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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考察辱虐管理与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事偏差行为和惩罚可能性在其中

起到的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分两次在企业员工中施测，获得 271 份有效匹配数据。 结果：辱虐管理有效

预测了下属针对领导的偏差行为，辱虐管理水平越高，下属表现出偏差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二者关系受到同事偏差

行为和惩罚可能性的调节，当同事较频繁地表现出偏差行为，或当偏差行为不易受到惩罚时，遭遇辱虐管理后，个体

更容易出现指向领导的偏差行为。 结论：企业欲减少员工的偏差行为，除杜绝辱虐管理的发生，还应下大力气整治组

织风气，建立赏罚分明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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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mployees’ deviant behavior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lleagues’ behaviors and likelihood of punishment. Methods: 271 employees collect-
ed from Chinese companies and MBA classes were sampled. To avoid the common method variance, two waves of survey
were administrated. Results: Abusive supervision could predict employees’ deviant behaviors towards their superviso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more likely the deviant behavior of the employees; this relationship could
be moderated by colleagues’ behaviors and likelihood of punishment; when colleagues did the deviant behaviors frequent-
ly, the relationship was stronger, on the contrary, when organizations were likely to punish these deviant behaviors, the re-
lationship was weaker. Conclusion: In order to prevent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reduce its influence, the company should
establish the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explicit rules, and regulations fair in me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
ments.
【Key words】 Abusive supervision； Deviant behaviors； Colleagues’ behavior； Likelihood of punishment

【基 金 项 目 】 本 文 受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10YJCXLX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通讯作者：蒋奖

当组织和管理领域研究者逐渐关注负向领导行

为时，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作为其中 一类

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开始受到重视。 Tepper 将其界定

为下属感知到的领导持续表现出来的言语或非言语

性敌意行为，但不包括身体接触[1]。

辱虐管理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领导行为， 它的

存在对员工及其所在组织带来不同 程度的消极 影

响。 有关数据表明，美国约有 13.6%的员工受到辱虐

管理的影响， 员工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而降

低，且负面影响已经逐渐蔓延到工作之外的生活中。

公司每年因辱虐管理而蒙受的损失（例如员工旷工、

生产效率降低）和支出（例 如 健 康 保 健）已高达 238

亿美元左右[2]。
研究表明， 辱虐管理对员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首先是员工工作态度的改变。辱虐管理与

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呈负相关[1，3，4]，与离职意

向呈正相关[1]。 其次是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 遭

受辱虐管理的员工更容易出现心理困扰，包括焦虑、
沮丧、自我效能感降低、工作倦怠、心身疾病等 [5，6]。

第三是对员工行为表现的影响。 辱虐管理会使下属

的抵抗行为（resistant behavior）和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增多、组织公民行为减少 [7-10]；同时辱虐管

理还是员工工作表现的有效预测源—辱虐管理的水

平越高， 组织和领导者对员工工 作 表 现 的 评 价 越

低[11]。第四是对员工家庭幸福的破坏。辱虐管理会影

响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导致工作-家庭冲突[1，12]。 最后

是团队绩效的降低。 基于 Cohen 和 Bailey 提出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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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效能启示模型 （Heuristic model of team effective-
ness）进行研究，发现辱虐管理对团队绩效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 团队沟通和团队集体效能在辱虐管理与

团队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3]。
在辱虐管理众多影响中，行为表现是最外显、易

观察的， 而工作效率降低以及负面行为的出现也是

导致组织蒙受损失的重要原因。 由于工作场所偏差

行为的破坏性， 现有研究不乏对辱虐管理与之关系

的探讨，但存在两点不足：首先，工作场所偏差行为

的指向仍然存在争议。 O’Leary- Kelly 等认为工作

场所偏差 行 为 会 指 向 确 定 的 肇 事者 [14]，Mitchell 与

Ambrose 也指出针对领导的偏差行为是辱虐管理招

致的主要偏差行为 形式 [10]；但 Aquino，Tripp 和 Bies
则发现受害者不太会向高权力地位者（如领导）寻求

报复[15]。 其次，已有研究多局限于个体层面展开，即

强调个人因素（如人格、负性互惠信念、离职意向等）
在辱虐管理与偏差行为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10，16]。 鉴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

辱虐管理与偏差行为， 尤其是与指向领导偏差行为

之间的关系； 二是考虑到工作场所相关行为将受到

工作情境因素（如工作环境或团队氛围）的影响，研

究将引入同事偏差行为和惩罚可能 性作为调节 变

量，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其在辱虐管理和偏差行

为之间发挥的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被试为企业在职员工。回收问卷 273 份，删除缺

失数据在 5 题以上的 2 份问卷后， 剩余有效问卷为

271 份 。 其 中 男 性 114 人 （42.1%）， 女 性 155 人

（57.2%）， 两名被试未报告性别；80.1%的人拥有大

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平均年龄 32 岁（SD=8.42），平

均工作年限 9.3 年（SD=8.64）；从事职业包括人力资

源、销售、顾问等。
1.2 工具

辱虐管理。 采用 Tepper 编制的辱虐管理量表

（Abusive supervision scale） [1]。 该量表 包 含 15 个 项

目，如“直接上级挖苦我”、“直接上级向我说谎”等，
采用 5 点计分（1=从不，5=常常）。 本研究中该问卷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针对领导的偏差行为。采用 Mitchell 与 Ambrose

