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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越轨创新对主管阻抑的影响
——地位威胁感和权威主义取向的作用*
陈伍洋

叶茂林 *

陈宇帅

彭 坚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 广州 , 510632）
摘 要 主管阻抑作为一种相对隐蔽的负性领导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削弱下属的绩效表现。有鉴于此，探索主管阻抑的发生机制，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主管阻抑。本研究基于 125 份两时间点的上下级配对数据，探讨了下属越轨创新对主管阻抑的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下属越轨创新会诱发主管阻抑，主管的地位威胁感在此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主管权威主义取向对下属越轨
创新与地位威胁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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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几年，负性领导行为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极

大关注。
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辱虐管理
（abusive
supervision）等一系列外显的、激进的负性领导行为
（Tepper, 2007），相对忽略了组织中隐蔽的、含蓄
的负性领导行为。正因如此，主管阻抑（supervisor
undermining）这个主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探索。主
管阻抑是指主管在工作场所蓄意地妨碍下属建立和
维持积极人际关系，阻碍下属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和
良 好 名 誉（Duffy, Ganster, & Pagon, 2002）。 该 行
为具有两种典型特征：一种是直接对下属表现出轻
蔑的态度，另一种则表现为隐藏信息和减少援助等
间接方式。目前，主管阻抑被证实会降低下属创新
行 为（innovation-related behavior）（Ng & Feldman,
2013），增加下属的离职意向（turnover intention）
（Greenbaum, Mawritz, & Piccolo, 2015）。为更好地
预测并预防主管阻抑的发生，有必要从前因视角探
索主管阻抑的形成机理。
目 前， 学 者 们 陆 续 从 道 德 推 脱（moral
disengagement）（Duffy, Scott, Shaw, Tepper, &
Aquino, 2012）和底线思维（bottom-line mentality）
（Greenbaum, Mawritz, & Eissa, 2012） 等 视 角 揭

* 通讯作者：叶茂林。E-mail: maolinye@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70325

示了主管阻抑的发生机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
要聚焦在阻抑实施者——主管的个人特征，忽视了
主管阻抑的对象——下属及其行为特征。主管阻抑
本质上是上下级共同构建的一种消极互动模式，在
此过程中，下属行为同样会对诱发主管做出阻抑行
为起到重要作用。例如，Tedeschi 和 Felson（1994）
认为，下属的越轨、抗令和不服从行为颠覆了大众
对理想部属的传统认知（如下属应忠于领导、服从
安排），这很可能会对主管造成实质性或象征性的
伤害，从而引发主管的打压行为。新近研究也发现，
高绩效、高创造力的下属同样会遭受到主管的打压
（Khan, Moss, Quratulain, & Hameed, in press）。 整 合
上述理论和实证观点，本文将探讨：越轨创新（creative
deviance）作为越轨（抗令）和创新两个成分的结合，
会否引发主管阻抑？倘若能，那其中的机理与边界
条件又是什么？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建构了一
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即对高权威主义取
向的主管而言，下属越轨创新会威胁主管地位进而
诱发主管阻抑。

２
２.１

理论与假设
越轨创新与主管阻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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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理论模型

H1 下属越轨创新和主管阻抑呈正相关。

越轨创新是指当下属提出的创意遭到主管否定
后，该下属违背主管命令，继续完善或执行该创意
（Mainemelis, 2010）。越轨创新包含“创新”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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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管地位威胁感的中介作用
与下属相比，主管在组织中地位更高，权力更大。

