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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威權領導是廣泛存在於中國企業裏的壹種領導方式，它很好地彰顯了“上
尊下卑”和“專權”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在本土化領導理論中，威權領導壹直
就是研究的重點領域，不過學術界對其影響效應存在嚴重分歧。
從當前企業人力資源的實際情況來看，很多“80 後”走向領導崗位，“90
後”已經成為基層員工的主力軍和中堅力量。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企業現代化的
進程，管理的組織情境和研究對象都有所變化。國外有研究表明，當代青年
雇員的心理特權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而心理特權往往和消極行為相關。
基於資源依賴理論，本文采用實證研究方法，選取重慶地區兩家大型國
有制造企業 235 名小組長和 1009 名員工為樣本，檢驗了威權領導對員工心
理特權和職場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並進壹步分析了權力依賴的調節作用。
首先，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並據此提出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其次，到樣本
企業實地發放和收集組織管理研究問卷；最後，對收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信度效度分析、驗證性因子分析和多層次的混合線性
模型進行分析，以檢驗假設並得出研究結論。研究結果表明，威權領導與員
工心理反應和行為結果之間的相關性存在差異，威權領導與員工心理特權顯
著正相關，而與職場偏差行為不相關。采用多層次的混合線性模型進行分析，
威權領導和心理特權的交互與員工職場偏差行為顯著相關，威權領導和權力
依賴的交互與員工職場偏差行為不相關。最後討論了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實
踐啟示和研究局限，並對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了壹些建議。
關鍵詞：威權領導、心理特權、職場偏差行為、權力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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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is a kind of leadership style widely existed in
Chinese enterprises.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respecting and respecting" and "monopolizing power". In
the theory of localized leadership,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but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divergences
in academic circles on its impact.
Judg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enterprises,
many "post-80s" have moved to leading positions, and "post-90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and backbone of grass-roots employe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moder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and research objects of management have
changed. Foreig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privilege of contemporary young employe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psychological privilege is often related to negative behavio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this paper adopt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selects 235 team leaders and 1009
employees of two large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ongqing as samples to tes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on employees'psychological privileges and workplace deviation
behavior, and further analy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wer dependence.
Firstl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s reviewed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iii

theoretical model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 secondly, the sample
enterprises are sent out and collecte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on the spot; finally, the collected data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level mixed line.
Sex model is analyzed to test hypotheses and draw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but not with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Using a multi-level mixed linear mode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whi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power dependence is not related to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Power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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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威权领导是华人组织体系里普遍存在的一种领导方式，带有鲜明的“父权
主义”、“专权”、“教诲”和“控制与支配”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华人文化背景下
的多数研究也表明，威权领导方式能够对员工心理行为产生消极作用(Farh
等，2000；Aycan 等，1998；Cheng 等，2004；Farh 等，2008)。在西方
学术界，威权领导被视为负向领导行为(Yuli，2010)，甚至与辱虐管理等破坏
性领导行为相提并论，例如，主管的威权领导程度越高，越容易出现辱虐管
理的倾向(Aryee et al.，2007)。破坏性领导行为既包括指向员工的行为，也
包括指向组织的行为。破坏性领导行为对其中一种行为具有破坏性的同时，
也可以在另外一种行为上呈现积极作用(Einarsen et al.，2007)。例如，威权
领导在经济资源匮乏的地区会对企业的绩效有促进作用(Huang et al.，2015)。
从“法”、“术”、“势”的法家权术文化背景分析，威权领导惯用制度惩罚的
手段控制部下，从而强化自身权威。在管理实践中，随着企业规章制度和监
管措施的不断完善，采用制度惩罚的手段逐渐替代了威权型领导对违规员工
的直接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威权领导发挥
的统一协调和高效率等积极作用也往往符合企业的利益，从而掩盖了其作为
破坏性领导“阴暗面”的本质。林姿葶等(2017)呼吁对威权领导污名化予以澄清，
而孙雨晴等(2018)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威权领导行为还是一种比较破坏性的
管理风格，不要因为实证研究中出现了积极效果就去鼓吹其有效性。
2019 年 8 月 27 日，海尔集团 4 名员工午餐后没有及时返回工作岗位，
在接待区午休，被巡查人员发现并拍照，随后这 4 名员工全部被海尔集团开
1

除。“午休门”事件不仅迅速将海尔集团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曾经被奉为管
理典范的海尔“人性化管理模式”和员工违规行为也引发人们广泛关注。据《财
经天下》采访海尔某离职员工了解到，在海尔集团无论是实习生还是正式员
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大大超过国家法定规定时间，而且许多员工经常周末被
迫加班。严苛的管理制度、随时面临裁员的威胁、过高的任务绩效要求和高
强度的劳动，无一不给员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更有甚者，由海尔内部领
导的“骂人文化”引发的员工人身攻击等职场偏差行为时有发生。从“午休门”
事件可以反映出，尽管一些企业的领导者口口声声高喊“人性化管理”，但其
实却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威权式领导模式，对违规或不合乎其要求的员工予
以严惩甚至除名，以试图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严丹（2012）认为破坏性
领导行为会严重损害员工的心理、工作态度和行为，引起员工主动的反抗行
为，特别是偏差行为。唐贵瑶等（2014）认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职场中员
工偏差行为的产生很可能与其上司的领导行为相关。
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的休息行为被称为“时间侵占”，对组织具有一定危害
性。“时间侵占”属于一种常见的职场偏差行为（LIU et al.，2013)。根据指向
的对象不同，职场偏差行为可分为组织偏差行为和人际偏差行为。不同类型
的职场偏差行为会给企业造成各种危害，例如泄露企业关键信息，引起企业
和雇员之间的劳务纠纷，降低生产绩效，提高员工的离职倾向等。
Campbell 等(2004)编制的心理特权量表中有专门的测量条目——“像我
这样的人，理应时不时得到额外的休息”，而“午休门”涉事员工可能恰恰具备
心理特权这种消极特质。心理特权是一种人格特征，拥有心理特权感的个体
普遍抱有过高的期望，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并且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他
2

