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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工作场所排斥后的应对反应类型、使用频率及有效性等问题。 方法：采用情境模拟（回忆范式）、

开放式问卷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不同样本中收集数据。 结果：相较消极反应和不作为反应，采取积极应对方

式的个体与他人人际关系得到更好改善，且工作满意度更高、情绪衰竭和离职意向更低；基于开放式问卷收集到的

25 种工作场所排斥后应对反应， 对同时作答了上司排斥和同事排斥应对反应问卷的 64 份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

验，结果显示面对不同来源排斥，其应对反应的使用频率和有效性存在差异。 结论：受工作场所排斥后，积极反应的

应对效果优于消极和不作为反应，且排斥源对应对方式的选用和有效性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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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ies aimed to explore the coping strategies after workplace ostracism, using fre-
qu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Methods: Recalling paradigm, opening questionnaire, and scale surveys were
u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antisocial responses and avoidance, prosocial responses could more easily help victims im-
pro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ubjects would feel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lower emotion exhaustion and intention to
quit. Based on 25 kinds of coping strategies collected through open interviewing questionnaires, paired sample t-test with
data provided by 64 participants showed that frequ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were various because of differ-
ent sources of ostracism. Conclusion: After workplace ostracism,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responses is better than neg-
ative ones and avoidance, in addition, the sources of ostracism make coping strategie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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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是工作场所

中个体主观感知到的他人对自己的忽略、 排挤和拒

绝， 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组织且具隐蔽性的消极行

为，是社会排斥在组织中的表现 [1-3]。 目前工作场所

排斥已有研究多集中探讨它对个体生理、 心理健康

以及工作态度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工

作场所排斥与员工身体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4]，并导致

负面情绪(抑郁)的增加和组织自尊的降低 [5]；而遭受

排斥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1，4]、对团队的情感依附（e-
motionally attached）水平更低，进而表现出较少的组

织公民行为[2]和较多的反生产力行为[6]。 但也有研究

表明，排斥的影响并非皆是消极。工作场所排斥中有

一类惩罚性排斥（punitive ostracism），它是用以阻止

不受欢迎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 [7]；遭受 排斥后的员

工也可能通过更 努 力 地工作 以 求 重 新 获 得 接纳[8]。

由此看来， 尽管学术界将工作场所排斥划入了消极

职场行为范畴， 但它对员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两面性。
现有研究缺乏对排斥后应对反应的探讨。 仅有

研究证实，拒绝 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高 的人

在遭受社会排斥后更倾向于采取逢迎（ingratiation）
策略 [9]，而政治技能（political skill）则对该策略的有

效性起到了调节作用， 仅高政治技能的员工运用逢

迎 才 能 削 弱 工 作 场 所 排 斥 和 心 理 压 力 的 相 关 [10]。
Williams 曾强调工作场所排斥后应对反应研究的必

要性， 因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可以降低排斥和消极结

果的关系， 而无效或不佳的应对则会加大排斥对个

体的不利影响[3]。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解决以下几个

问题：首先，确定员工受排斥后的应对类型，并经排

斥影响机制研究的启发， 考察受排斥个体是否会做

出积极应对；其次，比较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对工作

场所排斥负面影响的缓解作用；最后，鉴于中国传统

文化上尊下卑的特点， 探究面对不同来源的排斥个

体应对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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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及可信性， 依据研究

方法和拟解决问题的不同， 本研究于全职员工中搜

集了两个不同样本。
样本 1 用于情境实验： 共收取有效数据 81 份，

实 验 组 49 份 ， 对 照 组 32 份。 实 验 组 男 性 16 人

（32.65%），女 性 33 人（67.35%）；大 专 以 下 学 历 12
人，大专学历 21 人，本科学历 14 人，硕士及博士 2
人； 平均年龄 25.86 岁 （SD=4.89）， 平均参加工作

56.18 个 月 （SD =55.23）。 对 照 组 男 性 15 人

（46.88%）， 女性 17 人 （53.13%）； 大专以下学历 1
人，大专学历 10 人，本科学历 18 人，硕士及博士 2
人； 平均年龄 27.78 岁 （SD=4.26）， 平均参加工作

57.59 个月（SD=54.70）。
样本 2 用于问卷调查： 共 108 人参与上司或同

事排斥后应对反应问卷的填答，其中 64 人两次均进

行了报告，即共收集到 64 份有效匹配数据。 64 名被

试中，男性 36 人（56.25%），女性 28 人（43.75%）；大

专以下学历 4 人，大专学历 14 人，本科学历 43 人，
硕士或博士 3 人；平均年 龄 29.03 岁（SD=5.03），平

均参加工作 66.91 个月（SD=54.43）。
1.2 研究程序

首先采用回忆范式， 将样本 1 被试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 要求实验组被试回忆一段工作场所

