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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方法：采用心理资本问

卷、工作家庭促进问卷、工作满意度问卷、生活满意度问卷测量 426 名中小学教师。 结果：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工作

家庭促进、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心理资本、工作促进家

庭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部分通过

工作促进家庭来实现。 结论：工作促进家庭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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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nd job satis-
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in a sampl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Methods: 426 teachers from 8 schools were
measured by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Work -family Facilitation Scale, Job Satisfaction Sca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job satis-
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fter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gender and school age), psychological capital,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had direct prediction on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Moreover, work to family
facilit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s mediated by work to family fac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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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一种积极心理发展状态， 主要包括自信或自我效

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方面[1，2]。 在管理领域

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和坚韧

性等维度， 能够对领导和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态

度产生积极影响[3]。 Larson 和 Luthans 的研究发现[4]，
小型工厂的生产工人的希望水平、 乐观程度都与他

们 的 工 作 满 意 度 和 组 织 承 诺 相 关 。 Youssef 和

Luthans 在一个大样本研究调查中也发现 [5]，员工希

望水平、乐观程度以及坚韧性都与他们的工作绩效、
工作满意度、幸福感和组织承诺呈正相关；且整合的

心理资本效应的作用比任何单个维度更显著。 缓冲

效应模型认为 [6]，心理资本对相关结果 变量的影响

是间接的，通过影响中介变量来间接影响个人、群体

和组织层面的相关结果变量。 Goldsmith， Veum 和

Darity 进行的心理资本对个体实际工资影响作用的

研究结果表明[7]，个体的心理资本与其生产率和实际

工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并可以通过控制点来影

响个体的工资水平。 Cole 的研究结果表明[8]，心理资

本通过影响个体的主观满意感来影响个体的动机，
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搜寻行为。

工作家庭促 进是指个体 通过对某一 社会系统

（家庭或工作）的投入获得的经历、技能、机会及发

展，而对另一系统的发展（工作或家庭）产生贡献的

程度[9，10]。 一个领域内的多重角色会提高个体在另一

个领域成功的能力，个体和组织都能从中获益。工作

和家庭是两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 促进也是一个双

向的过程，即一方面，在工作上的投入有助于家庭生

活的发展（工作促进家庭）；相应的，在家庭生活上的

投入也有助于工作的发展（家庭促进工作）。 长期以

来， 工作家庭界面研究多聚焦于工作家庭冲突和由

于身兼多重角色带来的困难方面，但是，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可能存在

互 利 互 惠、 互 相 促 进 的 一 面， 即 工 作 家 庭 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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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zywacz 研究发现， 工作家庭积极增益与自我报告

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 [11]，高水平的家庭

工作积极增益可以预测更少的问题性酗酒行为 [12]。
Stepbens 等 人也发现 [13]，个 体经验的工 作家庭积极

增益与其心理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 己有的关于

工作家庭促进前因变量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 而对

其效果变量的研究相对较多。 Wyane 等人通过对系

统论思想、资源保存模型等相关理论的整合，对工作

家庭促进功能的前因变量、 结果变量以及中间的调

节变量进行了开放性的分析。 他们认为[14]，主要有两

方面的因素可能影响工作家庭促进， 即个体差异变

量（如，积极情感、自我效能感等）和组织所能提供的

资源（如，发展机会、上司支持等）；而结果变量则主

要是个体对于系统机能运作的评价， 分别包括工作

和家庭两个方面；同时还认为个体的需要特征（如，
性别、社会地位等）在组织资源与工作家庭促进之间

的关系上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工作与家庭 是中小学教 师活动的两 个重要领

域。 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中小学教师的

工作与生活，从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生活质量。
本研究将心理资本作为工作家庭促进的前因变量，
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作为其工作和家庭两个方

面的效果变量，试图探讨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工作

家庭促进、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同时验

证工作家庭促进是否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以安徽省淮南市 8 所中

小学（其中 5 所小学，3 所中学）的教师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6 份，其中男教

师 180 人，女教师 246 人，年龄为 36.49±6.12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 Luthans，Avolio 等对中

国工人心理资本与绩效关系的探索性研究中所使用

的量表[15]，该量表共有 30 个项目，分为希望、乐观和

韧性三个维度。 在本研究中三者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0.89，0.81，0.85。 把希望、乐观和韧性三个变

量的标准分数相加，即得心理资本的测量值。
1.2.2 工作家庭促 进量表 采用 Wayne 等开发的

量表[16]，该量表由 8 个项目构成，包括工作促进家庭

和家庭促进工作两个维度。 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14，0.771。
1.2.3 工作满意度 量 表 采 用 Schriesheim 和 Tsui
编制的工作满意度指数问卷，该量表共 6 个项目，在

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1。
1.2.4 生活满意度 量表 采用 Diener 编 制的 生 活

满意度量表 [17]。 该量表共有 5 个项目，采用 Lickert
五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心理资本、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工作

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心理资

本、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工作满意度、生活

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 1 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心理资本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

表 3 工作家庭促进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2.2 心理资本、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满意度、生活

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由表 2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心理

资本对工作促进家庭、 家庭促进工作的预测作用均

显著。
由表 3 可知，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心理

资本对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仍然显

著，当工作家庭促进进入回归方程时，心理资本对工

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显著下降，工作促

进家庭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回归系数显著，
而家庭促进工作对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工作促进家庭在心理资本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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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2.3 心理资本、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满意度、生活

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研究假定心理资本通过工作家庭促进影响工作

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数据拟合

结果表明，家庭促进工作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的路径系数不显著（C.R.分别为 0.265，0.245，P 分别

为 0.791，0.807），将其删除，最终模型及相应的拟合

指数见附图。

附图 心理资本、工作家庭促进、

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关系图

3 讨 论

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是工作家庭促进的重要前

因变量，心理资本对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均

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发现，工作家庭促进在心理

资本与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

介作用， 但这种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工作促进家庭

这一维度， 而在家庭促进工作这一维度上中介作用

不显著。这表明，工作当中获得的技能、行为、积极的

心境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影响较大，而

在家庭中获得的支持、成就感、积极的心境对工作满

意度、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影响不大。 可能原因在于：
具有较高心理资本的中小学教师对工作领域特征、
情境的评价较高，所获得的回报也较高，因此影响了

他们的满意感。也即，具有较高心理资本的中小学教

师会对工作的情境做出较为积极的认知评价， 更能

寻求和创设积极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情境和条件。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开展就会更

为顺利， 相应地就会促成较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和

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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