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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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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作为一种非利己型的非伦理行为正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当前研究大多围绕 UPB 的前因展开，
但缺乏对其结果变量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对 92 名主管与 399 名员工的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探讨 UPB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UPB 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发展，上下级关系在 UPB 与职业发展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负向调节上下级关系
对 UPB 与职业发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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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Ziegert, & Capitano, 2015）。 但 总 体 而 言， 对 UPB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

可能后果的探讨还比较少，部分研究只从理论层面

愈发激烈，为了生存，企业伦理丑闻频发。纵观非

阐述了 UPB 的消极影响，例如给公众及利益相关者

伦理行为研究，早期研究者更多关注诸如消极怠工、

造成的损失（Umphress & Bingham, 2011），却忽视

偷盗、拿回扣等利己型非伦理行为（Thau, Derﬂer-

了 UPB 对其实施者的积极影响。就其亲组织本质而

Rozin, Pitesa, Mitchell, & Pillutla, 2015）， 但 在 实 际

言，UPB 能给组织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组织获益

工作中，非伦理行为的动机正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

后就可能“投桃报李”，给予 UPB 的实施者一定的

杂化。近年来，研究者发现，员工从事非伦理行为

物质奖励或为其打开升职通道等。因此，对 UPB 结

并非完全是为了谋取私利，也可能为了增加或维护

果变量的考察将从另一个视角挖掘个体实施 UPB 的

组织利益（Chen, Chen, & Sheldon, 2016）。譬如大

深层原因。

众的“尾气门”和“断轴门”丑闻，又如上市公司

组织管理实践中，激励是企业和员工都十分关

在年报中财务数据造假、向公众隐瞒信息。此类事

注的内容。而对于个体而言，职业发展是最为重视

件中，员工明知公司内部存在问题，但为了维护组

的激励方式之一（Cappelli, 2000）。良好的职业发

织声誉和利益，他们不惜歪曲事实，牺牲其他相关

展不仅能够让员工实现自身的价值，还会获得相应

者的利益。学界将此类行为称作亲组织非伦理行

的地位和尊重。对于组织而言，其长期的竞争优势

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UPB）。

也依赖于组织成员职业能力的不断提升。梳理现有

UPB 即指个体有意开展的、违背社会价值观、道德

研究可发现，无论是 UPB 还是职业发展研究，都隐

准则和法律法规、但却有利于组织有效运作的行为

含了组织与员工“共赢”的理念。因此，二者在理

（Umphress, Bingham, & Mitchell, 2010）。

论框架和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但目前尚

近年来，研究者大多围绕 UPB 的前因展开，

未有研究对二者关系加以探讨，这在某种程度上阻

譬如从个体特征、领导行为和组织情境这三个视角

碍了 UPB 理论体系的构建。基于此，本研究的首要

揭 示 UPB 的 发 生 机 制（Chen et al., 2016；Graham,

目的就是考察 UPB 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

* 本研究得到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6G02000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7NDJC221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
金 (17YJC190012) 和浙江省一流学科 (A 类 ) (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科 ) (JYTgs20171106) 的资助。
** 通讯作者：王晓辰。E-mail:leo197837@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321

王晓辰等 ：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

647

尽管 UPB 可能促进个体的职业成长，但仍需

为组织创造卓越绩效的员工，从而激发他们持久的

对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探讨，从而更好地厘清

工作热情。同时，当个体对组织发展做出贡献，他

UPB 的作用机制。就其非伦理本质而言，UPB 的存

们的归属感与对组织的承诺会得到提升，离职倾向

在不符合道德规范，但为什么在正常运行的组织体

则会降低，进而倾向于在同一组织内持续的发展。

制下实施 UPB 可能会获得职业收益？本文认为：镶

因此，本文假设从事 UPB 的个体更容易在组织中获

嵌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上下级关系”或许能为此提

得职业发展机会。

供解释——UPB 的实施在提升组织绩效的同时也为
领导带来利益，
当组织中的领导感知到下属的善意，
会将其视为“圈内人”，与之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H1：UPB 和个体职业发展呈正相关。
２.２ 上下级关系的中介作用
在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情境中的上下级