人的优待(Laird et al.，2015)。从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80
后”走向领导岗位，“90 后”已经成为基层员工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相比之前
的大学生和青年雇员，当代青年雇员的心理特权水平显著提高了(Harvey &
Martinko,2009)。白宝玉等(2017)认为这就意味着青年雇员更可能具有一些消
极特质，更可能做出社会适应不良的行为。
Bandura（1977）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领导行为会成为下属观察
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郑伯勋（2005）认为在华人组织中的部署，无论工作或
生活层面均受到上司深切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自私行为不但具有传递效应，
而且被自私对待的个体可能会产生一种受害者的心理特权感。威权领导的专
权作风、信息独享和漠视下属建议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自私行为，这种自私
行为一方面通过传递效应，引起员工的模仿。另一方面员工被威权型主管自
私对待的会感觉受到了伤害，从而提高了自身的心理特权水平。
Colquitt（2001）提出了互动公平的二元结构，将上下级之间的互动公
平划分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两个维度。威权领导独占组织权力资源和信息
资源，既不轻易授权，也不愿意与员工分享信息。严控员工并且提出高绩效
的要求的同时，又贬抑员工的贡献和能力。在与员工交流上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沟通方式，要求员工绝对服从，在决策时很少考虑员工的建议。因此，威
权领导行为对组织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都能造成破坏。员工的特权认知是基
于个体对互惠的不对称评估（Naumann et al.，2002），心理特权水平高的
员工更难以体会到人际之间的公平，任迎伟等（2016）的研究表明在国企背
景下威权领导与员工互动公平感知显著负相关。
谢晓非等（2013)认为心理特权是影响期望程度差异的因素之一，这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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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程度差异可能对互动双方的公平感、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导致冲突
的产生。威权领导强调自己绝对的权威和对员工高绩效的要求，这恰恰与拥
有心理特权感的员工不切实际的期望存在巨大的差异。心理特权感水平高的
员工通常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不能正确认识工作责任，并且当受到别人批
评时，更倾向于产生敌意 (Campbell et al.， 2004)。赵安安等（2005）认
为上级的威权领导方式是一种重要的职场压力源，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威
权领导带给员工的这种心理压力和消极影响导致员工内在资源枯竭时，个体
倾向于通过实施职场偏差行为以维持心理平衡状态。
杨国枢（1992）认为权威是家族资源或社会资源的控制者或支配者，中
国人普遍具有权威依赖的取向。威权领导通过专权行为加强对组织资源的控
制和支配，最终实现控制和支配员工的目的。相对威权领导而言，员工占有
的工作资源较少。根据权力依赖理论，当某个个体因为缺乏资源而难以展开
工作，也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取时，对拥有这些资源的个体的依赖处于非常高
的水平（Emerson，1962）。费孝通（1948）指出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
的“团体格局”，属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威权领导者会将员工划分为“圈内人”
和“圈外人”，并根据关系的亲疏不同对员工实行有差别的资源分配。权力依
赖水平高的员工会以积极的心理主动迎合威权领导，倾向于减少偏差行为，
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资源支持，从而有助于业绩的提升。相反，权力依赖水
平低的员工很少迎合威权领导，相对难以得到足够的工作资源支持，不利于
业绩的提升，而且往往受到领导的斥责，可能会激发出消极心理和偏差行为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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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动机
在西方社会，威权领导被视为破坏性领导行为。然而，为什么威权领导
行为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员工又为什么能够忍受或接受这种破坏性领导行
为？在高权力距离的中国组织情境中，领导专权擅断、严密控制和贬抑下属
往往被认为是领导者“理所当然”享有的“特权”，这无疑替威权领导的“阴暗面”
遮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以往的研究关注到了威权领导“有效性”的一面，以
及文化背景和员工社会取向等影响因素，这似乎可以作为威权领导行为广泛
存在并被员工接受的合理解释。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忽视了对形成威权
领导“阴暗面”的内部心理机制的研究。由于理论机制不够清晰，威权领导的“两
面性”不仅给企业管理者们带来很大困惑，而且孙雨晴等(2018)认为目前学术
界对于威权领导效应影响的探讨在结果上也存在很大分歧。
首先，威权领导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偏差。郑伯埙等（2002）指出
大多数研究发现，威权领导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然而
在管理实践中，很多企业领导者都能意识到威权领导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
认为领导者如果不在员工面前保持一定的威势，就难以有效组织和控制员工，
从而影响到企业生产的协调统一和运转效率。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们
不断挖掘威权领导的内涵，纠正了一些过时的观点。黄旭（2017）认为，我
们应该从理论高度思考威权领导普遍存在的原因，从而挖掘其功能性，并且
要紧密结合现有主流的领导学理论突出它的独特性。
其次，威权领导研究的效应悖论问题日益突出。归纳现有文献研究发现，
威权领导对同一变量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的研究中往往得出不同结论，甚至出
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孙雨晴等（2018）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威权领导效应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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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威权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负相关（Liang et al.，2007）
, 郑伯埙等
（2002）
和林声洙等（2014）的研究则表明威权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向影响不太
显著，而 Ning 等(2012)通过研究发现, 威权领导无论是对个体层面还是团队
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都有积极影响。此外，在下属心理反应方面的研究中，
郑伯埙等（2000）指出威权领导引起下属的敬畏顺从，而 Cheng（2004）
和 Farh（2004）在实证研究中又发现下属的敬畏顺从与威权领导之间没有相
关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学术界对于威权领导的内涵、构念至今还没有完全
统一。此外，量表和样本的不同、研究设计的差异以及情境因素变迁都会导
致威权领导在不同研究中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樊景立等（2000)认为家长
式领导模型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环境中的，其对下属的影响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为了解决顺从威权的价值观与现代化无法相容的问题(樊景立,
郑伯埙, 2000),学者们开始对威权领导做修正，很多研究结论有待重新探讨。
最后，以往华人领导研究的文献中对于部属认知的忽视，使得华人领导
行为对员工态度及行为的影响机制显得隐晦不明( 周丽芳，郑伯埙，樊景立，
任金刚，黄敏萍，2006) 。随着诸如海尔“午休门”暴露出的员工职场偏差行
为频频发生，青年员工的心理特权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白宝玉等
(2017)认为心理特权能够使个体变得自恋，诱发人际冲突、自私行为和攻击
行为等。研究发现，心理特权水平高的人更容易感知到不公平(King & Miles,
1994)。作为破坏性领导行为，威权领导更可能破坏员工的公平感知，更可能
激发员工心理特权水平的提升，进而引发职场偏差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威权
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正向相关，例如在威权领导行为下，员工更有可能展示
职场偏差行为(Jiang et al.，2017)，刘冰等（2017）的研究也验证了威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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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是激发职场偏差行为的诱因，而王石磊等（2013）研究表明威权领导与显
性越轨行为不相关，与隐性越轨行为显著相关。香港学者黄旭则提出威权领
导会强化对员工的约束，通过明确工作职责并指出违规代价，以此减少职场
偏差行为的观点。从海尔“午休门”事件分析，在威权领导方式下，员工违规
肯定会受到的严厉惩罚，并且会对其它员工起到一定的惩戒作用，然而为何
还有员工做出午休这样的职场偏差行为？是领导因素的作用，还是出于员工
自身心理因素？总之，威权领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还不甚清晰。
刘善仕等（2004）指出家长式领导模式要有效，必须考虑员工价值观状
况和员工对组织和领导的依赖程度。在“差序格局”的组织体系中，威权领导
行为更强化了“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下属为争取更高的等级地位，就不得
不倾向于依赖威权领导的支持。鉴于在获取工作资源多少、业绩表现和晋升
等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权力依赖成为下属对于威权领导行为心理感知的重
要调节因素，Jen 等（2002）研究发现下属依赖可以作为威权领导的调节变
量。
西方自恋型领导也存在“专权”、“贬抑下属能力”和“形象整饰”等威权领导
行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操控”则类似于威权领导的“控制”与“支配”。在破坏
性领导或毒性领导当中，威权领导与西方自恋型领导在表现形式上有诸多相
似之处。例如，郑涌等（2005）将自恋划分为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又进一
步将显性自恋划分为权欲、优越感、特权感和自我钦羡四个维度，威权领导
的专权作风类似于显性自恋的权欲。自恋型领导热衷于自己的想法，期望成
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从不理会下属的意见，并且经常寻求特权，独断专行
（Rosenthal，Pittinsky，2006）。自恋型领导总是抵触下属的意见，给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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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成功高于实际的评价，并且常常由于自己的失败和不足而谴责他人
（Hogan et al.，1990）。自恋型领导表现为利己主义，独自占有信息，固
执己见，对组织成员的不同意见予以排斥（Barbora Nevicka et al.，2011）。
因此，借鉴西方黑暗人格和自恋型领导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厘清威
权领导 “阴暗面”的内涵与功能，深入探讨其对员工心理行为的破坏机制，从
而甄别其“两面性”，为解决管理实践困惑和研究悖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开展威权领导对员工心理特权和职场偏差
行为的影响以及权力依赖调节作用的研究，不仅符合文化背景，也有一定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检验在上级主管实施威权领导行为的情况下，员工的权力依
赖将如何产生影响？概括来说，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1.通过文献回顾与分析，阐述目前学术界关于威权领导、心理特权、职
场偏差行为以及权力依赖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现状；
2.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和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作
用机制，深入分析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一致，并为
威权领导理论的重新建构提供管理实践方面的参考依据；
3.检验心理特权的中介作用，为加深对职场特权感的认知和探索威权领
导行为对员工心理特权的影响提供借鉴；
4.通过深入分析权力依赖在领导与员工关系之间所起的作用，验证权力
依赖是否能够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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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由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华人文化背景下的企业领导风格迥
异于西方企业。如果不考虑到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在华人组织里生搬硬套
西方领导理论或在研究中解释领导行为，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台湾学
者郑伯勋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的个案和实证研究，开创性地构建了家
长式领导理论。家长式领导(Paternalistic Leadership)理论属于本土化的领导
理论。从实际情况来看，家长式领导广泛存在于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东南
亚一些国家的组织体系。家长式领导理论既沿用了西方领导理论的科学研究
范式，又考虑到了中国文化情景因素，自问世以来，在本土组织行为学和管
理心理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威权领
导作为家长式领导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富有争议的维度，更值得深入探讨。
本章将有关文献中本土化的家长式领导理论的研究脉络，并将研究中所涉及
的威权领导、心理特权、职场偏差行为和权力依赖这几个变量的概念和影响
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汇总。
2.1 家长式领导理论
2.1.1 家长式领导的相关理论
中国有“家天下”的帝制历史传统，秦汉两朝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受帝
制历史和中国传统儒家、法家文化的影响，在华人组织体系里，领导方式表
现出一种类似家长的作风。
上世纪世纪中后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台湾企业的领导风格开始引起
一些学者的关注。Silin(1976)观察到台湾企业的领导风格带有明显的中国传
统文化特征，因此从中华文化背景的角度，将台湾企业领导方式划分为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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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领导、德行领导、中央集权、上下保持距离、领导意图及控制。
Redding（1986）发现“父权主义”是港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家族企业
的领导者的共性，企业领导者的这种“父权主义”类似中国家长式作风。
Redding 将这种带有明显“父权主义”的领导行为称之为家长式领导。
Westwood（1992，1997）提出了“家长式首脑模式”的概念，他认为“首
脑”一词能够比“领导”一词更合适地解释这些华人家族企业的领导风格。
Westwood 认识到和谐在华人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削弱冲突和
对话理想的概念。
凌文辁等（1987）指出中国人非常看重领导者的品质，编制出了“CPM 领
导 行 为 评 价 量 表 ” ， 即 个 人 品 德 （ Character and Moral ） 、 工 作 绩 效
（Performance）和团体维系（Maintenanc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CPM 领
导理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台湾大学的郑伯埙（Cheng）和他的团队，选取
台湾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作为样本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指出立威和施恩是家
长式领导的两个主要风格，以此构建了家长式领导的二元结构模型。凌文铨
（2000）指出这种二元结构模型没有考虑到领导者品德的因素，因此存在缺
陷。郑伯埙等（2000）在二元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修订，增加了德
行领导部分，从而完成了家长式领导模型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过渡。樊
景立与郑伯埙回顾了所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将家长式领导行为定义为一种
将强烈的纪律性、权威与父亲般的仁慈、德行综合地表达在人格氛围中的领
导行为。
Table 2.1 总结了早期对家长式领导从不同角度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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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早期家长式领导理论相关研究
学者（时间）