排斥经历， 并询问后续的处理方式， 为加强回忆效

果，被试需报告该事件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以及排

斥源；对照组被试则回忆一段工作场所接纳经历。两

组被试完成回忆后均需完成情绪、排斥/接纳感受及

自我评价相关问卷， 此外实验组被试还将就做出应

对后排斥是否继续、关系是否好转、情绪衰竭程度及

指向他人和组织的态度做出评定。最后，研究者对实

验组被试的回忆材料进行文本分析， 两位毕业于心

理学专业且有工作经验的专家将实验组被试的排斥

反应分为三类：积极反应（接近排斥者，有助改善受

损关系）、消极反应（远离排斥者或制造冲突，不利于

改善受损关系）和无作为反应（忽略）。为检验分类是

否正确，实验组被试需对“被排斥后，我所做的事情

是希望接近他”做出回答。
接下来以问卷调查法考察不同排斥源对个体应

对的影响。 研究开始前先通过开放式问卷获取应对

反应项目库：即呈现工作场所排斥定义、权威网站调

查数据及具体表现后， 询问在职员工周围是否存在

该现象，并要求其试列出三种曾使用的处理方式。对

收集到的行为反应进行汇总、合并和重组后，最终形

成包含 25 个项目工作场所排斥应对反应问卷。向样

本 2 被试分两次发放上司或同事排斥后应对反应问

卷（通过指导语对排斥源进行操控，先后顺序随机），
中间间隔一周以避免两次填答间的干扰， 后将两次

数据匹配进行比较分析。
1.3 工具

工作场所排斥应对反应问卷。 包含 25 个项目，
分别对该方法的使用频率和对改善关系的有效性进

行 评 价，采 用 5 点 计 分，1 表 示 “从 未 出 现”或 “无

效”，5 分表示“总是出现”或“有效”。 对上司排斥而

言， 该问卷使用频率和有效性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分别为 0.74、0.79；对同事排斥而言，两个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61、0.81。
情绪。 向被试呈现 5 类情绪词（生气、高兴、受

伤、焦虑、悲伤）[11]，要求其判定事情发生时体验到该

情绪的强烈程度。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没有”，5 表

示“非常强烈”，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排斥和接纳感受。自编的 4 个项目，排斥（“我感

到被忽略”、“我感到被拒绝了”）和接纳（“我是被接

纳的”、“我受到重视”） 各两道题。 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二者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4 和 0.95。
自我评价。 采用 Ford 等曾使用的 4 道自我评价

题目 [12]，如“我是受人欢迎的”、“别人和我在一起觉

得我有意思”等。 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

合”，5 表示“完全符合”，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0。
情 绪 衰 竭。 采 用 工 作 倦 怠 量 表-通 用 版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
中的情绪衰竭分量表[13]。 包含 5 个项目，如“工作让

我感到身心疲惫”、“下班的时候我感觉精疲力竭”，
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

意”。 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指向他人的态度 （包括对排斥他的人评价和继

续与其工作的意愿）。 对他人的评价采用 Ford 等编

制的 9 题版问卷 [12]，询问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用

下列词语来形容排斥者，如“挑剔”，“粗暴无礼”、“轻

率”等。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

同意”，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1。 继续共事的意愿采

用自编的一道题目进行测量，即“在此（做出某些反

应）之后，我愿意继续和他共事”，采用 5 点 评分评

价，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
指向组织的态度（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 采

用一个项目测量工作满意度———“我对工作感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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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采用 5 点评分评价，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

示“完全同意”。 离职意向采用 Tepper 等编制的 3 道

题目 [14]，“我打算很快离开目前的工作单位”、“我期

望几个月后换工作”和“我很快会考虑换工作”，采用

5 点评分评价，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

意”。 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2 结 果

对样本 1 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操纵有效性检验

结果表明， 实验组被试被接纳的感受显著低于对照

组（t=12.47，P<0.01），被排斥的感受、消极情绪和消

极 自 我 评 价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t =-14.66， -
16.91，8.29，P<0.01），说明实验操纵成功。 对实验组

被试做出的反应进行归类，49 人中， 采取消极反应

的有 19 例（如抱怨、发生争吵），不作为有 9 例（如忽

略、置之不理），积极反应有 21 例（如正面沟通、请第

三方协调）。 为验证分组有效性，对题项“被排斥后，
我所做出的反应是希望接近他”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三组差异显著（F=46.99，P<0.001），Scheffe 事后比较

发现积极反 应组（3.57±0.81）得分显 著高于 消 极 反

应（1.26±0.73）和不作为组（2.00±0.71）。 其次，从附

表看来，不同的应对反应，对受损关系修复、情绪衰

竭、工作满意度等的作用存在差异，积极应对反应的

效果要明显好于消极和不作为应对。
使用样本 2 提供的 64 组匹配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后发现，应对上司排斥，使用频率最高的 5 类反应