进而以提供职业发展机会的方式回报 UPB 实施者。

关系是一个相较于西方更为敏感且重要的议题，

最后，UPB 不仅具有亲组织性，还具有非伦理

备受组织实践者与社会研究学者的关注。上下级关

的本质，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何种情境下，员工

系指员工与其上级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建立的工作范

的 UPB 会促进其职业的发展。基于社会交换的视角，

围之外的工具及情感性关系（Law, Wong, Wang, &

领导行为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关键外在因素，不同的

Wang, 2000）。

伦理型领导行为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不尽相同。高伦

UPB 的亲组织特性有助于个体与其上级建立高

理型领导会为员工树立伦理榜样，并以处罚的方式

质量的交换关系。首先，就其本质而言，UPB 有

抑制员工的非伦理行为，
即使该行为具有亲组织性，

利于整个团队和组织的成功，自然也会有助于领导

因此它对 UPB 有效性的负向影响更大，而低伦理型

的个人发展。因此，在领导看来，UPB 也是一种

领导则恰恰相反。基于此，我们将检验伦理型领导

指向领导的支持性行为。以往研究表明，人们会为

对 UPB——职业发展关系的调节作用。

了满足某种需要或使用某种功能而建立上下级关系

２ 理论与假设
２.１ UPB 与职业发展

（刘慧，王晓庄，2016）。个体能够通过 UPB 向
领导传递代表良好形象的信号，使领导认为能够与
之持续交换利益，因而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其

作为一种能促成组织短期获益，却违背社会的

次，UPB 实施者为了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而承担从

道德标准和法律法规的非伦理行为，UPB 具有“非

事非伦理行为的风险，当领导感知到该行为的利他

伦理”和“亲组织”这两个特性。其中，非伦理性

性，会加深对员工的信任，并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

表现为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危害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情谊，从而达成更高水平的上下级关系（郭晓薇，

亲组织特性表现为个体并非以追逐自利为目标，而

2011）。据此，本文推断，UPB 有助于提升上下级

是为了满足组织绩效期望。这些特性让 UPB 有别

关系。

于利己型非伦理行为，虽然有违道德标准，但这种

同时，人际关系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也

行为旨在促进企业与个体共同获益（Vadera & Pratt,

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发现，上下级关系是预测职业

2013）。

发展的重要变量（Wei et al., 2010）。这是因为：在

UPB 可被看成是个体对组织的资源投入，员工

以人治主义和偏私主义为导向的组织文化影响下，

期望通过这种行为为企业牟利，同时也传递对组织

员工职业发展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

或管理者的忠诚，以获得相应的加薪或晋升机会。

意见，而员工与领导的良好关系往往会渗透到组织

从社会交换视角来看，当个体从组织出发，追求组

管理之中，影响领导对员工的雇佣决策。此外，员

织利益并照顾组织成员的利益时，组织及其成员也

工成为领导的“圈内人”意味着他们能在职业生涯

会遵循互惠原则来回报个体的积极行为。为员工提

中获得更多的组织稀缺资源，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取

供职业发展机会就是组织回报个体的方式之一，职

得职业发展机会。综上，本文认为 UPB 因其亲组织

业发展作为各个阶段员工所诉求的核心利益，它直

本质使得员工更易与领导建立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

接决定了员工的薪资、权力以及在组织中的地位

而领导为了回报这种相互信任、
支持与互利的关系，

（Wei, Liu, Chen, & Wu, 2010）。因此，在大多数组

会在工作情境中给予员工更多工作资源以及职业发

织中，领导会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的方式来回报

展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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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UPB 和上下级关系呈正相关。

级关系的影响较小，因此 UPB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较

H3：上下级关系在 UPB 和职业发展之间起中

少地通过上下级关系来传导。基于以上分析，本研

介作用。
２.３ 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究提出如下假设：
H5：伦理型领导负向调节上下级关系在 UPB

如前所述，个体实施 UPB 能够使领导获益，通

与职业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即在低伦理领导情境

常情况下会对上下级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积

下，上下级关系对 UPB——个体职业发展的中介作

极影响有一定的边界条件，即在不同情况下，UPB

用更强；反之更弱。

可能会对上下级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UPB 能否对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见图 1。

上下级关系产生正向影响还涉及到领导自身道德行
为。研究表明，领导对下属行为的道德判断与其本
身的伦理水平和行为具有很大的关系（张喆，贾明，
2016）。伦理型领导会在人际交往中展示高水平的
图 １ 理论模型

伦理行为，并通过交流和强化等方式激发下属实施
此类行为（Brown, Trevino, & Hartman, 2005）。由于
UPB 的非伦理本质违背了伦理型领导的这些动机特
点，而领导又会基于本身的道德标准对下属行为进
行解读并做出对应的反馈，因而本研究认为伦理型
领导可能影响 UPB 的有效性。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杭州与上海等地制造和服
务等行业的 17 家企业。为降低研究结果的同源方法