Silin（1976）

Redding（1990）

Westwood（1997）

凌文辁（1987）

Farh（2000）

研究视角

比较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

深度访谈

文献回顾

访谈、问卷调查

文献回顾

样本属性

民营家族

民营家族

民营家族

国企

国企

文化背景

儒家思想

儒家、佛家、道家思想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领导特征

教诲、德行、集权等

父权主义

家长式首脑

主要贡献

发现华人企业领导方式

总结家长式领导特征，提

指出东方集权文化与西

引入儒家思想研究中

概念化家长式领导行为并用

类似家长管理家庭成员

出仁慈式的专权领导，指

方文化不同，提出降低冲

华人组织情境下的领

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分类

的方式

出企业的“人治主义”

突与对谈思想的观点

导方式

品德、绩效、维系

注：部分内容来源于 Che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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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主义色彩

2.1.2 家长式领导理论的三元模式
家长式领导的三元模式由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三个维度构成，
是按照领导者的不同行为特征进行划分。周浩等（2005）认为有关华人的领
导研究中，目前最为深入和最被广泛接受的是台湾大学郑伯埙等人提出的家
长式领导三元理论。
威权领导是指领导者擅于“立威”和“专权”，强调对下属的控制并要求下属
绝对服从。相应的，下属表现出服从、敬畏、羞愧等行为；仁慈领导是指对
下属个人或家庭的幸福的具体的、全面的关怀性领导行为。这种领导行为包
含个别照顾和维护下属面子等主要行为。相应的，下属表现出报恩的行为；
德行领导是通过彰显领导者的品行和美德的行为，从而得到下属认同和尊敬
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行为主要表现为领导者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包括不
滥用权力牟取私利和侵占他人利益等行为。相应地，下属表现出认同与效法
的行为。
随着研究的深入，林姿葶等(2014)关注到了家长式领导在维持组织成员
秩序和组织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将家长式领导的概念修订为：“在关系
主义的氛围下，显现出严明的纪律与角色权威，长辈般的提携照顾，及道德
模范感化的领导方式，以维系上下位者之间的角色秩序与集体和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组织情境下的这三种领导风格绝对不是彼此割
裂、对立的关系，一个领导者有可能兼具威权、德行和仁慈三种特征。最有
效的领导行为是兼收并蓄，博采三种领导风格之长。事实上，Farh等（2008）
关注到了这方面问题，按照威权、仁慈和德行三种领导风格之间交互作用的
强弱关系， 进一步细分为八种领导类型（ 如Table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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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2 八种家长式领导的类型
名称
明主型

帮主型

特征

领导行为

高威高仁高德

通过同时采用三种类型的心理机制来激励部属， 是真正的家

（ABC）

长式领导

高 威 高 仁 低 德 通过使部属怀有畏惧、感激和回报的心态领导部属
（ABc）

清官型

高 威 低 仁 高 德 该类型的领导者较为严格， 坚持高缋效标准， 并且很少关
（AbC）

霸主型

高 威 低 仁 低 德 这类领导者是滥用职位权力的暴君， 在部属眼里， 领导者
（Abc）

仁主型

注部属的个人需要

很少关注他们的需求， 他们不认可也不尊重该类领导者

低 威 高 仁 高 德 凭借贏得部属的尊重和感激且不是依靠职位权力来领导
（aBC）

溺爱型

低 威 高 仁 低 德 通过友善影响部属， 促使部属产生蒙恩和感激的心理
（aBc）

德范型

低 威 低 仁 高 德 通过个人信仰和高尚的品德来影晌部属
（abC）

庸主型

低 威 低 仁 低 德 该类型领导者在目前国内应该鲜有存在， 他不符合领导者的
（abc）

基本要求

资料来源： 根据 Farh 等（2008） 整理。其中 A 代表高威权领导， a 代表低威权领
导； B 代表高仁慈领导， b 代表低仁慈领导； C 代表高德行领导， c 代表低德行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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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家长式领导理论的文化背景
家长式领导三元模式清晰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脉络，樊景立等(2000)
采用冰山模型揭示出了文化背景因素与家长式领导三个不同维度之间的脉络
关系。
Figure 2.1：家长式领导的文化根源

