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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验证组织政治氛围对员工疏离感的作用，探讨自我决定动机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一般政治行为知觉量表、工作
内外动机量表和工作疏离感量表对 226 名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组织政治氛围对员工疏离感的个人疏离和
社会疏离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决定动机在组织政治氛围与员工的个人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但在组织政治氛围
与员工的社会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员工的个人疏离感一部分来自于组织政治氛围对员自我决定动机的削弱，
而社会疏离感主要来自于组织政治氛围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 工作疏离感 组织政治知觉

自我决定动机

１ 引言

Greene, 1981; Podsakoff, Williams, & Todor, 1986）。

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认为互动性的组织因素较

化动向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当前我国各类组织中

之于体制性因素对员工疏离感的预测作用更佳，如

员工工作疏离感的不断增加则是这一特征在工作

研究揭示领导行为对员工疏离感有更高的解释力

世界的具体表现（龙立荣 , 毛盼盼 , 张勇 , 黄小冰 ,

（Kanungo, 1992; DiPietro & Pizam, 2008）。对员工

2014）。工作疏离是西方组织科学的一个重要论

疏离感形成的中介机制，已有研究主要从角色冲

题，大量研究表明员工疏离感能够有效的预测诸多

突、组织认同、组织支持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消极的员工行为及组织结果（Chiaburu, Thundiyil, &

（龙立荣 , 毛盼盼 , 张勇 , 黄小冰 , 2014; Michaels,

Wang, 2014）。因此，非常有必要吸收西方的研究

Dubinsky, Kotabe, & Un Lim, 1996; Organ & Greene,

成果，对我国组织日益凸显的工作疏离问题特别是

1981）。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组织心理机制的揭示，

员工疏离感的形成机制进行本土化研究。

缺乏员工个体心理中介机制的探讨。综上，有关员

工作疏离感（work alienation）也称员工疏离感

工疏离感的研究需在清晰的界定其概念内涵的基础

（employee alienation），是指员工与工作世界分疏

上，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挖掘影响员工疏离感的

隔离的心理状态。然而对于员工疏离感的具体内涵，

互动性组织因素，并依据相关理论深入分析其内在

迄今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者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的心理中介机制。

多按照自己的理论框架进行界定和测量，这极大的

疏离，最初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也称异化，是

限制了研究成果的积累（周浩 , 龙立荣 , 2011）。

指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分离出对立面的客体，这

现有研究从个人与组织特征等方面对工作疏离感的

个客体逐渐与主体疏远，从而成为外在的、异己的

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黄丽 , 陈维政 ,

力量而反对主体。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Korman,

2012; Banai, Reisel, & Probst, 2004; Hirschfeld, Feild, &

Wittig-Berman 和 Lang（1981） 遵 循 这 一 观 点， 对

Bedeian, 2000）。其中，受韦伯官僚科层制思想的

员工疏离感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

影响，一些体制因素如正规化（Formalization）等

Korman 等假设个体存在一个与工作有关的内在自

曾被认为是员工疏离感产生的重要原因（Organ &

我；工作对人的“异化”即是工作世界对个体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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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背离，表现为个体与工作世界分疏隔离的主

用（Ryan & Deci, 2000）。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员

观心理体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Korman 等将员

工的工作行为缺乏动机或工作动力带有更多的受控

工疏离感分为个人疏离感（personal alienation）和社

成分，意味着个体内在的自主意志受到压抑，这不

会疏离感（social alienation）两个要素。个人疏离感

仅会使个体对工作活动产生厌离即个人疏离感，也

反映了工作行为不能反映个体真实自我（real self）

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消极互动即社会疏离感。

而与工作分隔对立的心理状态；社会疏离感反映了

Senécal, Vallerand 和 Guay（2001）的研究表明，工

社会关系不能反映真实社会（real society）而与他人

作和家庭中低水平的自我决定动机诱发家庭疏远。

疏远、孤独的心理状态。这一构念内容清晰、结构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控制性、压力性的信息和因素是

简洁，其测量也被后续研究证明具有较好的跨文稳

自我决定动机减弱的主要原因（张剑 , 张建兵 , 李

定性（Banai & Reisel，2007）。本研究认为，可将

跃 , Deci, 2010）。作为一种消极的组织因素，组织

其作为我国员工疏离感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政治氛围会使员工感到控制和压力（秦晓蕾 , 杨东涛 ,