轨（抗令）”两个元素。其中，创新元素表现为下

由于地位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主管

属通过加工新想法而使事物得到发展的创造性过程。

会倾向于维持甚至提升其在组织中的现有地位。然

虽然越轨创新未必一定能产生新颖产品，但其出发

而，下属的越轨创新行为不仅是对旧程序、旧秩序

点是为了改进新想法，因此可被认为是一种出于好

的质疑和挑战，还易被视为是对主管领导能力的挑

意的行为。越轨（抗令）元素表现为违背社会环境

衅（Burris, 2012），进而使主管感到地位受到威胁

的规范期望，如正式或非正式形式的规则和政策。

（perceived threat to hierarchy）。此外，若被否决的

在大多数组织中，遵从上级命令是一项基本的规范

创意最终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主管判断的失误，必

期望，下属的抗令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主管人际影响

将影响到高层领导对主管能力的评价，甚至会提升

策略失败的标志（Brower & Abolafia, 1995）。面对

下属得到高层领导认可、升职的可能性（Khan et al.,

抗令或不服从的下属，主管常常采用一些方式来

in press）。这些结果均会冲击原有的上下级关系，

进行惩罚，以迫使其顺从（Lian, Ferris, Morrison, &

对主管原有地位造成巨大冲击。现有研究也证实，

Brown, 2014）。

以下犯上行为会使高地位的个体感受到强烈的威胁

侵犯的理性决策理论（Becker, 1968）认为，侵

感（Davis & Stephan, 2011）。

犯者在实施伤害性行为之前，会评估与之相关的风

在感到威胁的情况下，主管可通过阻抑等惩罚

险，
以选择既实现预定目标又降低潜在危险的行为。

行为来实现其战略意图。例如，Swann 和 Pelham

工作情境中侵犯行为所伴随的风险主要分为：工作

（2002）发现，当个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可能会

相关的风险（如上级批评、解雇等）、社会与心理

打压破坏者来维护自身权威身份和高地位形象。据

相关的风险（如被贴上负面标签、丧失威望名声乃

此，本文推断，主管的地位威胁感会推动其实施阻

至遭到报复）（Baron & Neuman, 1998）。

抑行为。具体原因有：第一，主管阻抑会打击下属

在创新活动中，一旦下属违抗命令，主管多会

的自信（Duffy et al., 2002），使得下属减少自身的

以批评、惩罚等方式予以回应，并比较各侵犯方式

主见，听从领导的安排；第二，主管的阻抑行为会

的风险选取风险最低的方案。以辱虐等方式公然惩

增加越轨创新的下属的离职意向，进而减少对主管

罚下属的创新行为，
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和心理风险，

地位造成威胁的来源。综上，下属越轨创新会加剧

如被视为不容贤能，并会在同事心目中留下难以合

主管的地位威胁感，而主管为降低其地位威胁感，

作、霸道强势等负面形象，这些均不利于未来工作

会对越轨创新的下属实施阻抑。

中激发下属创新，寻求同事配合。与之相比，阻抑

H2 主管的地位威胁感在下属越轨创新和主管阻

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渐进性的特点，虽然不会明确表

抑之间起中介作用。

达对下属的不满，但是可以通过隐藏必要信息等方

２.３ 主管权威主义取向的调节作用

式对下属的越轨创新进行回击。这些行为方式不易

Markus 和 Kitayama（1991） 认 为， 不 同 文 化

引起其他下属和同事注意，与之伴随的社会与心理

价值取向的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于他人与

风险也更低。因此，本文预测，面对下属的越轨创

其的相处方式会有不同的期待。Aquino 和 Douglas

新行为，主管更可能采取阻抑这种相对含蓄的侵犯

（2003）同样认为，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体对挑战事

行为予以回应。

件（如越轨创新）会形成不同看法。基于以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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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预期，下属越轨创新引发主管地位威胁感的程

了主管和下属的人口学信息，
下属评价的越轨创新、

度可能因主管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在中国，

主管阻抑，主管评价的权威主义取向、地位威胁感。

在父权主义传统观念的熏陶下，主管往往具有“希

最后共获得有效配对数据 171 份；时间点 2 邀请完

望得到他人尊重、崇拜”的心理倾向，以及“以权

成时间点 1 调查的下属评价主管阻抑，主管评价地

威形象示人”的行为倾向（李锐 , 田晓明 , 2014）。

位威胁感，最后共获得 125 对有效问卷。下属样本中：

因此，关于主管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本文将重点

男性 49 名，平均年龄为 26.08 岁（SD = 3.12），研

聚焦在主管的权威主义取向（Authoritarianism）——

究生以上学历 53 人，与领导共事时间平均为 1.48 年。

主管希望他人屈从于自己权威的倾向（李锐 , 田晓明 ,

主管样本中：男性 62 名，平均年龄为 31.21 岁（SD

2014）。

= 5.91 岁），研究生以上学历 58 人，担任领导职务

高权威主义取向的主管认为下属应当遵从领导
权威，服从领导指令（吴宗佑 , 周丽芳 , 郑伯埙 ,

的平均年限为 3.41 年。
３.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从“1”