威权
领导

家长式领导

德行
领导

仁慈
领导

文化根源
三千年帝制历史

儒家

儒家

政治化的儒家

德治

君父之义务

三纲

典范

仁

法与罚

礼制

互惠规范

中央集权

人治传统

控制

资料来源： 根据 Cheng（2000）整理。

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传统，经过统治阶级彻底改造后的儒家思想，以及主
张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共同构成中国组织情境下威权领导风格
的文化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强调
君权至上和依法治国。从本质上说，君主专制施行的是法家所主张的严刑酷
法、建立中央集权的“霸道”体制。先秦儒家学说核心是“仁本礼用”， “仁”是最
高的道德规范，建立“礼制”用以规范人们行为。先秦儒家致力于“克己复礼”，
提倡“以礼治国，以德安邦”的王道，但是这种王道思想明显与君主专制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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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霸道宗旨相违背。儒家要想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
就要顺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威权专制的合法性寻找正当理由，政治化
的儒家由此应运而生。
政治化的儒家以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为代表，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它确
立了封建社会的三种主要关系，即君王对臣子、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子有
绝对的统治和支配权力。此后，政治化的儒家逐渐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奉为正
统思想。
法家致力于依“法”治国，主张废除陈旧过时的“礼制”，推行社会变革，强
化君主的威权，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施行“耕战”，并借此达到富国强兵
的目的。儒家推崇君权至上，经过法家对君权的进一步强化，在秦始皇统一
六国之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君主专制的帝制政
治基础，这对中国后来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组织形式以及领导方式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受传统帝制历史的影响，在中国情境下的现代组织体系中，
上下级之间仍然表现出一种“上尊下卑” 的关系，具有较大的权力距离。
韩非提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思想，他认为对于帝王统治百姓来说
“法”、 “术”、 “势”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帝王高高在上、明察秋毫，根
据国家法制对百姓进行奖励或惩罚。法家主张帝王对国家的整体统治，而且
一定要赏罚分明。 由于喜欢得到奖赏、畏惧惩罚是人的天性，因此在韩非子
眼里，赏、罚之术是帝王控制下属的“二柄”。 权为几用，恩自上出，雷霆雨
露，收放自如，帝王统御之“术”高深莫测。由于帝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臣
民只能俯首帖耳，听从帝王的指令。法家所说的“势”，包括权力和威势，属
于帝王的特权。在对历史上失败的统治者逐一反思之后，韩非指出权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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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韩非提出要"法势合一"，即帝王不但能制订法律，同时也拥有执法权，
才能实现"抱法处势则治"的目的。韩非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政治
体制赋予君王的权势只是自然之势，君王只有借助人为之势专权，才能拥有
无上权威。权势是君主专制和变法的基础，权势基础不牢固，“法”就成了空
中楼阁，“术”也就徒有虚名。因此，只有加强手中的权力，君王才能让天下
百姓俯首称臣，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韩非认为“势”才是“法”、“术”、“势”
三者的核心。由于迎合了统治阶级治理国家、驯化臣民的需要，韩非子的法
家思想倍受历代帝王的推崇，为专权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德行领导的文化源自儒家思想，与德治、典范、礼治和人治思想有关。
儒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把修身放在首要位置，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孔子认为君王应该用美德来感化人民，治理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让人
心归服，实现德治的目的。中国社会传统上属于人治社会，法律的约束力相
对较差，因此统治者寄希望于各级官吏的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依靠道德标准
来约束官吏的行为。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儒家
追求人格的完美，认为理想人格应该达到上古时期三皇五帝那样的圣人标准。
在儒家弟子心目中，圣人就是为人处世的楷模和典范。因此学习圣人，成为
圣人，并且教育他人朝着圣贤之辈看齐是儒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冯友兰先
生在中国哲学史简编中说，儒家学说就是教人成为圣贤的学说。在华人组织
体系中，领导者只有加强自身修养，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才能让下属心悦
诚服并认同效法。
仁慈领导的文化渊源来自于儒家思想中的“仁”。在儒家学说中，“仁”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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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丰富，其重点就是教育人们要爱人。领导者只有常怀仁慈之心，才能换取
下属的报恩行为。
2.1.4 家长式领导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家长式领导的影响具有多层次混合效应。威权、仁慈、德行三个维度既
有独立性，彼此之间又可以产生交互效应。郑伯埙等(2000)认为家长式领导
的效能是建立在领导者、部属对自己角色的认同以及部属的追随之上。郑伯
埙的团队和台湾的其他一些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指出家长式领导的三
个维度威权、仁慈、德行对下属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对下属的态度和行为方面
的影响。
Figure 2.2：家长式领导三元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部属的影响
领导行为

德行领导

威权领导

仁慈领导

认同效法
敬畏顺从

感恩图报

资料来源： 根据 Farh 等（2000） 整理。
Table 2.3 为郑伯埙（1995a）和 Farh & Cheng（2000）修订的家长式
领导行为与部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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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3：家长式领导行为与部署反应
领导行为

部署反应
敬畏顺从
—顺从行为

威权领导
—专权作风

‧公开附和

‧不愿授权

‧不公开冲突

‧下行沟通

‧不唱反调
—服从行为

‧独享信息
‧严密控制
—贬抑部署能力

‧无条件接受指派
‧忠于领导者

‧漠视建议

‧信任领导者
—敬畏行为

‧贬抑贡献
—形象整饰

‧表现尊敬

‧维护尊严

‧表现畏惧
—羞愧行为

‧表现信心
‧操控消息
—教诲行为

‧勇于认错
‧聆听教诲

‧要求高绩效

‧改过迁善

‧斥责低绩效
‧提供指导
仁慈领导
—个别照顾

感恩图报
—感恩

‧视为家人
保障工作

‧缅怀恩情
‧感念领导者

‧急难帮助

—图报

‧整体照顾

‧牺牲小我

‧鼓励辅导
—维护面子

‧表现敬业

‧避免羞辱

‧勤奋工作

‧符合期望

‧预留余地

认同效法
—认同

德行领导
—公私分明

‧认同价值与目标

‧一视同仁

‧内化价值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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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

‧牺牲私利
—以身作则

‧模仿领导者行为

‧作为表率

资料来源：修正自郑伯埙（1995a），Farh & Cheng（2000）

Farh 等(2008)剔除了威权领导的部分负面条目，如“漠视建议”、“贬抑贡
献”, 增加了“严格纪律”;对“不愿授权”和“下行沟通”进行了调整, 改为“在关键
问题上坚持做最后的决定”等。同时在仁慈领导方面添加了“工作领域的个别
化关怀”，德行领导方面添加了“尽职”和“操守”。