在组织科学的研究中，政治行为是一种普遍存

2010），进而降低个体工作动机的自我决定水平。

在于各类组织的互动性因素，它是行为主体不顾组

因此，自我决定动机可能是组织政治氛围影响员工

织和他人利益或无视公平与公共规则为增加自身利

疏离感的一个重要路径。本研究假设，自我决定动

益而采取的行为（Drory & Romm, 1990）。研究者

机在组织政治氛围与员工疏离感包括个人疏离感和

通常采用员工知觉的政治行为状况来反映组织的政

社会疏离感间起中介作用。

治氛围（吴湘繁 , 关浩光 , 马洁 , 2015）。研究表明，

综上，本研究以工作动机的自我决定水平为中

组织政治氛围对员工诸多的组织行为皆有显著的消

介变量，结合我国的本土化背景，深入分析员工感

极作用，如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增加员工的职业

知的组织政治氛围对工作疏离感的影响作用和机制。

倦 怠 等（De Clercq, & Belausteguigoitia, 2017; Kaya,
Aydin, & Ongun, 2016; Lau, Tong, Lien, Hsu, & Chong,
2017; Liang & Wang, 2016）。受市场经济以及我国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高权力距离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员工对

选取上海地区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核

组织政治行为的知觉往往更为敏感。我国学者对高

工程研究设计院等 8 家企事业单位的中国员工作为

校教师的研究发现，组织政治知觉对工作疏离感的

调查对象。研究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79 份，

影响效应最为突出（于海琴 , 敬鹏飞 , 王宗怡 , 方雨

其中有效问卷 226 份，有效率 81.0%。其中性别方面，

果 , 2016）。政治氛围浓厚的组织，充斥着权力和

男性 108 人占 47.8%，女性 118 人占 52.2%；受教育

利益的争夺，资源的配置和决策也不再遵循公平或

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下 50 人占 22.1%，本科 132 人

基于业务能力等准则（Kiewitz, Hochwarter, Ferris, &

占 58.4%，硕士及以上 44 人占 19.5%。

Castro, 2002）。这样的工作世界通常与员工内在的

２.２ 质量控制

自我概念不符。政治行为的内涵以及政治知觉对员

问卷采用的国外量表，经两名高校外语专业教

工的种种消极影响，预示组织政治氛围可能是影响

师背译后由一名心理学博士和一名管理学博士进

员工疏离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假设，组织

行整理而成。委托被调查单位相关部门人员发放并

政治氛围正向预测员工的工作疏离感包括个人疏离

在一周内邮寄回收。问卷无记名填写，并承诺只

感和社会疏离感。

用于科学研究，问卷条目混编，避免被试固化反

自我决定理论，从动机自我决定的角度阐释

应。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的

了个体心理发展和人格整合的路径（Deci & Ryan,

影响，结果共析出 6 个因子，最大因子解释量为

2000; Ryan & Deci, 2000），这为工作疏离感的研究

11.688%，说明没有一个单一因素析出或占据大部分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自我决定理论认为，

解释变量，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不大。

个体是一个从相对积极的、整合的自我到一个高度

２.３ 研究工具

分散的、有时是被动的、疏离的自我发展序列；动

２.３.１ 一般政治行为知觉量表

机的自我决定水平决定着这一发展的方向和状况，

在马超、凌文辁和方俐洛（2006）开发的中国

而环境因素则对自我决定动机起着支持或阻碍性作

版组织政治知觉量表的基础上，参照秦晓蕾和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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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2010）的研究，采用其中“一般政治行为知觉”

= .071）。

因子来测量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采用的量表

２.３.３ 工作疏离感量表
采用 Banai 和 Reisel（2007）在 Korman 等（1981）

共 9 个条目，利科特 6 点计分。本研究中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α ）为 .951，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
2

析结果显示指标拟合良好（χ = 77.691，df = 27，
2

χ / df = 2.877，p < .001；RMR = .057，GFI = .929，
CFI = .973，RMSEA = .075）。
２.３.２ 工作动机量表
采用 Tremblay, Blanchard, Taylor, Pelletier 和 Villeneuve
（2009）编制的 18 个条目的 WEIMS（Work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Scale）量表。量表包括6个分量表，
各 3 个条目，分别测量无动机、外部调节、内摄调节、
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利科特 7 点评分。
工作自我决定水平 =（-3× 无动机）+（-2× 外部调
节）+（-1× 内摄调节）+（+1× 认同调节）+（+2×
整合调节）+（+3× 内部动机）。研究中采用验证
性因素分析对量表结构进行验证，每个因子各删除
一个负荷小于 0.5 的条目。最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
果表明，修订后 12 条目 6 因子量表拟合指标达到基
本要求（χ 2 = 56.683，df = 19，χ 2 / df = 2.981，p <
.001；RMR = .037，GFI = .945，CFI = .967，RMSEA