依据其他研究者相关量表改编后形成的 10 项目问

卷 [10，17，18]，题目包括“在公开场合让领导陷入尴尬”、

“说领导坏话”等，采用 7 点计分（1=从不，7=每天都

有）。 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惩罚可能性。 依照 Robinson 与 O’Leary-Kelly

的测量方式 [19]，向被试呈现 8 类偏差行为，如“违背

上级指令”、“说上级闲话”等，询问被试表现出以下

行为后被处罚的可能性，采用 5 点计分（1=极不可

能，5=极有可能）。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94。
同事偏差行为。测量方式与惩罚可能性相同，在

原有 8 类行为基础上，增加了 2 个项目，即“在工作

时发表关于民族、信仰、种族的言论或笑话”、“在工

作时当众令他人难堪”，询问被试其同事在过去的一

年中表现出这些行为的 频繁程度， 采 用 5 点计分

（1=从不，5=常常）。 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90。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离职意向、消极情感特质及

情感承诺作为控制变量。Tepper 等曾指出，离职意向

会影响员工的偏差行为， 离职意向越高出现偏差行

为的可能性越大 [16]；而消极情感特质较高的人在受

到辱虐管理后，更易产生负面影响[8]；此外，个体对组

织的情感承诺也会影响其在组织中的行为表现，情

感承诺较高的人，会有更多的积极行为表现，更少的

消极行为表现[20]，反之同理。 三个控制变量的测量工

具分别如下。
离职意向。 选取 Tepper 等曾使用的3项目量表[16]，

“我打算很快离开目前的工作单位”、“我期望几个月

后换工作”、“我很快会考虑换工作”， 采用 5 点计分

（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本研究中该问卷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
消极情感特质。采用 Watson 等编制的积极情感

消 极 情 感 量 表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中的消极情感维度[21]，包含 10 个负性

情绪形容词，如愤怒的、紧张的。 询问被试一般情况

下在多大程度上有这样的感觉，采用 5 点计分（1=
极少，5=非常强烈）。 本研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6。
情感承诺。 采用 Meyer、Allen 和 Smith 编制的组

织 承 诺 量 表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
naire，OCQ）的情感承诺分量表 [22]，包含 6 个项目，如

“我真的觉得单位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如果能在

这个单位度过我剩下的职业生涯， 我将非常高兴”。

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本研

究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
1.3 研究程序

问卷分两次施测，中间间隔一周。第一次施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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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包括辱虐管理、同事偏差行为、惩罚可能性、情

感承诺、消极情感特质以及相关人口统计学变量；第

二次施测的变量包括离职意向和针对领导的偏差行

为。 前后两次问卷匹配后，将数据录入计算机，运用

SPSS16.0 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及检验

鉴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由员工自评， 可能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虽在施测时已采用分开发放问卷、匿

名作答等程序加以控制，但在数据分析之前，采用周

浩、 龙立荣介绍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方法从统计角

度进行了检验[23]，结果表明，本研究原始七因素模型

的拟合度和加入方法因子后的八因素模型无显著差

异（△df=64，△χ2=680.88），说明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

差影响较小，由其数据推论的各类关系是可信的。

2 结 果

2.1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表 1 给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 7 个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相关系数及信度系数。辱虐管理与下属针对

领导偏差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3，P<0.01）。

2.2 辱虐管理对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的预测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采用简单线性回归， 以辱虐

管理为自变量， 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为因变量，
建立回归方程，结果表明辱虐管理对下属针对领导

的 偏 差 行 为 有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R2=0.19，F=
61.03，P<0.001）；将三个控制变量加以控制后，辱虐

管 理 对 因 变 量 的 预 测 效 应 仍 然 显 著 （R2=0.22，F=
18.70，P<0.001）。
2.3 同事偏差行为、惩罚可能性在辱虐管理与下属

针对领导偏差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运用层级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同事偏差行为、惩

罚可能性在辱虐管理与下属针对领 导偏差行为 之

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将研究中自变量及调节变量中

心化，以避免共线性的问题。然后，在 SPSS 中分 3 步

使各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离

职意向、情感承诺、消极情感特质纳入方程；第二步，
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纳入方程， 以考察其对因变量

的主效应；第三步，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纳

入方程，以考察同事偏差行为、惩罚可能性所起到的

调节效应。
从表 2 来看， 同事偏差行为与惩罚可能性的调

节 效 应 均 显 著 （F =19.21，P <0.001；F =15.31，P <
0.001）。 在此基础上，对两个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简

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同事偏差行为表现较少时，

·216·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2 2012



辱虐管理对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预测效应不显著

（β=-0.07，t=-0.66，P>0.05），而同事偏差行为表现较

多时， 辱虐管理对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预测效应

显著（β=0.38，t=4.99，P<0.001）；惩罚可能性较高时，
辱虐管理对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预测效应不显著