Table 2.4：Farh（2005）修订后的家长式领导与下属的心理反应

家长式领导（2005）

下属心理反应（2005）

威权领导

害怕怨恨



专权作风



害怕



声誉建设



愤怒



严格要求

仁慈领导

感恩图报



非工作领域个人关怀



感恩



工作领域个人关怀



感恩

德行领导

认同效法



无私



认同



工作努力



效法



个人品质

资料来源： 根据 Farh 等（2008） 整理。

Farh 和 Cheng 的上述研究基本厘清了家长式领导三种领导风格与下属
的互动关系，为此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是 Farh 和 Chen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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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然带有一定片面性和局限性。根据社会交换理论，领导方式会引起下
属的效仿。也就是说不仅积极的领导方式（如德行领导）会引起下属的认同
效法，消极的领导方式（如威权领导）也有可能成为下属模仿的对象。此外，
特权感水平高的人往往不知道感恩，认为别人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仁
慈领导的施恩行为未必引起下属的感恩图报。事实上，历史和现实当中知恩
不报、恩将仇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企业管理实践也不例外。
学者们对家长式领导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基本上采用主效应模型
和中介效应模型模型分别从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进行检验，而调节效应
模型则以个体特征变量为主。
对主效应模型的检验，以家长式领导三种领导风格为前因变量，对应的
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态度、行为、认知和情感等；团队层面的变量包括响团
队有效性（陈璐等，2012）、团队战略决策效果（陈璐等，2010）、团队行
为整合（逢晓霞等，2012）、团队成员创造力（陈璐等，2014）和团队工作
绩效（高昂等，2014）；涉及组织层面的研究较少，采用的结果变量有组织
学习创新（傅晓等，2012）、组织创新绩效（杨国亮等，2012）、企业绩效
（任金刚等，2004）。
在主效应模型的检验结论方面，虽然学者们的研究一致表明仁慈领导、
德行领导能够正向影响个体态度和行为，而威权领导除了与少数结果变量(如
认同效法与顺从无违)正相关外(Cheng, Chou,Huang, Wu, & Farh, 2004; 郑
伯埙等, 2003),它与大多数结果变量(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留职意愿、组
织 公 正 感 等 ) 都 呈 负 相 关 关 系 (Chen & Farh,2010; Farh, Cheng,
Chou,&Chu,2006; 郑 伯 埙 , 谢 佩 鸳 , 周 丽 芳 , 2002; 周 浩 , 龙 立 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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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但不能由此就判定德行和仁慈领导是比威权领导更有效。事实
也证明了最有效的领导者是“仁慈的独裁者”。
在中介效应模型方面，港台和大陆的学者们主要采用一些个体、团队和
组织层面心理变量。例如樊景立等（2000)分别以“依赖服从”为威权领导的中
介变量、“尊敬认同”为德行领导的中介变量、“感恩图报”为仁慈领导的中介变
量检测了其中介作用； Chou（2012) 以程序不公平和不信任、李财德等
（2011）和魏蕾等（2010)以心理授权为中介变量进行了相关个体层面的研
究；陈璐等（2012）以团队凝聚力在威权领导与团队有效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组织层面 Erben 等(2008)研究表明伦理氛围在仁慈领导与情感承诺之间起中
介作用。
对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主要采用个体特征变量。研究表明，领导才能
调节家长式领导有效性（Chou et al.，2005），部属的资源依赖性调节威权
领导与部署畏惧之间的关系（Farh et al.，2006）。
樊景立等（2000）指出威权、仁慈和德行领导风格是通过不同心理机制
对员工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的，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可以分开
进行探讨。因此在西方领导理论研究范式下，引入新的中介和结果变量对威
权领导的影响进行探讨，能够提供不同的理论视角。
2.2 威权领导
2.2.1 威权领导的概念及修订
“威权”，顾名思义即威势和权力。对于“威”这个字，《释名·释言语》上
这样解释： “威，畏也，可畏惧也”。在组织情境中，“威权”指的是领导者要
凭借权力形成下属畏惧心理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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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领导具有专权、独裁和显示威严等鲜明的专制特色，这明显不符合
西方社会民主平等的观念。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西方学术界长期对威权领导
这一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行为持有偏见和误解，一度认为威权领导是一种低效
能甚至负向的领导行为。威权领导是一种高度命令式、运用惩罚和独裁的领
导方式（Schriesheim et al.，1976）。
樊景立等(2000) 将威权领导定义为领导者强调个人绝对权威和对下属
严密控制，并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其命令。Cheng 等（2000）将威权领导划
分为专权作风、贬抑部属能力、形象整饰、教诲行为。专权作风是指领导者
高度集权，不放权给下属，对下属发号施令且严密控制；贬抑下属的能力是
指领导者刻意忽视下属的建议和对企业的贡献；形象整饰表现为领导者为了
维护自身权威而有计划性地操控相关信息；教诲行为是指领导者重视下属的
绩效水平，对低绩效的下属严加斥责并给予指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企业的管理逐渐与西方接轨，现代企业的
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公司章程等借鉴甚至直接采用西方模式。与此同时，
企业领导者也在积极顺应管理现代化的要求，更加注重系统化、科学化、规
范化和人性化管理，用规章制度和精细化管理考核和约束员工的行为。在现
代化浪潮的冲击性，威权领导的一些负向作用不断弱化。
鉴于威权领导构念原有的一些偏激成分已经脱离现代企业管理的实际情
况，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做出修订。Farh 等(2008) 在删减了部分消极含义
的条目后，把威权领导修订为威权与控制、建立声誉、严明纪律三个维度。
周婉如等（2010）把威权领导内涵划分为专权与尚严两个方面。专权指领导
者对人的控制，强调权威和对下属严格控制，促使下属绝对服从；尚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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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任务的控制，强调高绩效和严明的纪律规范。Chen 等(2012)认为威权
领导可以分为教诲规劝式领导和独裁领导，教诲规劝式领导通过指导下属工
作、提高认知能力以便下属更好地实现绩效目标，独裁领导的自我服务导向
的归因对下属的绩效和工作任务产生负向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采用删减或
者重新设计的量表，威权领导效应影响结果将与之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樊景立等(2000)对威权领导的定义没有指出中国组织情境下集体主义的
因素，在概念只体现了领导者—下属之间个体层面的关系，忽略了威权领导
与组织的关系。事实上，威权领导不仅强调对某一个下属的权威，更强调对
整个组织的绝对控制，林姿葶等(2014)对家长式领导概念的修订就关注到了
组织层面。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组织的规章制度、公约、法规一般来
说，可以有效改善人们的态度。勒温的有关实验验证了上述观点。樊景立等
（2000）认为在现今社会，相较于个人权威，面对规范或价值等非个人权威
时，下属较不会对其产生抗拒之心。与单纯凭借权势在组织成员面前展示威
严相比，威权领导如果能够引导组织成员习惯于服从组织规则或者决策，并
借助组织规章制度、团队或组织决策等措施树立威信，领导效果更好。
2.2.2 威权领导有效性及作用机制
组织体系里的领导行为，既包括针对个体的领导行为，也包括针对团队
和组织的领导行为。因此，威权领导有效性与研究层次有关，不同层次的有
效性可能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迄今为止，学术界在威权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结论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在“威权领导”的定义、认
识和理解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偏差。孙雨晴等（2018）对威权领导效应悖论的
23

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索，认为不同研究对于威权领导内涵认识的不一致
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统计检验、研究背景以及研究设计等方面的
差异也使得威权领导在不同研究中出现不同效应结果。以下总结了有关威权
领导研究结论存在争议的原因：1.威权领导概念及结构的分歧；2.组织情境
不同；3.研究层次不同；4.选取样本不同；5.威权领导者除职位权力以外的非
强制性因素（如德行和仁慈）。
在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组织体系里，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组织目
标，而不是满足员工需求。在组织目标和个体利益之间，中国领导者提倡“舍
小家顾大家”，更倾向于牺牲个体利益。例如，威权领导斥责下属低绩效的行
为可能会降低下属的工作满意度，但却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因此，大量研
究以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衡量威权领导的有效性与否，带有一定片面性。今后
应该尝试同步探讨威权领导在个体、团队或组织层面的有效性，并将不同层
面的结论做对比分析，这或许有助于加深对威权领导有效性的理解，并解决
部分争议。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威权领导者不仅大权独揽，控制着组织事关重大的
决策权，还强调在组织不容挑战的权力地位及对员工的绝对控制和支配。从
领导特性与有效性关系方面分析，威权、德行和仁慈领导都拥有组织赋予的
职位权力，德行和仁慈为什么不能让下属产生畏惧的心理呢？韩非子认为领
导者的“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即领导者的职位权力，人为
之势即领导者要集中权力、严明法治、严密监控下属、控制下属行为并保持
对下属的强大威势。
Farh 等（2008）指出在家长式领导的八种类型中，高威高德高仁的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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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领导通过同时采用三种类型的心理机制来激励部属，是真正的家长式领导。
与其它七种类型的领导比较，明主型领导是相对有效的一种领导方式。这为
威权领导有效性的提高指明了方向，即领导者要“恩、威、德”三者并重。
Cheng（2000）的研究指出下属的心理反应可以作为家长式领导有效的
中介变量。个体层面的中介变量以心理认知为主，包括敬畏顺从、程序不公
平和不信任、沉默行为、信任、组织自尊、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心理安全感 、组织支持等；团队层面的有通过团队冲突、关怀型伦理气氛、
领导—成员交换与团队—成员交换、团队自省性、团队凝聚力、团队效能等。
涉及威权领导研究的个体层面结果变量，有态度（工作投入、留任意愿、
工作满意度、内在工作满意度、防御和促进焦点等）；行为（绩效、员工创
造力、工作场所偏离行为、建言行为、沉默行为、前瞻行为、创新行为、偏
差行为等）；认知（公平、工作动机、下属组织公正感、工作疏离感等）；
情感（依赖顺从、心理健康）。团队层面的结果变量包括团队战略决策效果、
团队创造力、团队有效性、团队工作绩效。涉及组织层面的威权领导研究不
多见，因而结果变量相对较少。于海波等( 2009) 认为威权领导与组织学习
正向相关。王少杰等（2018）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结果表明威权领导与新
生代员工之间的匹配程度比较好。
有关威权领导的调节变量可以按照员工特性与领导特性进行分类，员工
特性的变量有组织政治知觉、责任感、员工情绪智力、权威和集体主义取向、
员工主动性人格、下属权力距离、资源依赖、员工传统性、工作嵌入等，领
导特性的变量有领导才能、领导者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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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几年有关威权领导的研究文献分析，李锡元等（2018）的研究表
明威权领导对时间侵占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情绪耗竭在威权领导和员工时
间侵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嵌入正向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情绪耗竭的
关系和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刘冰等( 2017)研究发现，领导者在组织中展现
的威权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发生。
Table 2.5 总结了学者从不同层面开展的威权领导与变量和影响效果之
间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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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5 威权领导实证研究
研究样本
研究者