2008），然而，下属的越轨创新恰恰与主管的高权
威主义导向相违背，这会给主管的认知取向造成较

到“7”分别表示符合程度由低到高。
越轨创新：采用 Lin（2013）开发的 8 个项目的

大冲击（彭坚，王霄 , 2016），尤其会将越轨创新
的下属视为对权威地位的一种挑衅来源，滋生地位

量表。本研究中 Cronbach α = .927。

威胁感。此外，若最终产生良好结果，表示主管

主 管 阻 抑： 采 用 Duffy, Shaw, Scott 和 Tepper

原有决策出现错误，会损害主管权威形象，这对于

（2006）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共 7 个项目，例题如

高权威主义取向的主管而言，是一种优越感的冲

“主管会使我在工作中感到不自在”。本研究中

击。为保证自己至高地位，维护自身绝对权威，

Cronbach α = .864。
地位威胁感：采用 Khan 等（in press）编制的量表，

主管更倾向于通过一系列打压手段（Khan et al., in
press），如阻抑下属，来遏制下属的越轨创新。低

共 3 个项目，例题如“我感觉这位下属会威胁到我

权威主义取向的主管认为大家地位相对平等，因此

的现有地位”。本研究中 Cronbach α = .916。

更可能将下属的越轨创新行为视为一种坚持自己理

权威主义取向：采用王庆娟和张金成（2012）

念的行为，而非将其视为对权威的挑衅。因此，在

编制的工作场所儒家传统价值观量表中的遵从权威

低权威主义取向的主管眼中，下属的越轨创新给其

取向分量表。共 4 个项目，例题如“领导好比一家

带来的地位威胁感较弱。综上，本文认为，主管的

之长，单位的大事应主要听从他 / 她的安排”。本

高权威主义取向会加剧下属越轨创新所带来的地位

研究中 Cronbach α = .823。
控制变量：依据 Duffy 等（2012）的建议，本

威胁感，从而激发主管的阻抑行为。
H3 主管权威主义取向在下属越轨创新与主管的
地位威胁感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比
较低权威主义取向的主管，下属越轨创新更易诱发
高权威主义主管的地位威胁感。
H4 主管权威主义取向正向调节下属越轨创新与

研究将主管和下属的人口学信息、
上下级共事时长、
时间点 1 的主管阻抑和地位威胁感作为控制变量。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相关分析结果

主管阻抑之间经由主管地位威胁感的间接效应。具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体而言，当主管具有高权威主义取向时，下属越轨

越轨创新与对主管感知到的地位威胁感（r = . 291, p

创新会诱发更高的主管地位威胁感，进而激发更多

< .001）和主管阻抑（ r = .352, p < .001）均呈显著正

的主管阻抑。

相关，主管感知到的地位威胁感与主管阻抑呈显著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对象与程序

正相关（r = .376, p < .001）
４.２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越轨创新、地位威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招募了互联网、房地

感、权威主义取向和主管阻抑的区分效度。结果如

产、金融三个行业的主管和下属。为了避免同源变

表 2 所示，与其他几个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的拟

异，采取两个时间点搜集数据。时间点 1 主要搜集

合度最佳，RMSEA 低于 .08，CFI、NNFI 都高于 .90，

陈伍洋等 ： 下属越轨创新对主管阻抑的影响——地位威胁感和权威主义取向的作用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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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 N =125. *p < .05; * *p < .01; * * * p < .001.
表２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注：N =125, CD 代表越轨创新，HT 代表地位威胁感，SU 代表主管阻抑，AO 代表权威主义取向。

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小于 2。这说明上述变量具有

33.15%，未达到总变异解释量 (73.24%) 的一半。由

良好的区分效度，表示四个不同的构念。

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并不会造成严重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施测过程中
进行了控制，即从领导与下属两个来源收集数据，

