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2 No.5 2014

诚信领导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导学构念，凌文辁

等认为“诚信领导是指一种把领导者的积极心理能

力与高度发展的组织情境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过

程。诚信领导者对自己、对他人都是真诚的，他们自

信、乐观、充满希望、富有韧性，具有高尚的品德并且

是未来导向的；他们对下属的自我意识及自我控制

行为具有正面的影响，并将激励和促进积极的个人

成长和自我发展”[1]。知识分享指把个人所获得的

知识通过各种交流形式和传播途径与组织中其它成

员共同分享的行为过程 [2]。研究者认为，员工之间

的知识分享其实是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他行为，

Walumbwa等证明了诚信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组

织氛围和上级对下属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3] ，因此，

诚信领导对知识分享会存在直接正向影响作用。

Avolio等的研究指出诚信领导影响追随者的个人身

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 [4]，这两种认同会促进员工

的职业认同，职业认同一方面可以降低职业倦怠[5]，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组织公民行为[6]，因此，职业认同

在诚信领导对知识分享的影响中很可能会起到中介

作用。另一方面，Liao等针对我国台湾企业的案例

研究发现，当员工感觉到自己与组织的关系较好时,
会更愿意自愿并无条件地分享自己的知识[7]。Wil⁃
liam等的研究也证实了组织支持对知识分享具有显

著影响，特别是知识分享的经常性与频率 [8]。徐长

江等的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与中小学教师的幸福

感等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关系 [9]，凌文辁等认为积极

情绪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工作绩效，使其乐于付出额

外努力，还能减少撤出行为 [1]。组织支持感是个人

的一种感觉，研究者认为这种“因人而异”的变量更

符合作为调节变量的特点。因此诚信领导通过职业

认同对知识分享的间接效应受到组织支持感的调

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向河南省三个地市的中

小学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21份，有效率

82.3%。男性128人，女性193人。初级职称1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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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职称的有124人，高级职称53人。大专及以下

学历的113人，本科学历的188人，硕士及以上学历

的 20人。初中教师 161人，高中教师 95人，小学教

师65人。农村教师123人，城镇教师111人，市区教

师87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诚信领导量表 采用谢衡晓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编制的诚信领导量表，该量表包含 23个项目，

由下属导向、循规蹈矩、领导特质、诚实不欺、正直无

私等 5个维度构成。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1.2.2 知识分享量表 采用台湾学者阮薇涵修订

的知识分享行为量表，该量表只有一个维度，包含5
个项目。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0。
1.2.3 职业认同量表 采用由Tyler和McCallum编

制，经过台湾蔡常娟修订的中文版职业认同量表，该

量表只有一个维度，包含 10个项目。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
1.2.4 组织支持感量表 采用 Farh，Hackett 和 Li⁃
ang研究中所使用的中文版组织支持感量表。原量

表含 8 个项目, Farh 等人的研究显示其中的一个反

向计分题与其他 7 个项目不相关。因此，本研究最

终采用其中的7个项目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 量

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 。

以上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从“1=非常

不符合”依次到“5=非常符合”。

1.3 统计工具

采用 SPSS19.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统计

方法为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总结了诚信领导各维度及职业认同、知识

分享和组织支持感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他们的相关

系数，结果显示诚信领导的5维度和职业认同、知识

分享和组织支持感都显著正相关。

2.2 职业认同对诚信领导和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

从表 2可知，知识分享对诚信领导的回归系数

显著（β=0.499，P<0.001)，职业认同对诚信领导的回

归系数显著（β=0.517，P<0.001) ，把诚信领导和职业

认同纳入回归方程式时，知识分享对职业认同的回

归系数显著（β=0.270，P<0.001)，尽管知识分享对诚

信领导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β=0.360，P<0.001)，但
回归系数已经从 0.499下降为 0.360，由此推断职业

认同在诚信领导和知识分享之间是部分中介作用。

表1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321)
变量

1下属导向

2循规蹈矩

3领导特质

4诚实不欺

5正直无私

6职业认同

7知识分享

8组织支持感

M
17.380
18.308
18.000
14.374
13.975
34.375
18.449
23.480

SD
3.790
3.527
3.656
3.076
3.418
8.419
3.527
6.197

1
1

0.752**
0.723**
0.719**
0.756**
0.475**
0.425**
0.560**

2

1
0.765**
0.735**
0.765**
0.411**
0.456**
0.535**

3

1
0.759**
0.740**
0.446**
0.447**
0.585**

4

1
0.780**
0.453**
0.473**
0.527**

5

1
0.529**
0.468**
0.699**

6

1
0.456**
0.620**

7

1
0.509**

8

1
注：**表示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 职业认同对诚信领导和知识分享的中介作用

2.3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参考温忠麟、侯杰泰、张雷的研究，检验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时先要检验中介效应，然后检验调节效

应，首先将四个变量做中心化处理，然后按照“四步

程序”进行检验 [10]。

表 3所示，方程一、二的回归结果表明：诚信领

导与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分享和职业认同有正向预测

作用，诚信领导的回归系数显著；方程三，职业认同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β=0.185，P<0.01）说明职业认