研究层面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影响效果

员工的创造力
时间侵占（偏差行为的一种类
型）

对象

地区

张怡凡等（2019）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心理依赖

主动性人格

李锡元等（2018）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情绪耗竭

工作嵌入

马 璐( 2018)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创新自我效能感

员工创新行为

李宗波( 2018)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情感信任

权力距离

员工沉默行为

刘冰等( 2017)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自利导向伦理氛围
规则导向伦理氛围

威权领导和仁慈领导、
德行领导的交互作用

员工职场偏差行为

于桂兰等( 2016)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员工沉默行为

组织政治知觉、责任感

员工绩效

景保峰( 2015)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组织自尊

员工主动性人格

员工建言

张亚军( 2015)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员工传统性

隐性知识共享

杨五洲( 2014)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

员工情绪智力

工作投入

李锐等( 2014)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对领导信任

权威和集体主义取向

前瞻行为

Chen 等( 2014)

领导—员工

中国台湾

个体层面

情感信任

\

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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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立荣等( 2014)

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组织支持

\

工作疏离感

Chan 等( 2013)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组织自尊

\

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

周建涛等( 2012)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心理授权

下属权力距离

员工建言行为

储小平等( 2012)

领导—经理人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情感信任

资源依赖

反馈寻求行为

张燕等( 2012)

领导—员工

中国大陆

个体层面

对领导信任程度

下属权力距离

组织公民行为

樊景立等( 2000)

领导—员工

中国台湾

个体层面

敬畏顺从

\

李嘉等( 2018)

团队主管—团队成员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下属对领导的信任

领导工作投入

团队建言氛围

刘冰等( 2017)

团队主管—团队成员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关怀型伦理气氛

互动公平

员工主动性行为

石冠峰等( 2014)

工作团队成员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团队自省性

\

团队创造力

邱功英等( 2014)

团队领导-团队成员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领导－成员交换
团队－成员交换

关系流行度

建言上司、建言同事

高昂等( 2014)

团队领导-团队成员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团队效能

领导才能

团队工作绩效

陈璐等( 2012)

TMT 成员、CEO、中层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团队凝聚力

\

团队有效性

陈璐等( 2010)