399

的疏离感量表的基础上修订的 8 条目的员工疏离感
量表。
量表分为个人疏离感和社会疏离感两个维度，
利科特 5 点计分，在 6 个国家进行跨文化研究，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α ）为 0.898。两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拟合指标基本达到要求（χ 2 = 56.638，df = 19，χ 2
/ df = 2.981，p < .001; RMR = .037，GFI = .946，CFI
= .967，RMSEA = .080）。
２.４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0 和 Amos 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采
用相关性分析、SEM 中的路径分析考察变量间的关
系。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统计组织政治氛围、自我决定动机、个人疏离
感、
社会疏离感和疏离感总均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 １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 代表 p < .05, **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01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
分析两两间的简单相关关系，

分析，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见

结果见表 1。

图 1。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 2= 274.165，df = 130，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疏离感、社会疏离
感 和 工 作 疏 离 感 总 均 分 两 两 间 均 显 著 相 关（p <

χ 2/df = 2.109，p < .001; NFI = .919，RFI = .905，IFI
= .956，TLI = .948，CFI = .955，RMSEA = .070）。

.01），组织政治氛围与个人疏离感、社会疏离感及
工作疏离感总均分均显著相关（p < .01），工作的
自我决定动机与个人疏离感、社会疏离感及工作疏
离感总均分均显著相关（p < .01），组织政治氛围
与工作的自我决定动机显著负相关（p < .01）。
３.２ 路径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将个人疏离
感和社会疏离感作为因变量（潜变量形式），组织
政治知觉作为自变量（潜变量形式），自我决定动
机作为中介变量（显变量形式），进行中介效应的

图 １ 路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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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分析结果表明，除自我决定动机到社会疏

更为显著。工作动机一般更多的针对工作活动而非

离感的路径系数小且不显著外（路径系数 -.08，p >

社会关系，低水平的自我决定动机可能会一定程度

.05），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p < .001）。这表明组

上间接的增加个体对社会互动的消极印象，但这并

织政治氛围对员工疏离感的两个维度均有显著的预

不是组织政治氛围影响员工社会疏离感的重要路径。
综上，组织政治行为会引发我国员工产生一种

测作用，而工作动机的自我决定水平在组织政治氛
围与员工个人疏离感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４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对工

作疏离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伪我”的存在即工作疏离感。我国员工对工作活
动的个人疏离体验，部分的来自于组织政治氛围对
自我决定动机的削弱作用。

５

结论

较为一致（陈礼林 , 杨东涛 , 2013; 于海琴 , 敬鹏飞 ,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感知的组织政治氛围是

王宗怡 , 方雨果 , 2016），说明组织政治气候是造成

诱发个体产生工作疏离感的重要原因。其中工作动

员工疏离感的重要因素。充斥政治行为的组织，与

机的自我决定水平在组织政治氛围与员工的个人疏

员工对工作世界的诸多积极假设或期望不符。政治

离感的关系间扮演着部分中介的角色，但在组织政

行为不仅会破坏公平的组织活动也会破坏平等的社
会互动，浓厚组织政治氛围使员工的工作活动和社

治氛围与员工的社会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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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ien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f the west. Employee alienation is emerging rapidly in china’s workplace.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linked employee alienation to bo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g., achievement, work ethic) and structural predictors such
as role stressors, leader dimensions (e.g., supportive leadership), job design (e.g., task variety), and work context (e.g., formalization, centralization).
However, the alienation’s nomological network is still somewhat unclear. In this study, a negative organizational factor--- perceiv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and a new psychological mediation---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is considered to explore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work
alienation in China’s context.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elf-repor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226 employee participants of 8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China by convenient sampling survey using Perceived Gener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Scale, Work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Scale and Work Alienation Scal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variables.
The Work Alienation Scale contains two dimensions: personal alienation and social alie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perceived by Chinese employe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alienation (r = .685, p < .01) and social alienation (r = .628,

p < .01). And i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r = -.322, p < .01). (2)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alienation (r = -.413, p < .01) and social alienation (r = -.278, p < .01). (3)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SEM were
significant from perceiv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to personal alienation (.65, p < .001), social alienation (.65, p < .001) and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33, p < .001). (4)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SEM was significant from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to personal alienation
(-.21, p < .001), while to social alienation it was weak and not significant (-.08, p > .05). SEM showed that the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personal alienation.
The present study not onl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and work alienation, but also fou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which expanded the related areas and enriched the original theory. As a negative
interactive organizational factor, the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i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causing feelings of work alienation. Workplace full
of political behaviors can cause employees’ negative senses of separation or estrangement extending to one’s self-image (personal alien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alienation).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is a psychological mediation mechanism which understands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e’s personal alienation to work activities. That is to say, the employee’s personal alienation experience to work is partly due to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atmosphere on employee’s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of work. But the employee’s social alienation
experience to social relationship is mainly due to the direct effect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atmosphere perceived by employees in the working
world.
Key words work alienati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limate, self-determination mo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