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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与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叶宝娟 **

郑 清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330022）
摘 要 基于授权认知模型、社会认同理论等理论考察了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职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和情
绪智力的调节效应。采用心理授权量表、职业认同量表、情绪智力量表与工作满意度量表对随机抽取的 269 名农村小学校长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1）心理授权、职业认同、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这四个变量均两两正相关；（2）心理授权、职业认同会正
向预测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心理授权会正向预测职业认同；（3）职业认同在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4）
情绪智力调节了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此，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是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
关键词 心理授权 职业认同 情绪智力 工作满意度

１

引言
农村小学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难

点，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主要部分，农村小学教
育水平与质量直接影响农村儿童的发展（滕云，
2010；杨锦兴，2008；Postiglione, 2006），而校长
作为农村小学教育者、领导者和管理者，在农村小
学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Ramsteck, Muslic,
Graf, Maier, & Kuper, 2015），因此，应该重视校长
对农村教育的影响。然而当前农村小学校长薪酬普
遍偏低、晋升机会较少加上教学条件相对落后，其
工作满意度较低（李东娇，2010；刘荣敏，孙小燕，
2014）。而校长对工作的满意度会直接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教学的质量与学校的发展（汪颖，2010；
武雁萍，马雪玉，2010），因此，提高农村小学校
长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分有必要对
其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考察，进而
为提高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促进农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心理授权是指员工对授权所体验到的心理状态
或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能
感、自我决定力和工作影响力四个方面（Spreitzer,

1995；Thomas & Velthouse, 1990）。国内外研究发现，
心理授权有助于促进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积极
行为并获得更多积极体验（郑晓明，刘鑫，2016；
Khany & Tazik, 2016; Wong & Laschinger, 2013），然
而以往研究多以企业员工为被试，较少以教师尤其
是农村小学校长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而小学校长
在农村基础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
研究以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心理授权对工作
满意度的影响。首先，授权的认知模型认为，心理
授权综合了自身对工作环境的主观评估及他人对相
同环境的看法，进而对自身和工作产生评价，心理
授权水平高的个体会对自身从事的工作获得较强的
意义感，表现出更高的自主性等，进而会促进个体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Thomas & Velthouse, 1990）。
此 外，Wong 和 Laschinger（2013） 以 及 Chung 和
Kowalski（2012）的研究均表明，心理授权会正向
预测个体的工作满意度，换言之，心理授权水平越
高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越高的工作满意度。事实上，
国内实证研究也表明，心理授权会促进个体的工作
满意度（沙飞翼，2014；王荣山，小小，2014）。
因此，心理授权可能会促进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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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心理授权会正向预

正向预测作用，换句话说，职业认同水平高的小学

测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

校长能够更好地利用其积极情绪进而表现出对工作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心理授权会影响工作满意度，

更 高 的 满 意 程 度（Rivers et al., 2013; Salovey et al.,

然而心理授权影响工作满意度的过程尚不明确，因

2003），因此，在本研究中，农村小学校长职业认

此，有必要考察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

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情

度影响的中介机制，中介机制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心

绪智力的调节。其次，根据“保护因子 - 保护因子”

理授权“如何”影响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温

模型的观点，一种保护因素（如情绪智力）
（谢静涛，

忠麟，叶宝娟，2014）。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与理论，

2011；Guy & Lee, 2015; Pau & Sabri, 2015）存在时会

本研究认为职业认同是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Blau

增强另一种保护因素（职业认同）的作用（王艳辉，

（1985）认为职业认同是个体对某一职业的积极态

张卫，李董平，李丹黎，张晓丽，2012），具体而言，

度和强烈的投入感，体现为个体维持该职业的愿望

对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校长而言，其职业认同对工

和对职业的喜欢程度。首先，授权的认知模型认为

作满意度的影响会更强，因此，情绪智力会增强职

心理授权会促进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投入感以及积

业认同对农村小学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综上，情绪

极的态度，即心理授权水平越高的个体会拥有越高

智力可能会调节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

的的职业认同（Thomas & Velthouse, 1990）。事实上，

度的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情绪智力调

实证研究也表明，
心理授权会促进个体的职业认同，

节了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心理授权水平越高的个体会拥有越高的职业认同水

整体而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平（Fox, Nordquist, Billen, & Savoca, 2015; Zhang &

探讨心理授权是“如何”影响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

Bartol, 2010）。其次，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有

以及这一过程是否受到情绪智力的调节（如图 1 所

建立和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的渴望（Tajfel & Turner,

示）。

2004），需要树立对自身正面的认知和评价，而职
业是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生价
值的主要途径，该理论指出对自身所从事职业的认
同有助于促进个体对其工作的满意度。事实上，实
图 １ 概念框架图