高管团队成员—CEO

中国大陆

团队层面

情绪冲突

\

团队战略决策效果

王少杰等（2018）

领导—新生代员工

中国大陆

组织层面

\

\

组织及组织成员的行为

数据来源: 部分内容采自宋金城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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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理特权
2.3.1 心理特权感的概念、主要特征和结构维度
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往往抱有过高的期望，而且做出自私自利的行
为。如在工作中好高骛远而不愿付诸行动，但希望获得比他人更高的薪酬
和待遇。一旦出现问题就爱推脱掉所有责任，怪罪于他人或外界因素，而
不敢承认自己无能的一面。这些都源于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心理特权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PE）。心理特权是一种稳定的、普遍的感觉，
即一个人感觉自己应该并且有权力比别人得到的更多（Campbell, et al.,
2004）。
特权感通常与自恋相关(Emmons, 1984, 1987),白宝玉等（2017）认
为心理特权和自恋关系紧密，最初甚至被看作是自恋的基本特征之一。
Wink（1991）认为自恋可以分为显性自恋(overt narcissism)和隐性自恋
(covert narcissism)，郑涌等(2005)进一步将显性自恋细分为权欲、优越感、
特权感和自我钦羡，隐性自恋细分为易感质、特权感和自我钦羡。根据以
上对自恋的分类，可以看出特权感是自恋结构中反映人际关系的维度，具
体表现为拥有特权感心理的人在社交过程中，总有一种利用、剥削式的占
便宜的心理，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受到尊重和优待，得到的应该比别人更
多。这种人一向抱有优越感的心理，自认为高人一等，自己处处应该受到
他人的赞美。例如有些没有额外贡献的员工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额外奖励
（Campbell, et al., 2004）。有些顾客抱着“顾客就是上帝”的态度，在商场
购物时向售货员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服务。有的乘客在航班延误时，如
果感觉航空公司通过的服务没有满足其心愿，就情绪失控，与机场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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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或乘务员发生冲突。许多感情纠纷，是因为恋爱或者婚姻中的一方，想
当然地认为对方的一切都应该属于自己。另外在职场中有一些特立独行的
年轻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爱耍小脾气，自控能力差，不踏踏实实工
作，受到领导的批评或者遇到挫折，不是进行认真自我反省，从自身找问
题， 反而将问题都归罪于他人。根据场所的不同，心理特权可以划分为职
场特权感、消费者特权感和学业特权感等，工作场所的心理特权被称为职
场特权感。“基于历史回顾和管理文献中对‘entitlement’一词的使用，我们
将员工特权感定义为在雇佣关系中的个人所期望的薪酬, 但这种薪酬与员
工的实际绩效无关” (Naumann et al.，2002)。
现 在 人 们 往 往 对 文 献 中 经 常 提 及 的 “ 心 理 特 权 ”(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PE) 、“特权感”（entitlement）、和“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
这几个概念经常混淆不清。在精神分析领域，“心理特权”(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PE) 与“特权感”（entitlement）是同一个概念，都属于自恋结
构中带有病态性的单一结构的维度。而“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则是一
个跨学科的概念，在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多个领域中广泛使用，所以其外延、内涵和结构远比特权感复杂得多。就心
理学研究领域而言，“权力感”有两层含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权力感”属于正
常的心理范围，强调它和人际关系、公平及诉求的合理化之间的联系（比如，
纳税人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的权力）。而精神分析层面的“权力感”被
视为自恋的一个维度，是单一维度结构的病态性心理学概念。本研究中涉及
的心理特权属于精神分析层面的“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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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心理特权的前因变量
人们对于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权利感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在心理学领域，
关于病态性的权力感研究则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个体的心理特权是先天性
的，还是后天形成的，直到近年的一些研究才给出定论。谢晓非等(2013)
认为心理特权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而是个体对于自身拥有权利的
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知觉。
在影响心理特权的前因变量中，既有个体内在因素，也有外部情境因
素。个体因素包含自我认知水平、同理心、主观建构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等，
情境因素则包含成长过程、教育方法、依恋类型、经济条件、组织情境等。
影响心理特权的个体因素主要与个体的自我认知类概念有关，以往研究
表明，当个体感觉到期望明显落空时,随之会引发个体的高水平特权感心理。
Miller（2001)的研究认为心理特权与没有受到他人尊重有关, Major（1994) 的
研究认为心理特权与没有受到平等对待有关。在某种情境下他人的自私行为
会提高个体的心理特权感水平, 个体会觉得今后自己应该拥有获得更多好处
并回避损失的权利，从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倾向于做出自私行为（Zitek et al.，
2010）。LYNNE C. VINCENT（2016）的研究表明创造性角色认同会增强
一个人的心理特权水平，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
在中国，个体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教育是形成个体特权感的重要因素。自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的中心，几乎独占了家
庭中所有的优势资源，如经济支出、教育培训、饮食起居、情感等，很多孩
子就是在众多家长溺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步入社会后，也抱有同
样的心理，自己应该得到他人的眷顾。个人心理的形成与家庭成长环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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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家长管教不当容易形成子女的自恋心理。管教不当包括养育不足和养
育过度。养育不足就是家长无视子女的自尊心，严加约束或当众斥责子女的
行为、过分压制子女的需求。子女的愿望不能实现，于是只能寄希望于虚幻
的世界，逐渐形成极端自恋或防御性自恋的心理。与之相反，如果家长过分
溺爱子女，对子女提出的各种要求都百依百顺，无条件满足，则容易造成孩
子过分关注自我，成为任性自私的“小皇帝”。在养育过度环境下成长的孩子
养成“巨婴”心理，成年之后也不懂得理解他人，很难顺利融入社会。Grubbs
的合作者Jean Twenge指出，父母要想防止子女养成特权感，就要对子女强
调努力的重要性。
在组织中，影响个体心理特权的因素包括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情境因
素涉及到与个体有直接工作关系的组织成员行为，即领导行为、同事行为或
者团队、组织的某些特征。例如辱虐管理、威权领导、领导的不当督导、组
织公平感和组织伦理氛围等变量。个体因素主要有生活经历、教养方式、依
恋类型、社会经济地位、组织环境等, 个体内在因素主要有自我同情、主观
建构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等。
2.3.3 心理特权的结果变量
综合分析有关心理特权的文献，大量研究都表明个体的消极行为与心理
特权有关。心理特权水平高的员工会有夸大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觉得自己比
其他人更出众，更值得得到表扬和奖励。拥有心理特权感的员工可能会发现，
他们认为自己期望得到的东西与他们实际从组织得到的回报之间存在着巨大
差异(Exline et al., 2004)。这反过来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心理特权感，促使他
们在期望落空后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愤怒、极度失望和焦虑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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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职场特权感高的员工一般期望过高, 不能正确理解工作责任, 因而受到指
责时更容易产生敌意(Campbell et al., 2004)。Harvey & Martinko（2009)的
研究结果指出，即拥有心理特权的个人倾向于把积极的结果归功于自己，把
消极的事件归咎于他人，而忽视了与这种观念相互矛盾的因果信息，这会导
致个人工作态度过于消极，并且心理权利水平较高的参与者与主管发生冲突
的程度较高。Harvey & Harris（2010)的研究表明,拥有心理特权感的员工通
过参与侮辱和散布有关同事的谣言等辱虐行为，以应对与工作相关的挫折感。
他们推测这种挫折源于这些拥有心理特权的员工对同事所获得奖励的不公平
感知，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比同事更优越。因此，职场偏差行为作为工作场所
中的一种主要消极行为，很可能与员工心理特权有关。
2.4 偏差行为
2.4.1 职场偏差行为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职场偏差行为（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是员工违背组织规范，
并因此损害组织及其成员利益的自发行为( Robinson ＆ Bennett，1995)。
在组织规范中，既包括有明文规定的企业规章制度、工作纪律，也包括不成
文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形象、企业作风等社会规范。员工自发违背组织规范
或者是出于对组织规范不认可的原因，或者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蓄意行为。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违反组织规范行为给出的定义也不尽相
同，如反生产行为（Spector ＆ Fox，2002）、反社会行为(Giacalone ＆
Greenberg,1997)、偏差行为(Robinson ＆ Bennett，1995)、组织的不道德
行为(Moberg,1997)、组织的不良行为(ardi＆ener,1996)、职场攻击行为 (o'
Leary-Kelly,1996)、组织报复行为 (Skarlicki ＆ Folger,1997)等。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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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ennett对违反组织规范的不同行为进行了系统科学地分类，提出了工作场
所偏差行为的概念。在所有对违反组织规范行为的研究当中，Robinson和
Bennett关于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理论构念清晰、概念精准、而且外延和内涵
比较丰富、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在研究中经常被其他学者采用。
职场偏差行为作为组织中的一种负向行为，具有自发性、普遍性、多样
性、危害性和隐蔽性等主要特征。职场偏差行为最终会损害到组织和其他成
员的利益，导致企业成本增加、破坏组织和谐、引发员工负性情绪和离职率
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2.4.2 职场偏差行为的分类及结构
职场偏差行为一度被有些学者视为单维度结构，如组织报复行为 。
Wheeler(1976)根据偏差行为情节的轻重进行了划分，将欺骗、怠工、迟到
早退、占小便宜等对企业造成损害相对较小的行为称之为非严重违规偏差行
为,而将盗窃、破坏、攻击和欺诈等对企业损害比较大的行为称之为严重违规
偏差行为。而根据行为的指向性，偏差行可为分为财产型偏差行为和生产型
偏差行为（Hollinger et al.，1982）。
以上研究分类只涉及到了组织层面，因而分类范围不够广泛。职场偏差
行为包括组织导向的偏差行为和人际导向的偏差行为，其中组织导向的偏差
行为涵盖了Hollinger等的财产型偏差行为和生产型偏差行为，如职务侵占、
虚假报销、工作时违规饮酒或服用违禁药品、白白耗费企业资源、懈怠懒惰、
怠工旷工、泄露组织机密等。人际导向的偏差行为指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
如背后对同事说三道四、取笑中伤、谩骂戏弄同事、在工作中采取消极合作
的态度等( Bennett ＆ Robins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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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职场偏差行为之间有一定关联性，但是组织导向的偏差行为与
人际导向的偏差行为存在明显的差异，Robinson和Bennett开发的偏差行为
量表也将这两类偏差行为分别进行测量，很多学者也将偏差行为视为二维结
构。
2.4.3 职场偏差行为的前因变量
（1）个体因素。引起职场偏差行为的个体因素有个体认知、人口统计变
量、大五模型、个体特质等。例如有研究表明，员工的沮丧、焦虑的负性情
绪与感知的工作压力有关（Spector & Fox ， 2005)，而这些负性情绪能够
引发职场偏差行为。
（2）情境因素。Martin（2016）认为情境因素可以导致职场偏差行为，
这些情境因素包括工作特征、组织伦理氛围、绩效考核、薪酬制度、领导风
格等。例如，领导风格与职场偏差行为有关（Mawritz et al.，2016），Thornton
（2016）认为组织氛围能够影响职场偏差行为。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关注的
了领导风格对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例如刘冰等（2017）的研究指出中国情
境下威权型领导能够正向刺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产生，颜爱民等（2010）
的研究指出，上司不当督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到职场偏差行为的正向作用，例如打举报领导或组织
成员经济犯罪或滥用职权问题，虽然对组织成员造成伤害，但却有利于组织
利益。此外，组织中的一些规范未必完全合理，例如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经常
性加班和临时加班现象，很多企业借口财务管理制度等原因不给员工加班费，
企业这些有违劳动法规的不成文规定无形中会引起员工的不满情绪。因此，
由于不合理的组织规范或不当的领导方式引起的职场偏差行为应该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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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权力依赖
2.5.1 组织中权力和依赖的概念
权力是组织行为学重点研究对象。学者们早期对权力的定义过于简单，
仅从领导者或者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权力的作用。例如 Russell(1938)认为权力
是产生预期结果的一个过程， Bierstedt(1950)认为权力是行使某种力量的能
力，Weber (1954)将权力与组织联系起来,认为权力就是把自己的意愿施加于
他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随后的学者关注到了被领导者在权力过程中的作用，
对权力的定义体现出领导者—下属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者将权力定义为
通过控制资源或操控惩罚来改变他人状态的能力（Fiske, 2010; Magee