影响。
４.３ 假设检验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同源变异的影响。另外，本研究

采用层级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还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同源方差情况进行检验

3 所示。模型 3 显示，下属越轨创新对主管阻抑具

（周浩 , 龙立荣 , 2014），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337, p < .001），因此，

示，未经旋转析出的第一个因素所解释的变异为

假设 H1 得到支持。模型 1 显示，下属越轨创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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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地位威胁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266,

新对主管组织的正向效应依然显著（β = .274 , p <

p < .01）；模型 4 显示，主管的地位威胁感也会正向
预测主管阻抑（β =.239, p < .05），此时，越轨创

.01），因此地位威胁感部分中介了越轨创新与主管

表３

阻抑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 =.064，偏差矫正 CI95%

层级回归结果

注：N =125. 表中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 p < .05; * *p < .01; * * * p < .001.

= .011, .197），假设 H2 得到支持。
模型 2 显示，越轨创新与权威主义取向的交互
项正向影响地位威胁感（β = .229, p < .01）。图 2
为越轨创新与权威主义取向影响主管地位威胁感的
交互效应图。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主观的权威主
义取向较高时，下属的越轨创新行为会引发主管的
地位威胁感（β = .556, p < .001），这种正向关系在
领导的权威主义取向较低时会得到弱化（β = .006 ,

ns ）。
图２

权威主义取向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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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Edwards 和 Lamber （2007）的差异分组法
进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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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虐这种公然侵犯的方式进行回应，也会选择隐蔽
式的侵犯方式。

主义取向下，下属越轨创新通过主管的地位威胁感

第四，本研究还发现主管的高权威主义取向会

激发主管阻抑的间接效应显著（β =.132, p <.01），

加剧下属越轨创新所引发的地位威胁感。Markus 和

在低权威主义取向下，该间接效应不显著（β =.001,

Kitayama（1991）认为，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个体，

ns ）。间接效应在权威主义导向高低两组存在显著
差异（△ β =.131, p <.01），即支持了假设 H4.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于他人与其的相处方式会有

５ 讨论

不同的期待，
这种期待进而会影响个体的回应方式。
本研究结果与该理论观点相一致，即高权威主义取
向的主管期待上下级应当界限分明，由于下属违抗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下属的越轨创

命令与主管原有期待不符，会引发其威胁感，最终

新正向影响主管阻抑；（2）主管的地位威胁感在下

诱发主管阻抑行为的出现。因此，本研究为此理论

属越轨创新与主管阻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主

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吴宗佑等人（2008）

管的权威主义取向对下属越轨创新与主管地位威胁

发现，当主管的权威主义取向高时，下属的顺从行

感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当主管权威主

为能够缓解主管严厉对待程度（威权领导）。本文

义取向较强时，下属越轨创新与主管地位威胁感的

从反面支持了此观点，
即当主管权威主义取向高时，

关系越强。

下属不顺从行为
（越轨创新）
会加剧主管严厉对待
（主

５.１ 结果分析与理论意义

管阻抑）。

第一，负性领导行为是目前组织管理领域的一

５.２

实践意义

个热点议题，西方学者近年来针对该议题，尤其是

除却上文提及的理论意义，本文在实践方面同

公然外显的负性领导行为，
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探讨，

样对员工和企业存在一些启示。首先，考虑到越轨

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主管阻抑作为一种相

创新很可能引发主管阻抑，因此，下属在创新活动

对隐蔽的负性领导行为，虽然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的

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自身言行。特别是与主管意见不

探讨，国内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综述性介绍，但实证

一致时，切勿一意孤行，需灵活转换思维，力争以

研究仍较稀缺。本文从实证方法着手，丰富了国内

领导欣然悦纳的方式表达，例如：私下向领导传达

此领域的研究。

与其不一致的观点，避免当众质疑领导决策，令领

第二，回顾主管阻抑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前因

导难堪。此外，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在国内如

研究十分匮乏。因此，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加强

火如荼的开展，扁平化等去层级化管理风格正在企

对其前因机制的探讨（Duffy et al., 2006）。为响应

业里普及，面对愈发自由平等的职场环境，组织应

此号召，一些学者陆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

及时开展培训与教育，更新员工头脑中论资排辈、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在阻抑实施者（主管）的特性对