证研究也表明，职业认同会促进个体的工作满意度
（Alexander-Albritton & Hill, 2015; Sabancıogullari &
Dogan, 2015）。因此，心理授权可能会通过促进农
村小学校长职业认同进而增进其工作满意度。
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职业认同中介了心理授权对农
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选 取 某 地 区 269 名 农 村 小 学 校 长（M 年 龄
=40.12, SD 年龄 =8.01）作为调查对象，主试均为心

对心理授权影响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中介

理学专业教师，并在施测前接受了专业培训，施测

效应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心理授权影响农村小学校长

时获得了被试本人的同意，采用集体施测，强调了

工作满意度的“过程”，尽管如此，心理授权对农

自愿填写，资料保密，匿名填写等原则。

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

２.２ 工具

调节，而调节效应可以较好的回答心理授权对农村

２.２.１ 心理授权量表

小学校长产生影响的“条件”（叶宝娟，温忠麟，

采用 Spreitzer（2007）编制的心理授权量表，

2014）。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情绪智

该量表共 12 个题目，由工作意义、自我效能感、

力是值得考虑的调节变量，首先，个体的职业认同

自我决定力和工作影响力四个因子组成，采用 5 级

表现为对职业的一种积极的情绪（Blau, 1985），

计分，从“1= 完全不赞同”到“5= 完全赞同”。

根据情绪智力理论的观点，情绪智力作为个体认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表 明，RMSEA=.07，CFI=.91，

识、利用、理解和控制情感信息的能力（Salovey

NNFI=.91，SRMR=.06，四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温

& Mayer,1990; Salovey, Mayer, Caruso, & Lopes,

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问卷的结构

2003），会促进这些积极情绪对其工作的满意度的

效度良好（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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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 .87。

意”到“5 = 非常同意”。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２.２.３ 职业认同量表

RMSEA=.05，CFI=.97，NNFI=.96，SRMR=.03， 单

采用魏淑华等人（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

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等，2004），问卷的结

2013）编制的职业认同量表，该量表共 12 个题目，

构效度良好（侯杰泰等，2004），本研究中该量表

由角色价值观、职业行为倾向、职业价值观和职业

α 系数为 .86。

归属感四个因子组成，采用 5 级计分，从“1= 非常
不符合”到“5= 非常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RMSEA=.07，CFI=.90，NNFI= .88，SRMR= .07，单

３

结果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等，2004），问卷的结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

构效度良好（侯杰泰等，2004），本研究中该量表

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施测问卷过程中，采取了严格

α 系数为 .85。
２.２.３ 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 Wong 和 Law（2002）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
该量表共 16 个题目，由自我情绪知觉，他人情绪知
觉，情绪运用和情绪控制四个因子组成，采用 6 级
计分 , 从“1 = 非常不赞同”到“6 = 非常赞同”。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表 明，RMSEA=.05，CFI=.98，
NNFI=.97，SRMR=.06，四因素模型拟合良好（温
忠麟等，2004），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侯杰泰等，
2004），本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 .84。
２.２.４ 工作满意度量表
采用汪颖（2010）编制的工作满意度量表，该
量表共 8 个题目，采用 7 级计分 , 从“1 = 非常不同

的程序控制：强调此次问卷的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
以及资料绝对保密，匿名填写，并且将不同问卷分
开编排、使用不同计分方式等。数据分析过程中，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
果显示，15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仅能
解释 18.76%，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熊红星，张璟，
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
３.２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描述分析如表 1 所示，相关分析表明，
心理授权、职业认同以及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显
著正相关，心理授权与职业认同显著正相关。
３.３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p ＜ .001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推荐的有调节的

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15，占总效应的 28.86%。由

中介模型检验步骤，首先，在控制性别与年龄等人

于职业认同显著正向预测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

口学变量后（结果如表 2 所示），心理授权显著

（β =.37, t =5.84, p ＜ .001），且职业认同 × 情绪智

正向预测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β =.50, t =8.83,

力显著正向预测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β =0.12,

p ＜ .001），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心理授权显
著正向预测农村小学校长职业认同（β =.49, t =8.85,
p ＜ .001），且职业认同显著正向预测农村小学校
长工作满意度（β =.37, t =5.84, p ＜ .001），因此，
职业认同中介了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加入职业认同后，心
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预测仍然显著
（β =.31, t =4.51, p ＜ .001），因此，职业认同在心
理授权与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之间发挥部分中

t =2.34, p ＜ .05），因此，情绪智力调节了职业认同
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假设 3 得到验
证。
为进一步考察情绪智力如何调节职业认同对农
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取情绪智力得分高
（1SD）与得分低（-1SD）绘制交互作用图，图 2
直观反映了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如何受到情绪智力的调节。对调节效应进一步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对情绪智力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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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p ＜ .05，**p ＜ .01，***p ＜ .001

