压 力 （ Wohl, DeShea, & Wahkinney,

该从自我宽恕的内涵与本质属性出发，进行更多

2008）。在其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发现自责

地探讨。

是自我宽恕和情绪紊乱以及生活质量的中介变

第二，自我宽恕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在人际

量，高自责的人相对于低自责的人体验到更多的

宽恕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广泛地使用叙事方法，

情绪紊乱和更差的生活质量，因此对自我宽恕的

让被试描述某些和侵犯有关的事件，要求被试尽

干预如果能潜在降低自责水平，就可以促进患者

可能详细地描述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方面，最后由

的心理适应（Friedman et al., 2007）。在对 110 名

研究者进行内容分析。在有限的自我宽恕文献

大学生样本的测量中，也发现情绪管理的能力与

中 ， 仅 有 一 项 研 究 使 用 了 叙 事 的 方 法 （ Beiter,

自 我 宽 恕 有 一 定 相 关 （ Hodgson & Wertheim,

2007）。叙事方法能够详尽地了解各种因素对自

2007）。这些研究并没有推及到普通人群中，自

我宽恕的影响，但是其主观性较大。在自我宽恕

我宽恕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还需探讨。

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自陈式问卷测量的方

4 讨论

法。

自我宽恕无疑是宽恕研究中最为新兴的领
域，由于对其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在自我宽恕的
研究中充满着疑问，还有无尽的问题有待探讨。
就其现在的发展而言，还是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自我宽恕概念界定的问题。如前所述，
宽恕与自我宽恕本是哲学与神学讨论的问题，哲
学家们对自我宽恕所作的解释虽然能让人明白
自我宽恕的大致意义，但并不能为心理学研究所
用。有哲学家（Dillon, 2001）如是说，人们在探
讨宽恕概念时就假设，自己在对待自己的时候只

有研究者认为在测量自我宽恕时，叙事方法
和量表测量的量化方法都存在严重的局限，因为
很难判断测得的自我宽恕的真实性，真实的自我
宽恕需要自己外显或内隐地认识到自己行为上
的过错，且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接受指责（Hall
& Fincham, 2005）。在被试自我报告的情况下，
确实很难区分真实的自我宽恕与虚假的自我宽
恕，自我宽恕研究工具和手段还有待完善。
第三，自我宽恕研究内容的狭窄。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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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宽恕研究的内容只是涉及了有关人格、心理
健康的一些变量，如特质、焦虑、抑郁等。自我
宽恕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自己的过错
情境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对自我宽恕的研究范围

Hall, J. H., & Fincham, F. D. (2008). The temporal course of
self-forgivenes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 174-202.
Hodgson, L. K., & Wertheim, E. H. (2007). Does good
emotion management aid forgiving? Multiple dimensions

可以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上，探讨自我宽恕与

of empathy, emotion management and forgiveness of self

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自我宽恕现阶段的研究

and others.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

仍然还局限于简单的相关研究，探讨自我宽恕和
某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等等。简单的相关研
究只能得出自我宽恕和某些变量之间有关系的
简单结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自我宽恕的前
因后果是什么都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解决与证实。
“ 人 非 圣 贤 ， 孰 能 无 过 ？ （《 左 传 ·宣 公 二

931-949.
Horsbrugh, H. J. (1974). Forgiveness.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 2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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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如何善而处之，关系

Maltby, J., Macaskill, A., & Day, L. (2001). Failu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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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Forgiveness: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s to
Other Variables
YU Feng; GUO Yong-Yu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Self-forgiveness is a suite of internal positive motivational changes that occurs when a person
himself is transgressor. There are some debates about the focus, mechanisms, essence and values of
self-forgiveness which are self or other person, granting forgiveness or seeking forgiveness, trait or situation,
positive or negative. Distinctions can be drawn between self-forgiveness and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such
as their focus, consequences,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 are three too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elf-forgiveness, which are Forgive of Self Scal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and State Self-Forgiveness
Scale. The researches of self-forgiveness indicated that self-forgiveness is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forgivenes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s not clear. The defini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scope of self-forgiveness must be considered in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forgiveness; self-forgiveness; person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