（β=0.15，t=1.81，P>0.05）， 而惩罚可能性较低时，辱

虐管理下属对针对领导偏差行为预测效应显著（β=
0.55，t=6.70，P<0.001）。

为更形象地说明调节趋势，以 27%为标准分别

将辱虐管理、同事偏差行为、惩罚可能性划分为高低

两组，建立交互作用图。 由图 1 可见，当同事偏差行

为表现较多时， 辱虐管理与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

之间的正相关更显著，即随着辱虐管理水平的上升，
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也显著上升；而

当同事偏差行为表现较少时， 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

为也相对较少受到辱虐管理的影响。 另外， 无论辱

虐管理水平如何，同事较频繁地做出偏差行为，下属

针对领导偏差行为出现的频率总是较高。
同理，由图 2 可知，当惩罚可能性较低时，辱虐

管理与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 为之间的正 相关更显

著，即随着辱虐管理水平的上升，下属针对领导偏差

行为的出现频率也显著上升； 而当惩罚可能性较高

时， 下属针对领导偏差行为则较少受到辱虐管理的

影响。

图 1 辱虐管理与同事偏差行为的交互作用

图 2 辱虐管理与惩罚可能性的交互作用

3 讨 论

3.1 辱虐管理—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的导火索

已有研究证实， 出于社会交换的需要和负性互

惠信念的驱使，辱虐管理会导致下属针对领导、同事

以及组织三种不同类型的偏差行为 [7，10，20]，而针对领

导的偏差行为与辱虐管理的联系尤为密切， 本研究

结果支持了 Mitchell 与 Ambrose 等人的观点[10]。
辱虐管理之所以会引发下属的偏差行为， 是由

于领导的不公对待唤起了下属的敌意反应， 以修复

受损的公平感；考虑到直接反抗（如与领导起正面冲

突）会加剧二者关系的恶化，从而招致进一步的不合

理对待， 下属往往会选择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这种较

为隐蔽的方式进行报复[16]。 虽有研究者指出，由于权

力地位差距的限制，当直接报复领导存在困难时，受

到辱虐管理的下属会选择同事或组织作为偏差行为

的对象进行替代性报复 [20]，但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
员工能够以更隐蔽的方式向领导发泄不满， 如通过

网络匿名散播领导谣言、说领导坏话等。因此领导作

为辱虐管理的“肇事者”，矛头直接针对其的偏差行

为仍然是下属首选和主要的报复形式 [16]。 以任何形

式对领导做出偏差行为均不利于良好工作关系的建

立，也违背了“工作优先”的准则，最终会对工作效率

和工作氛围造成负面影响。
3.2 同事偏差行为与惩罚可能性———组织中的调

节剂

辱虐管理会引发下属针对领导的偏差行为，但

二者关系却是不稳定的，除人格、信念等个体层面因

素外， 环境或组织因素也会对其造成影响。 常言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当周围同事有偏差行为表

现时， 个体通常由于两类原因促使自己做出类似行

为，一是社会学习，二是保持一致。 人们擅于运用从

工作环境中获得的信息来解释事件、 形成态度并理

解他人对自我行为的期望[24]。 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学

习，个体学到的不仅仅是行为，还有对行为的意见和

看法。保持一致往往也是社会学习的目的。人与组织

之间因相似而互相吸引， 个体会仔细分析所处的工

作环境并据此调节自身行为 [25]，只有适应良好的个

体才可能长久留在组织， 相反适应不良的个体会由

于和组织格格不入而最终离职。 如果团队中存在偏

差行为并形成了一定的氛围， 那么其他成员为与团

队保持一致，也会通过学习表现出类似行为。在日常

工作的接触中，同事之间总是频繁地比较、模仿，尤

其对新进员工而言， 老员工的行为更是他们学习的

“榜样”。 若“畸形”的工作场所行为成为约定俗成的

“常态”，下属遭受领导不恰当的管理后，自然不会想

到以积极的方式去弥补、 修复同领导之间濒临破损

的关系，而是一味的以偏差行为疏泄心中不满。
相对于前者内部、自发的调节效应，惩罚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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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部压力， 对员工的偏差行为起到约束或制止

作用。 一个规章制度不明确、自由散漫的企业，自然

会滋生行为不当的员工。有研究表明，在一个纪律严

明的组织中，当下属面对领导的辱虐管理时，出于被

惩罚的恐惧， 会选择减少组织公民行为这种更加温

和的方式来发泄不满、重获心理平衡[8]。 因为组织公

民行为是一种利他行为，相较于偏差行为，它的缺失

对组织及组织成员伤害较小， 且下属不会因此遭受

惩罚。当然，任何一种可能使组织利益受损的行为都

是管理者不愿发生的， 而外部的规章制度多多少少

对员工起到了威慑作用， 以期将辱虐管理的负面影

响降到最低。
综上所述， 同事偏差行为与惩罚可能性分别从

强化和惩罚的角度影响了辱虐管理与员工偏差行为

之间的关系，前者发挥了加速剂的作用，而后者则充

当了缓冲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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