同在诚信领导和知识分享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方程

四表明，职业认同和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非常显著（β=0.164，P<0.001），说明组织支持感在

职业认同和知识分享间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参考杜建政等、范方等的研究方法[11，12]，根据回

变量

自变量

诚信领导

中介变量

职业认同

F
Adjusted R2

知识分享
（因变量）

第一步

0.499***

105.95***
0.247***

职业认同
（中介变量）

第二步

0.517***

116.11***
0.265***

知识分享
（因变量）

第三步

0.360***

0.270***
68.89***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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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分别取组织支持感和教师职业认同均数正负

一个标准差的值进行简单效应图分析，从附图可知，

在低组织支持感条件下，职业认同对知识分享行为

的 影 响 不 显 著（Simple slope=1.095，t=1.914，P=
0.062>0.05），而高组织支持感条件下，职业认同对

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显著（Simple slope=2.160，t=
2.454，P=0.019<0.05）。

表3 诚信领导、职业认同、组织

支持感与知识分享间的回归分析（β）

附图 组织支持感在职业认同和知识分享之间的调节作用图

3 讨 论

在本研究中，诚信领导、职业认同、组织支持感、

知识分享行为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由于诚信领

导具有实事求是、言出必行、言行一致、秉公行事的

品质或行为，其可以积极地和持续地影响下属，并使

下属产生高度的信任感。根据社会交换论，当员工

与上司形成了信任关系，员工更可能在情感上依附

于上司 [13]，这种情感上的依附，不仅会促进员工的职

业认同和组织支持感，而且会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的产生。研究表明，员工对上司的信任，会使员工

产生组织公民行为之帮助行为或利他行为，这种帮

助行为或利他行为有利于员工进行知识分享[14]。

本研究表明，职业认同在诚信领导与知识分享

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Shamir认为诚信领导者的

特点为：不伪装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不是为了地位、

荣誉和个人回报，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或使命[15]。诚

信领导的优秀品质或诚信行为，会通过榜样效应，逐

渐影响并改变下属的态度或行为，使下属对自己的

角色也会产生认同，即职业认同。推论到学校中，如

果校长能够进行诚信领导，自然也会促进教师们的

职业认同。当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强烈的

认同时，会克服他们对工作条件的不满，做出有利于

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行为，如知识分享行为、利他行

为等 [16]。

本研究还发现，组织支持感在职业认同与知识

分享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Geoge和Brief认为组织

支持感有助于角色外行为的出现，包括帮助组织规

避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获得有益于组织的知识和

技能、表现出利组织行为等[17]。组织支持感之所以

在职业认同与知识分享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可

能是因为当教师感知到来自学校的支持时，基于互

惠原则，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回报学校所给予自

己的利益和机会，报答学校的行为方式就是做出对

学校有利的组织公民行为和提高工作绩效，知识分

享行为便是报答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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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焦虑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因此建立模型时不加

入该变量。运行计算后发现初始模型拟合尚可，但

仍需进一步修正。查看修正指数，提示残差 e1和 e6
之间的M.I.值最大，为10.046，表明增加这一相关路

径后卡方值会有比较大的下降。从理论上分析，对

对方的实力的担心很可能也会加剧社会评价焦虑，

它们的残差之间则可能存在相关。因此，增加残差

e1和 e6之间的相关路径得到修正模型（附图），其拟

合指数也有了较大的改善（表3），模型适配良好。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低运动等级的运动员运动训练效

能感高于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其原因可能是高等

级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训练成绩本身已达到一个比

较高的水平，在此阶段可能更易出现训练的高原期

现象，在高原期内运动员即使努力，成绩上升也不明

显，甚至出现略下降的情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高等

级运动员产生习得无助的心理效应，进而对自身能

力产生怀疑和否定 [8]，产生较低的运动自我效能

感。在重竞技运动员的群体中，高运动等级的获得

往往是通过比赛获胜取得的。因此低运动等级运动

员更加期待取得胜利，也就更易担心失败；高运动等

级的运动员由于参加的赛事较多，临场经验也相对

丰富，因此对于赛前的准备相对要显得更有信心。

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由于其运动水平相对较高，更

多受到来自社会的良好评价，因此不需太多担心别

人的评价，而低运动等级的运动员则刚好相反，所以

具有较高的社会评价焦虑。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运动自我效能感除了可

以直接对认知特质焦虑产生影响效应外，还可以通

过应对方式对认知对特质焦虑产生作用。这一结果

表明，虽然运动员的运动自我效能感会直接影响认

知特质焦虑水平，但运动员通过选择不同的应对方

式可以起到调节作用，也即是说，运动员的认知特质

焦虑水平的降低，既可以通过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自

我效能感，也可以让运动员掌握合适的应对技巧来

进行相应调节。运动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

应对不同压力情境的一种信心体验，而这种体验可

以通过促使运动员采取某种应对方式来减轻压力和

紧张情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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