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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 Einarsen 等人于 2009 年编制的负性行为事件问卷（NAQ）进行修订。 方法：对 246 名在职人员进行

预测，通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对 240 名北京地区的在职人员施测正式问卷，检验其信效度

指标。 结果：修订后的负性行为事件问卷包含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两个维度，两个因素的累计方

差解释率为 51.94%；总问卷、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0.85 和

0.86，一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3、0.65 和 0.7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其 χ2/df 值为 1.92，IFI、
TLI 和 CFI 值分别为 0.91、0.89 与 0.91，RMSEA 值为 0.06； 选用工作倦怠量表中的情绪衰竭维度以及离职意向作为

效标，结果表明，问卷总分、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与情绪衰竭和离职意向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修订的负性行为事件问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可用于工作场所欺负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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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NAQ) developed by Einarsen et al. in 2009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studies.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46 employeas and the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n 240 employees in Beijing area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final survey for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Results: The revised NAQ included two components: Work related bullying and
person related bullying; and the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51.94%;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the total scale and each
subscale were 0.73, 0.65 and 0.72; χ2/df value of revised NAQ was 1.92, IFI, TLI and CFI value more than 0.85, and RM-
SEA value 0.0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vised NAQ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 same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vised NAQ and intention to quit job, which showed that the revised NAQ had good criterion validity.
Conclusion: The revised NAQ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and it can be used in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work-
place bullying.
【Key words】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Validity

工 作 场 所 欺 负 （bullying at work 或 workplace
bullying） 现象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引起研究者

的关注， 并逐渐成为职业健康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

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欺负的存在不

仅有损员工健康，对组织绩效也有众多负面影响，是

工作场所中不容小觑的问题[1，2]。
工作场所欺负常用的自陈式测量工具有两种：

LIPT （Leymann Inventory of Psychological Terror，
LIPT） 和 NAQ （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NAQ）。
LIPT 由 Leymann 于 1990 年编制， 在不同修订版本

中 的 题 量 不 一，一 般 是 45 或 46 题 [3]；因 其 题 量 较

多，近年来 LIPT 的使用率有所下降，并逐渐被负性

行为事件问卷 （NAQ） 取 代。 NAQ 由 Einarsen 和

Raknes 于 1997 年编制[2]，之后，Einarsen 等人对该量

表进行了修订 [4，5]。 修订后的 NAQ 包含三个维度共

22 题，其中与工作相关的欺负 9 题，与个人相关的

欺负 11 题，与身体威胁相关的欺负 2 题。 修订后的

NAQ 结构更加清晰，经研究证实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指标[6，7]。
近年来， 尽管国际上关于工作场所欺负的研究

不断涌现，但国内仅有零星几篇综述 发表 [8，9]，实证

研究为数甚微， 并且缺乏统一、 有效的本土测评工

具。 鉴于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 有必要对适用于欧

美国家的问卷进行修订， 为工作场所欺负相关研究

提供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本土测量工具。
本研究拟修订的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 NAQ，

考虑到下述因素，未采用“与身体威胁相关的欺负”
这一维度：首先，原版问卷中该维度仅有两个题目，
数量过少；其次，研究者对“身体暴力”这个特征仍存

在争议，其他国家与地区在修订 NAQ 时，也主要是

针对“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两

个维度进行的；最后，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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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场所中较少会出现身体暴力行为。因此，本研究将

对 NAQ 中的“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

欺负”这两个维度进行修订，并检验其信效度指标。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预测阶段被试取自 19 个省、4 个直辖市的在职

员工， 共 267 人， 最终收回问卷 261 份， 有效问卷

246 份，回收有效率为 94.25%。 其中男性 134 人，女

性 110 人，2 名被试性别缺失；被试年龄在 18-48 岁

之间，平均年龄 26.15 岁（SD=3.31）；平均工 作年限

3.53 年（SD=3.72）；工作涉及人事行政、技术研发、市

场销售、客服售后、财会审计等多个领域。
正式施测对象来自北京市的企业在职员工，工

作性质包括行政人事、 销售、 文员等。 第一次发放

NAQ 正式问卷 500 份；间隔一周后，发放效标变量

问卷。 前后两次获得匹配数据 262 份，有效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率为 91.6%。 其中男性 64 人，女性 176
人； 被试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为 105 人，26-30 岁的

为 101 人，36 岁以上的为 34 人；58 人工作年限在 3
年以下，70 人工作 年限在 3-5 年之 间，111 人工作

年限超过 6 年，1 人未作报告。
1.2 研究程序

1.2.1 初始问卷的形成 首先，遵照回译程序，对英

文版 NAQ 进行翻译。 由两名职业健康心理学方向

的研究生将其译成中文，经过讨论形成初稿；再请英

语专业研究生将初稿回译成英文；最后，请一名心理

学专业教授及七名职业健康心理学方向研究生逐字

逐句对照原始问卷和回译问卷的项目， 对差别较大

的项目进行修改，以保证中文版问卷和原问卷吻合。
接下来， 为了搜集项目以突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