在高伦理领导情境下，当领导感知到下属实施

偏差，本研究采取上下级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其

UPB，他们不会与之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具体

中，UPB、上下级关系和伦理型领导问卷由员工填

而言，伦理型领导会为下属制定明确的伦理标准，

写，员工的职业发展由其直接主管评价。在剔除无

并用奖惩方式来激发下属的伦理行为。因为 UPB 违

效问卷后，共得到了 92 份主管问卷和 399 份员工问

背了伦理标准，所以高伦理型领导会以惩罚的方式

卷的配对数据进入后续数据分析。团队规模为 3 至

来抵制此类非伦理行为。同时，高伦理型领导会恪

5 人。被调查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29.72 岁，61.4% 为

守伦理标准，试图通过为员工树立道德榜样的方式，

男性，平均工作年限为 4.45 年，教育程度为本科的

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鉴于此，高伦理型领导

占到 51.9%。被调查主管的平均年龄为 34.08 岁，

不会与实施 UPB 的员工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62% 为男性，平均工作年限为 8.66 年，教育程度为

UPB 的实施者就无法得到领导的赏识、成为领导的

本科的占到 64.1%。

“圈内人”，获得职业发展机会。相反，在低伦理

３.２ 研究工具

型领导情境下，UPB 的非伦理特性与低伦理型领导
的道德行为与标准相匹配，当领导从下属的 UPB 中
获益时，他们更倾向忽视该行为的非伦理本质。因此，

本研究中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从“1”
到“5”分别表示符合程度由低到高。
UPB：采用 Umphress 等（2010）的 6 题单维量表。

UPB 的支持性特征将被“放大”，进而促使低伦理

如“如果这么做对我的组织有帮助，我会歪曲事实，

型领导主动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综上，本文预

以维护组织形象”。本研究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期 UPB 促进上下级关系的程度可能因领导者的伦理

.93。

型领导水平的高低而发生变化。
H4：伦理型领导在 UPB 与上下级关系之间起
负向调节作用。在低伦理领导情境下，UPB 对上下
级关系的作用关系更强。

上下级关系：采用 Law 等（2000）的 6 题单维
量表。如“直接上级会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本研
究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90。
伦理型领导：采用 Brown 等（2005）的 10 题单

假设 3 和假设 4 所提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被

维量表。如“我的直接上级能够被信任”。本研究

调节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在低伦理领导情境下，

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93。用 HLM 6.08 软件做聚

UPB 更能促进上下级关系的建立，因而获得更多的

合效度分析，rwg 均值为 .85；ICC(1) 为 .48，ICC(2)

职业发展机会。在高伦理领导情境下，UPB 对上下

为 .80，可以汇聚到团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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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调节路径分析技术，通过 Mplus 7.0 软件构建

Pizzolatto（1991）的 2 题单维量表。如“在当前组织中，

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假

这个员工能获得成长和发展”。本研究中 Cronbach

设 5）。

α 系数为 .77。
３.３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模型为跨层嵌套模型，故采用多层线
性模型（HLM）验证假设。分别以职业发展和上下
级关系为因变量建立两个零模型，结果显示，两个
变量的 ICC(1) 分别为 42% 和 14.5%，且组间方差
都显著，因此采用 HLM 是合适的。本研究检验主
效应和中介效应时，对层 1 变量进行总均值（grand
mean）中心化处理。在检验跨层次调节效应时，
对层 1 变量实施组均值（group mean）中心化处理
（Hofmann & Gavin, 1998）。此外，本文参考前人
研究（沈伊默，周婉茹，魏丽华，张庆林，2017;
Farh & Chen, 2014），采取 Edwards 和 Lambert（2007）
表１

表２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效度分析
我们首先对模型中涉及到的变量（UPB、上下
级关系、职业发展与个体层面的伦理型领导）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构建单因素与四因素模型进
行比较，从表 1 可以看出：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度
优于单因素模型。五因素模型的拟合度优于四因
素模型，但显著性不明显（△ χ 2 (24) = 50.98，p >
.05）。因此，本研究的同源误差问题不严重。
４.２ 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的主要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在个体层面，职业

测量模型比较

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

注：n = 399，*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双尾检验；对角线括号内为信度系数。

发展与 UPB 和上下级关系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另外，Sobel 检验结果显示，Z = 2.32，p < .05，满足