分别是：努 力 做 好 分 内 事（M=4.64）、自 我 反 省（M=
3.57）、向 友 人 倾 诉 （M=3.44）、积 极 正 面 沟 通 （M=
3.41）和在工作上帮助对方（M=3.36）；而应对同事排

斥， 使用频率排名前 5 的反应是： 努力做好分内事

（M=4.30）、积极正面沟通（M=3.41）、向友人倾诉（M=
3.38）、自我反省（M=3.30）和在工作上帮助对方（M=
3.17）。 单从记频结果看来，上司排斥和同事排斥后

使用最多的应对反应比较一致， 但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8 类反应因排斥来源不同在采用频率上

有显著差异： 当受到上司排斥时， 努力做好分内事

（t=3.52，P<0.01）、忽略忍让（t=1.89，P=0.06）、消极怠

工（t=2.95，P<0.01）、自我反省（t=2.26，P<0.05）、主动

把成绩让给对方 （t=3.14，P<0.01） 所采用的频率更

高；据理力争（t=-1.93，P=0.06）、和当事人争吵（t=-
1.98，P<0.05） 以 及 调 离 部 门 或 岗 位 （t=-1.95，P=
0.06）则在受同事排斥后更经常使用。

修复关系的有效性方面， 上司排斥后最有效的

5 类反应是：努力做好分内事（M=3.84）、积极正面沟

通（M=3.53）、工作上帮 助对方（M=3.34）、积 极 主 动

交往（M=3.19）和承担额外工作（M=3.17）；而应对同

事排斥最有效的 5 种反应分别为： 努力做好分内事

（M=3.66）、积极正面沟 通（M=3.58）、工作 上 帮 助 对

方 （M=3.44）、自 我 反 省 （M=3.28）和 积 极 主 动 交 往

（M=3.14）。 除承担额外工作和自我反省外，被试所

报告的两类排斥有效应对方式类型比较接近， 但进

一步 t 检验结果表明仍有 6 类反应存在显著差异：
其 中 ，外 出 散 心 （t=-2.33，P<0.05）、自 我 反 省 （t=-
2.14，P<0.05）等自 我调整的反 应，以及利 用机会接

近对方（t=-1.93，P=0.06）等主动亲近型策略对修复

受损的同事关系更为有效，向对方谄媚、拍马屁（t=
3.33，P<0.01）则对改善和上司的关系更加有效。 相

比之下， 消极怠工对同事排斥和上司排斥后关系的

修复均无效， 甚至可能导致同事关系更为恶劣 （t=
2.34，P<0.01）。

附表 排斥后不同反应的影响分析（N=49；M±SD）

3 讨 论

遭遇工作场所排斥后， 除消极反应和无作为反

应外，个体也会做出积极应对，如正面沟通、请第三

方协调等；而相较于前两者，积极反应是工作场所排

斥更加有效的应对方式。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人们

有更强的关系取向和群体归属需求，而“和谐”更是

多种场合领域追求的氛围。 受传统价值观影响中国

人对偶然的排斥行为容忍度更高， 态度上也更为接

受；但面对持续的工作场所排斥，则会为了避免关系

进一步恶化，可能将继续维持表面和谐，即使是虚假

和谐 [15]。 从文化视角看，积极反应也更切合中国人

“以和为贵”的观念。 组织行为研究领域常常用社会

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来解释员工的态度

和行为[16]，认为“以牙还牙”才是正常现象。 本研究却

证实，工作场所排斥也会招致员工的积极反应，但这

并不与社会交换理论相违背： 受排斥员工正因为相

信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将获得回报、扭转局面，因而期

望通过努力工作、帮助他人、为团队做贡献来换取团

队或他人的重新接纳。
同事排斥和上司排斥后，个体均会以消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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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为或无作为加以应对。 两类排斥后有许多反

应是类似的，如和当事人正面沟通，努力工作，自我

调整等。但除去这些相似之处，排斥来源的不同也将

导致个体应对上存在某些特点：相比上司排斥，受到

同事排斥后选择离开工作环境的频次更高； 当面对

峙、 理论和争吵等有风险的方式则在上司排斥后较

为少见， 而不作为和积极反应则在上司排斥后采用

更频繁；另外，谄媚、“拍上司马屁”也被视为改善与

上司关系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由此可见， 上尊下

卑、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仍然存在我国企业中，面

对上司排斥，受害者更倾向以一种冷静、谦卑的态度

来处理，而遭遇同事排斥，受害者则会毫不犹豫地为

自己伸张正义。 该研究结果也证实探讨工作场所排

斥问题时，区分排斥源是十分有必要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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