场所欺负行为的特有表现，向 88 名在职员工发放开

放式问卷： 先向被试呈现工作场所欺 负的确切定

义———工作场所欺负是指在工作场所中， 个体在一

段时间内遭受单个人或一群 人重复性的 消极行为

（如工作压制、排斥、蔑视等），致使受欺负者身心受

到伤害；再请其列举观察或体验到的欺负行为；而后

经过分析、编码、归纳，获得 27 道新题。最终，经过归

纳整理后得到 47 道题目（包含 NAQ 原有 20 题），其

中 23 道是 “与工作相关的欺负”， 如 “有好的机会

（如培训、晋升、加薪等）轮不到你”，“你的工作成果

被他人据为己有”；24 道是“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如

“当众讲一些让你难堪的玩笑”，“集体活动（如吃饭、
K 歌）不邀你参加”。 为保证题目具有较好的内容效

度，由 10 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

讨论和评定，即是否有代表性、是否表述清晰无歧义

以及适用对象是否具有普遍性； 根据反馈意见删除

7 道题目，如“对你的工作成果恶意诋毁”、“当众辱

骂”等。 最后运用 40 题问卷对 2 名企业员工进行试

测，以检查题目表达是否过于敏感，是否容易被理解

等。 通过试测，对问卷做了适当修改，最终得到初始

问卷（两个维度各 20 题）。
1.2.2 预试 为考察初始问卷的质量，2010 年 1 月

底～2 月份采用滚雪球方法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京、天

津、 上海等地在职员工进 行预试， 所得 数据运用

SPSS15.0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

式施测的问卷。
1.2.3 正式施测 2010 年 3～4 月， 通过集体施测，
现场回收的方式进行正式施测。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

差，将所有变量分两次发放，第一次发放 NAQ 正式

问卷；间隔一周，发放效标变量问卷。 为考察问卷的

重测信度，一个月之后抽取 46 名被试进行重测。
1.3 效标测量工具

国外实证研究发现， 工作场所欺负容易造成员

工工作倦怠和离职率的增高 [10，11]。 本研究选用工作

倦怠量表中的情绪衰竭维度以及离职意向作为工作

场所欺负的效标，考察修订后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情绪衰竭： 李超平等修订的中文版 Maslach 工

作倦怠通用量表中的情绪衰竭维度 [12]，共 9 个项目。
离职意向：Wayne 等编制的单维度离职意向问

卷，共 5 个题目[13]。

2 结 果

2.1 频率分析和项目分析

初始问卷让被试根据题目所陈述的内容， 回忆

“过去六个月中， 在工作场所中遭遇到该事件的频

率”，采用五点计分，“1”表示“没有”，5 表示“常常”。
参考 Einarsen 等 1997 年编制 NAQ 时采用的频率分

析方法：如果在某一题项上，多数被试选择“没有”，
说明该项目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工作场所欺负行为 [2]，
鉴于本研究中第 5、6、15 和 16 题选择 “没有”的被

试过多，超过 2/3（164 人），因此予以删除。
之后采用 CR 值法和题总相关两种方法分析考

察题目的区分度，结果显示，所有题目的 CR 值及题

总相关均显著， 但考虑到第 2 题 的题总相 关仅为

0.23，因此予以删除。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数据样本的 KMO=0.91， 大于 0.9；Bartlett 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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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卡方值为 4071.00，df=595，P<0.001， 达到显著

性水平， 说明变量内部存在共享因素的可能性比较

大。 以上结果均说明本数据样本适合做因素分析。
在目前众多确定因子个数的方法中， 平行分析

法被认为是更为客观、严密的一种方法[14]，本研究即

采用此方法。首先采用主轴旋转生成碎石图，接着利

用 R 软件进行平行分析，设定变量个数 35，被试人

数为 246 人，生成随机数据的矩阵，并计算这组随机

数据矩阵的平均特征值。将 35 个平均特征值连成的

曲线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碎石图进行比较，结

果如附图所示： 两条特征值曲线在第三个因子处交

叉， 碎石图落在平均特征值曲线之上的特征值有两

个，因此可以确定本研究适合保留 2 个因子。
采用斜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 指定因子个数

为 2。 删除载荷低于 0.4 及有交叉载荷的题目共 15
道。对剩余的 20 道题目再次进行因子个数为 2 的斜

交旋转，其累积解释变异 51.94%，因子载荷矩阵见

表 1。 第一个因子反映的是与人身相关的排斥、歧视

和攻击行为，命名为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共 11 题；第

二个因子反映的是与工作任务或工作内容相关的刁

难和歧视行为，命名为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包括 9 个

题目。

附图 平行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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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标 * 为 NAQ 原题

2.3 信度检验

2.3.1 内部一致性 信度 采用正 式 施 测 时 获 得 的

240 份匹配问卷来检验 20 题版的 NAQ 信度指标。
总问卷、 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分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0.85 和 0.86。删