的小学校长来说，随着职业认同水平的提高，农村

研究发现，心理授权水平越高的农村小学校长工作

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水平变化显著（β = .25, t = 3.15,

满意度水平也越高。作为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所体会

p ＜ .001）。对情绪智力水平高的小学校长来说，
随着职业认同水平的提高，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
度水平也有显著提高（β = .49, t = 6.13, p ＜ .001），
但对于情绪智力水平高的小学校长来说，工作满意
度随着职业认同水平的提高而有更快的增长。这一
结果说明，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随着情绪智力水平的上升而增强。

到的一种综合的心理感知（郑晓明，刘鑫，2016；
Thomas & Velthouse, 1990），心理授权水平的高低
会直接影响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具体而言，心
理授权由工作意义、自我效能感、自我决定力和
工作影响力这四个方面组成（Thomas & Velthouse,
1990），这也从实践的角度启示我们，提高工作满
意度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这一结果也再一次从
实证的角度验证了授权的认知模型的核心观点，即
心理授权水平越高的个体对从事工作的意义感越强，
也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更高的职业认同等，进
而对自身从事的工作有更高的满意度。因此，提高
农村小学校长的心理授权水平十分重要，这会对其
工作满意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在明确了心理授权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
影响后，我们进一步探索了这一关系背后的作用机
制，提出并发现了职业认同是一种有效的传导机制，
即职业认同中介了心理授权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这一结果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解释：首先，根据授权

图 ２ 情绪智力对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调节图

认知模型的观点，心理授权水平高的个体会在工作

讨论

中表现出更高的投入感以及更积极的态度（如职业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农村

认知，能有效促进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Fox et al.,

小学教育一直受到社会与研究者的关注（滕云，

2015; Zhang & Bartol, 2010），因此，心理授权水平

４

2010），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农村中小学教育还

认同），这是因为心理授权作为对工作一种统和的

越高的小学校长会表现出越高的职业认同水平。其

相对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小学校长在促进学校

次，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有建立和维持积极的

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杨锦兴，2008），

自我形象的渴望（Tajfel &Turner, 2004），职业是作

而校长对工作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其对工作的积极性，

为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生价值

进而会影响着学校的教育、教学的质量与学校的发

的主要途径，有助于促进个体对其工作的满意度。

展（罗杰 , 周瑗 , 陈维 , 潘运 , 赵守盈，2014）。本

整体而言，该中介模型进一步回答了心理授权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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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过程，该中介模型不

应该结合纵向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其次，数据均采

仅从实证的角度再一次验证了以往相关理论，也在

用自我报告法获取，以后可采用他人报告等方法收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往相关理论的发展，例如，以

集数据。

往心理授权模型较多考察的是心理授权对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即为“认知→认知”这一模式，本研究

５

结论

发现职业认同会在二者之间起传递作用，即为“认

（1）心理授权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村小学校长工

知→需要→认知”这一模式，因此，这一模型具有

作满意度，还会通过职业认同间接影响农村小学校

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这一中介模型也具有一定

长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在心理授权与农村小学校

的实践指导意义，能进一步为促进农村小学校长工

长工作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作满意度提供实证支持，即促进小学校长心理授权

（2）情绪智力调节了职业认同对农村小学校长

水平、提高其职业认同水平均有助于增加农村小学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情绪智力会促进职业认同对农

校长工作满意度。

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还基于理论进一步考察了情绪智力对“心

因此，心理授权对农村小学校长工作满意度

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会调节职

的影响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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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Moderation Role of
Emotion Intelligence
Ye Baojuan, Zheng Q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 330022)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is the keystone and difficulty of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Researchers are gradually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Teng, 2010).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is still at a lower level
compared with that in urban area (Wang, 2010). As we all know, school principals are the soul of the schools, the ensurance for school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school’s development (Hayes et al., 2015). So,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out “what” could influenc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and find out “how” it influenc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these
factors.
Empowerment represents a cruc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values the orientation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 and
other disciplines (Gutierrez, 1990; Rappaport, 1987).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 empowerment is an active process where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can act to shape the environment they inhabit, to take control of their lives and to work fo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could predict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positively, but seldom research has studied the mechanism
betwee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The present study has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ntelligence emotion on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has examined whether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would indirectly relate to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through professional identify, and whether the mediation was moderated by intelligence emotion. It wa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and the results could help improving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a sample of 269 principals in
rural area (M = 40.12 years, SD = 8.01) was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cale,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emotion
intelligence scale and job satisfaction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 as
well as through influenc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ich ultimately influenced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2) Emotion intelligence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motion intelligence play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incipals in rural school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professional identity, emotion intelligence, job satisf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