４.３ 作用机制检验

中介效应的要求。假设 3 也得到了支持。

４.３.１ 上下级关系在 UPB 与职业发展之间的中介效

４.３.２ 伦理型领导在 UPB 与上下级关系之间的调节

应检验

效应检验

表 3 中 模 型 2 的 结 果 表 明，UPB 对 职 业 发 展

表 3 中模型 7 的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对于

有正向影响（β = .10，p < .05），即假设 1 成立；

UPB 和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影响非常显著（γ = -.21，

根据模型 5，UPB 对上下级关系有正向影响（β =

p < .01），假设 4 得到了支持。为了进一步解释伦
理型领导的调节效应，将伦理型领导的均值加、减
一个标准差，绘制阐释调节作用的调节图（见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较之高伦理领导条件（k = -.02，
p > .05），低伦理领导条件下，UPB 与上下级关系
之间的关系（k = .69，p < .01）更加密切，假设 4 得
到进一步验证。

.16，p < .01），假设 2 也获得了支持，假设 1 和假
设 2 的成立满足中介效应的前两个条件。在同时
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后，模型 3 显示上下级关系
对职业发展有正向影响（β = .12，p < .01），UPB
对于职业发展的回归系数减小（从 β = .10 到 β =
.07），但显著性没有消失，满足部分中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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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n = 399，N = 92；*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所有系数为带有稳健标准误的值。根据 Snijders 和 Bosker（1999）的
方法计算 R 2。R 2total = R 2within×(1-ICC1) + R 2between×ICC1，其中，ICC1 为结果变量的解释变异百分比。

ԢӺ⧚ൟ乚ᇐ
催Ӻ⧚ൟ乚ᇐ

Ϟϟ㑻݇㋏

5

５.１ 结果分析
首先，UPB 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发展。这是因为，
UPB 是个体对组织的资源投入，当组织成员感知到

4

个体的积极行为，他们会遵循互惠原则，以提供职

3

业发展机会的方式回报个体。其次，上下级关系在
UPB 与职业发展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社会交

2

换理论，UPB 作为一种利他行为能够为领导带来利

1

益，有利于个体成为其上级的“圈内人”，从而获
低UPB
图２

高UPB

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最后，通过检验跨层的被

伦理型领导的调节效应图

调节中介模型，本研究还揭示出伦理型领导负向调

４.３.３ 伦理型领导调节上下级关系的中介效应

节上下级关系对 UPB 与职业发展关系间的中介作

本文采用路径分析技术检验假设 5，表 4 展示

用。具体而言，在低伦理领导情境下，领导的道德

了这一方法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高伦理领导

标准与 UPB 的非伦理本质相匹配，这使领导更倾向

和低伦理领导的差异表现上，UPB 对职业发展的间

于关注 UPB 的亲组织特性，从而强化了 UPB 与上

接作用显著（Δ r = -.03，p < .05），且第一阶段的

下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促使个体获得更多

系数显著（Δ r = -.29，p < .01），符合被调节的中

的职业发展机会。

介效应的标准。综上，假设 5 得到了支持。

５.２ 理论贡献
第一，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聚焦于利己型非伦

５ 分析与讨论

理行为，UPB 作为一种相对含蓄的非伦理行为，虽
表 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注：个体 n = 399, 团队 N = 92；*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王晓辰等 ：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

然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相关实证研究仍较欠缺。
本研究能有效填补行为伦理的跨层次互动机制的研
究缺口，对主流研究具有理论贡献。第二，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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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 , 49(8), 1100-1112.
张喆 , 贾明 . (2016). 下属逢迎行为何时有用 ? 亲社会动机和同理心的影响
作用研究 . 管理工程学报 , 30(1), 26-33.

究主要探讨 UPB 的消极影响，对 UPB 的积极影响

Bedeian, A. G., Kemery, E. R., & Pizzolatto, A. B. (1991). Career commitment and

却较少涉及。本研究引入职业发展，展开了跨层

expected utility of present job as predictors of turnover intentions and turnover

次研究，探讨 UPB 能给实施者带来什么，丰富了

behavior.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9, 331-343.

UPB 的作用机制研究。第三，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
论为基础，揭示了 UPB 对职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中高伦理领导会削弱上下级关系在 UPB 与
职业发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跨层的被调节
中介模式，为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视

Brown, M. E., Trevino, L. K., & Harrison, D. A. (2005). Ethical leadership: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7(2) , 117-134．
Cappelli, P. (2000). A market-driven approach to retaining talen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8, 103-111.
Chen, M., Chen, C. C., & Sheldon, O. J. (2016). Relaxing moral reasoning to win:
How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elates to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角。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8), 1082-1096.