除任何一道题目， 总问卷和各个分维度的信度都不

会有较大增加。
2.3.2 重测信度 46 名被试前后间隔一个月进行

重测。总问卷、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

负分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73、0.65 和 0.72。
2.4 效度检验

2.4.1 结构效度 采用 Amos7.0 对 20 题的 NAQ 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χ2/df 的值为 1.92，小于 2，TLI，
IFI 和 CFI 分 别 为 0.89、0.91、0.91，RMSEA 为 0.06。
2.4.2 效标关联效度 从表 2 可以看出，问卷总分、
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均同情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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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及离职意向呈显著正相关（P<0.01）。

表 2 NAQ 的效标关联效度（n=240）

注：*P<0.05，**P<0.01

3 讨 论

本研究修订的负性行为事件问卷包含 20 道题

目，分为与工作相关的欺负（9 题）和与个人相关的

欺负（11 题）两个维度。 总问卷以及各分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 在 0.85-0.91 之间， 重测 信度在 0.65-
0.73 之间，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

分析证实该问卷二因素结构拟合良好； 效标效度分

析表明， 负性行为事件与情绪衰竭和离职意向均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 表明个体遭受的工作场所欺负程

度越高，其情绪衰竭和离职意向的水平也越高。由此

证实，经本研究修订后的 NAQ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

标， 可以在工作场所欺负领域研究和实践中予以使

用。
将本研究修订形成的问卷与原始 NAQ 比照后

可以发现， 中西方工作场所的欺负表现确实各具特

色：9 道“与工作相关的欺负”中，有 4 道 NAQ 原题，
另外 5 道为本研究纳入的新题。 保留的 4 道原题均

与工作自由和权利剥夺相关， 如 “过度监管你的工

作”、“迫使你放弃本该享有的权利”等；而新纳入的

5 道题目中，“无缘无故让你加班， 或快下班的时候

给你安排任务”也属于工作自由剥夺的范畴，另外 4
道题目则涉及工作中的不公平， 包括工作内容的不

公平（如“把其他人都不愿意做的工作给你来做”）和

工作回报的不公平（如“有好的机会轮不到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 与中西方文化不无关

联：首先，西方以个人为本位，功利型文化为其主要

价值取向，其崇尚天赋人权、追求个人利益且不愿意

受限制，因此作为一种本能需求在原 NAQ 中体现对

工作自由与权力的重视并不意外； 而中国是一个权

威取向的国家，人与人交往中时常忽视他人权利，虽

然面对权利与自由的剥夺，人们一般会采取顺从、接

受的态度[15]，但是从主观感受上而言，这仍然如同遭

遇欺负，使其受到了伤害。 其次，中西方对于公平正

义的理解也各持己见。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下，人

们以一种自我导向、短期的眼光看待公平，认为公平

就是每个人通过努力与投入后，得到应得的东西；相

反，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人们习惯从他人导

向与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公平似乎等同于平均，而

不管他的贡献大小 [16]。 当在工作场所中遭遇“不平

均”现象时，国内员工自然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是

一种欺负。
“与个人相关的欺负”维度的 11 题中，包括 6 道

NAQ 原题，5 道新纳入的题目， 所有题目均涉及忽

视、取笑等“丢面子”行为。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原

NAQ 量表中描述的欺负行为比较抽象概括，如“过

度取笑或讽刺你”，而新题目表述则更为具体，如“在

领导面前打小报告，说你的不是”。 由此说明相较于

西方，中国人不仅强调和重视“脸面”，对“丢面子”事

件也更加敏感，只要涉及到“丢面子”的事情，就可能

被归为欺负行为；相较于此，西方社会却鲜有“面子”
一说，“开你玩笑”、“集体活动不邀请你”此类轻微行

为在西方人看来似乎并无恶意，更谈不上欺负，只有

当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威胁到个体权利时，西方员工

才会对此有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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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后， 验证了主动拖延的四维度结构， 分别删除了

OS 维度的 1 个项目、ID 维度删除 1 个项目并且增

加 1 个项目，对其他项目表述也作了必要的修改。从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 修订后的量表模型的

拟合较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从外部效标来看，

主动拖延和被动拖延之间非常微弱的关系， 验证了

二者是拥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 而主动拖延和一

般自我效能之间的显著正相关， 表明了主动拖延是

个体有目的的作出延迟的决定， 是一种自我调节的

有效策略， 从而展现了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任务

的能力。
实证效标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其中期末成绩

和学业满意感都与主动拖延的相关 达到显著性 水

平。 这与 Choi 和 Moran 的结果不一致， 他们使用

GPA 成绩作为实证效度，未发现与主动拖延的显著

性相关。 这很可能是和中美大学考核学生的方式及

考试的类型差异而导致，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此外，从信度指标来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数为 0.84，OS、PP、ID、AD 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

为 0.82、0.79、0.78、0.80，四个维度的信度都比较好。
从修订结果的各项指标看， 本研究的量表修订总体

效果较好。 修订的主动拖延量表(NAPS)信度和效度

指标达到了测量学指标要求，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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