官高半级压死人等旧思维，让管理者勇于接受员工

阻抑行为的影响，对于下属的特性在诱发主管阻抑

的挑战和质疑，对员工创新性想法给予鼓励。这不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知之甚少。本文从下属行为视

仅有利于企业及时顺利的转型，也有利于我国企业

角切入，将越轨创新引入主管阻抑研究中，丰富了

迅捷的产生创造性产品。

主管阻抑的诱发机制。另外，研究结果显示，越轨

５.３ 不足与展望

创新会导致主管阻抑，这与 Tedeschi 和 Felson（1994）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首先，本

的观点，即“下属的抗令行为会引发主管的惩罚”

研究只考虑了主管权威主义取向这一个调节因素，

相一致。

其他方面的特质是否有所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

第三，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地位威胁感的前因

大小还不得而知。例如，高权力距离导向的主管，

与后果。Khan 等人（in press）的研究结果显示，高

非常强调下级对上级的遵从、认可。因此，它可能

绩效的下属会引发主管的地位威胁感。本研究的结

也会强化下属越轨创新与主管的地位威胁感之间的

论与上述观点类似，
但对其有进一步扩展。
具体而言，

关系。不过，限于研究设计的局限，本文未对此进

除绩效因素外，下属的越轨创新同样会诱发主管的

行探讨，未来可以致力于这些变量对两者关系的研

地位威胁感。为了降低这种威胁感，主管除了采用

究。其次，权威主义取向是极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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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变量，
在高权力距离的华人文化下具有显著作用。
但此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下，有待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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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Subordinate Creative Deviance Evoke Supervisor
Undermining?The Roles of Perceived Threat to Hierarchy
and Authoritarianism
Chen Wuyang, Ye Maolin, Chen Yushuai, Peng J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overt, radical actions such as abusive supervision; yet covert,

incremental actions, such as supervisor undermining, received far less research attention. Supervisor undermining refers to the behavior intended to
hinder, over time, a subordinate’s ability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ork-related success, and favorable reputation.
It can take a range of forms and may vary in the manner in which it damages a relationship or a reputation. For example, undermining may take the
form of direct actions, such as intentionally spreading of rumors about a person, rejecting someone absolutely, or scorning someone's ideas. In addition,
undermining may also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withholding, such as withholding some information or failing to defend someone. Empirical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supervisor undermining may hav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employees. Therefore, many scholars called for
developing richer antecedent models of supervisor undermining.
To date,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nvy, relationship conflict,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bottom-line mentality can evoke supervisor undermining;
few consider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ubordinates’ behaviors in shaping supervisor undermin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ubordinates’ creative deviance on supervisor undermining, and its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hierarchy threa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horitarianism.
A field study was adopted to test our hypotheses. Based on a sample of 125 dyads of subordinates and their supervisors in China, we got four
conclusions by using a serie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1) Subordinates’ creative devia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pervisor undermining; (2) Such
relationships were partially mediated by a supervisor’s perceived hierarchy threat; (3) Supervisors’ authoritarianism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deviance and hierarchy threat, such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as only significant when supervisors’ authoritarianism was high.
Our findings offer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our research extend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antecedents of supervisor
undermining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e deviance and supervisor undermining, addressing the call “to develop richer antecedent
models of mistreatment”. Second, through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hierarchy threat, this study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at transmits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creative deviance to supervisor undermining. Third, we further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uthoritarianism, which reveals uniqu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creative deviance to influence hierarchy threat. This can contribute to our knowledge
about when creative deviance may evoke supervisor undermining. Beyond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highlighted above,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that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can use to deal with supervisor undermining. On the one hand, subordinates are encouraged to
put forward innovative ideas in a way supervisors can readily accept. On the other hand, organizations can renew supervisors’ ideology, eliminate
the notion of being promoted according to status, build the notion of equality of status of supervisors and subordinates to fit today’ radical change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Finally,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reative deviance, supervisor undermining, perceived threat to hierarchy, authoritarianism ori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