５.３ 管理启示
除去上述理论意义，本研究对组织管理及员工
实践同样存在一些启示。首先，考虑到 UPB 很可能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2, 1-22.

有助于其实施者的职业发展，即个体可能会竖着为

Farh, C. I. C., & Chen, Z. (2014). Beyond the individual victim: Multilevel

组织谋利的旗帜，实则为自己铺路，管理者需时刻

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 i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9, 1074-1095.

意识到，尽管 UPB 有助于企业的短期利益，但会

Graham, K. A., Ziegert, J. C., & Capitano, J. (2015). The effect of leadership style,

伤害长期绩效。UPB 会破坏企业的伦理氛围，从事

framing, and promotion regulatory focus o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UPB 的员工可能还会因为道德滑坡效应最终转而实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6(3), 423-436.

施针对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因此企业应制定具体的

Hofmann, D. A., & Gavin, M. B. (1998). Centering decisions in hierarchical linear

伦理守则，增强公信力。同时，企业也应鼓励高伦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理领导行为，提高管理者的道德水平，进而呼吁员

24(5), 623-641.
Law, K. S., Wong, C. S., Wang, D. X., & Wang, L. H. (2000). Effect of supervisor-

工用合乎伦理的行动以帮助企业提高绩效。

subordinate guanxi on supervisory decisions in China: An empirical

５.４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investig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1(4),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尽管本研究采
用多来源的方法获取数据，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715-730.
Snijders, T. A. B., & Bosker, R. J. (1999). Multilevel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and advanced multilevel modeling. London: Sage.

但仍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

Thau, S., Derfler-Rozin, R.,Pitesa, M., Mitchell, M. S., & Pillutla, M. M. (2015).

考虑采用纵向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来收集数据，

Unethical for the sake of the group:Risk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pro-group

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其次，由于条件限制，本
研究调查范围有限，因此结论的外部效度仍需进一
步检验。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来源；最后，本研

uneth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1), 98-113.
Umphress, E. E., & Bingham, J. B. (2011). When employees do bad things for
good reason: Examining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rganization

Science, 2(3), 621-640.

究只考虑了伦理型领导这一个调节因素，其他方面

Umphress, E. E., Bingham, J. B., & Mitchell, M. S. (2010). Unethical behavior in

的因素是否有影响还不得而知。例如，领导的马基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雅维利主义、组织伦理氛围。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这

and posi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o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些变量的调节作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5(4) , 76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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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last decade, unethical behaviors with self-benefited motivation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lars; yet fa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ut to relatively subtle actions, such a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 UPB refers to the action intended to benefit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and violate societal ethics. It consists of two main components. First, it is carried out to help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UPB is also
unethical. The prio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UPB may have negative inﬂuences on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success. Therefore, many scholars call for
developing more theoretical models of UPB.
To date,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posi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ould evoke UPB;
however, few focused on the outcome of UPB.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built a cross-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n employees’ UPB.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employees’ UPB on career development. Moreover, we focused on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thical leadership.
In this research, we tested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using the data of 17 enterprises located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 Provinc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homologous error, we collected information from two sources. 399 employees and 92 leaders were valid finally. We first conducted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by using AMOS 17.0. We also employed HLM 6.08 to test our hypotheses since this was a cross-level research. Finally,
we used Mplus 7.0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the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the UPB and employee’s career development by a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Gener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d and tes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 which employees’ UPB influenced career development, with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s mediator, ethical leadership as modera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mployees’ UPB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areer development; (2) Such relationships were fully mediated by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3) Ethical leadership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UPB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uch that this relationship was only significant when ethical leadership was high.
Our findings provided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our research extended prior studies on the outcomes of UPB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UPB and career development. Second, through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this study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mediation proces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UPB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ird, we further offered a unique view of when UPB might evoke career development.
Beyond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highlighted above,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that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can use to deal
with employees’ UPB. First of all, organization leaders should provide specific ethical code for employees and inhibit employees’ UPB, which will
finally destroy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n ethical culture environment, which will enhance leaders’ and
employees’ moral standards significantly. Inevitably,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Finally, we bring a new view for the study of UPB by emphasizing
the possibility of positive outcomes.
Key words

UPB,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career development, ethical lead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