&

Galinsky, 2008）。Bass(1960)把组织中权力分为个人权力(personal power)
和职位权力(positional power), 个人权力来自于人格魅力和专业特长，有参
照权力和专家权力等，职位权力是指奖惩权力和法定权力。
权力是使人控制有价值资源，对环境依赖程度低，受环境束缚小，改变
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Fiske et al.，2007）。与此相反，在组织体系中，
没有权力或者权力地位较低的成员，对环境依赖的程度较高，行为受制于掌
权者，这种权力不平等造成成员之间地位不平等，并且拉大了成员之间的心
理距离。总之，现有的关于权力的研究聚焦在强势个体行为对弱势个体的不
对等影响(Keltner et al.,2003)。
在组织行为中，依赖尤其是下属依赖是一种普遍现象，管理学对依赖的
研究主要有资源依赖和路径依赖等。Kark Ｒ（2003）认为下属依赖( Follower
Dependency)就是对领导的依赖(Dependency on the Leader) 。由于领导者
掌控着组织资源的支配权，下属对领导者的依赖关系从本质上属于下属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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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构成领导者对下属行使权力的基础。许芳（2007）
认为只有当领导者拥有的资源对下属很重要、或稀缺、或不可替代时，下属
对领导的依赖才会增强，进而强化对领导权力的感知。
2.5.2 权力依赖
权力依赖是指下属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对上级领导的依赖关系，属于资
源依赖理论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下属对领导产生依赖的原因来自于领导者
的权力，因此从本质上说下属依赖就是权力依赖。领导者掌握着组织资源分
配的权力，下属想获得这些资源，就要努力与领导者保持良好的组织关系和
个人关系。Blau（1974）认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一个理智的下属的表现会
符合主管的期望，从而获得所需资源的行为。
Bass（1985）指出领导与下属的关系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社会交换关
系中的一方根据另一方的表现会判断出做出某种行为能否得到相应回报
（Settoon et al.，1996）。Pfeffer（1992）认为资源分配的权力迫使下属服
从领导，这种服从既是必须的，也是自愿的。领导者拥有组织资源分配的权
力，会根据下属的工作表现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给予有差别的组织资源支持，
依赖下属实现组织目标；下属要依赖上级领导的组织资源支持获得更好的工
作表现、得到更多福利和升迁机会，因此会服从上级领导指挥。可见领导者
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依赖关系，通常下属对领导者的依赖性更
强一些。
Emerson（1962）提出了权力依赖的概念，认为组织中的权力依赖属于
下属和领导者这两者之间的依赖。杨国枢（1993）权威取向是中国人的社会
取向特征，部署对上司的心理与行为的依赖是一种“权威依赖”。 权力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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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就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所看重的目标和资源的控制(Wee et al.，2017）。
在中国组织情境中，领导者高度集权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领导者掌握
着组织核心资源，决定着组织成员的绩效考核、薪酬待遇、学习培训、提拔
晋升甚至最基本的工作资源。相对于上级领导，下属始终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下属只有依附于领导，对领导的指示命令言听计从，才能获得领导者的认可
和情感信任，最终得到更多福利和升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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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威权领导掌握着组织资源的支配权，拥有组织赋予的命令、奖励和惩罚
员工等合法权力，倾向于独自决策，排斥员工的建议，要求员工必须服从命
令，并且表现一定要超过其它部门，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斥责甚至惩罚，这
会引起员工强烈的失落感，从而产生不满、愤怒、害怕和羞愧等心理。
心理特权水平高的个体通常拥有积极的自我认知(Naumann et al.,2002),
但心理特权水平高的个体所持有的积极的自我认知缺乏现实基础(Brouer et
al., 2011)。心理特权水平高的下属通常对领导者抱有过高的期望，当期望出
现巨大偏差或者落空时，员工往往产生失落、不满和愤怒的负性情绪。如果
员工这种负性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缓解，就很有可能升级为狂怒的极端情绪，
引发谩骂、攻击或破坏等一系列职场偏差行为。
Richard（1962）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指出员工和领导者的关系是一种
权力依赖关系，并提出了权力依赖理论。威权领导不仅控制着组织中的权力
资源，还严密控制着员工行为。领导者对员工的岗位安排、绩效表现、学习
培训、加薪和职位晋升等关键环节上都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因此员工为了
工作的提升，更趋向于依赖领导。Farmer(2005)提出了认同—依赖理论（I
dentity-Dependence Model），认为领导者拥有制度性权力和非制度性权力，
当这些权力能够满足下属期望和角色认同时，领导就有权力控制下属。员工
心理状态的差异会显著影响领导力的作用过程,且与个体自我概念相关的变
量能有效调节领导与成员的关系（LORD et al.，2001）。因此，本研究将权
力依赖作为调节变量，探讨权力依赖是否能够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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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假设
3.1.1 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
威权领导被视为组织体系里的一种不良领导行为，与职场偏差行为密切
相关。作为一种命令式的领导行为，威权式领导者表现出对下属具有绝对的
权威，倾向于独自做出决策，要求下属无条件服从，沟通方式为上级对下级
的单向沟通；领导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往往会隐匿自己的行为，以和员工
保持距离；领导者会为下属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和高的绩效标准，对不遵守
纪律和绩效表现差者进行批评，让员工按照自己的指导进一步完成任务（Farh，
2000）。换句话说，如果下属绩效水平达不到领导的要求，就会受到领导的
严厉斥责，甚至受到惩罚。
赵安安等( 2005)的研究指出威权领导是一种工作压力来源，能带给员工
很大生理压力，威权领导与员工工作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在郑伯埙等( 2000)
开发的威权领导测量量表中，就有由员工填写的“与我的直属领导一起工作时，
他(她)带给我很大的压力”题项。员工在威权领导面前表现的敬畏顺从并未是
真正的心悦诚服，可能只是出于害怕的心理克制住“怒不可遏”的情绪，而选
择了“忍气吞声”。但是在威权领导行为的重压之下，员工很可能会产生更多
发泄不满情绪的动机，做出违反组织规则的行为。吴宗佑等(2002)的研究表
明, 威权领导的一些做法, 如经常性地对员工做出公开指责及训示(辱虐管理
行为的一种), 可能会让员工觉得受到羞辱与不受尊重, 对领导产生愤怒等负
面情绪, 并以消极怠工形式表现出来。
Spector ＆ Fox（2005）基于攻击性行为与工作压力的相关性研究构建
了压力源—情绪模型，该模型指出了个体产生压力的情境—压力的感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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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负性情绪—偏差行为的影响作用过程。这表明组织情境的压力源能够带
给员工心理压力，引发负性情绪，最终导致员工实施一些违反组织规范的行
为。
威权领导高高在上、独断专行权和高绩效的要求给员工带来很大心理压
力，破坏员工的互动公平感知，并造成员工负面的情绪。员工的低满意度、
不公平感、模仿及追求刺激等都可能导致员工进行组织偏差行为( Bennett＆
Robinson，2000)。员工会将这种负面心理体验迅速转化到工作行为中，做
出怠工、耗费企业资源、中伤谩骂同事等各类职场偏差行为。如刘冰等（2017）
认为威权领导是一种不友善的领导行为，会引起员工效仿从而对组织及人际
做出偏差行为；威权领导是一种负向领导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威权领导与员
工的职场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Jiang et al.，2017）。
从当前企业用工的实际情况来看，“90后”员工已经成为基层员工的主力
军和中坚力量。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上尊下卑”、尊重并服从上级领导的
观念不同，“90后”员工普遍个性张扬、追求平等并蔑视权威。 “周文杰等（2013）
认为“90后”面临传统瓦解而信仰缺乏，具有眼光挑剔、个性独立而挑战权威、
自尊心强而逆境商低和科技导向与创新力强等特征。廖晓明等（2017）根据
文献总结出了“90后”新生代员工具有以下特征：自主性强，成就意识强烈；
独立性强，团队意识薄弱；流动性强，组织忠诚度低；知识面广，专业技能
薄弱。 与“70后”和“80后”的老员工相比，这些“90后”员工责任意识较差，对
企业忠诚度较低，更难于管理。因此，在面对威权型主管时，这些“90后”员
工更容易做出各种职场偏差行为。
根据Bies&Moag（1986）提出的互动公平理论，员工在与上级的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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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追求的是互动公平待遇，并希望对方在交往过程中给予相应的尊重。Bies
等人认为程序公平从制度上保证了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双向沟通的实现, 互
动公平则侧重于这种沟通的恰当方式。威权领导是一种单向沟通的领导行为，
沟通方式为上级对下级的单向沟通。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和Meeker(1971)提出
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如果员工在工作中出现负性心理感知，就容易做出
负面反馈行为。当组织或管理者从事不公正的决策时, 会引发员工不满的情
绪(生气和愤怒) ,他们会从事违反组织规则的行为 , 来平复心中的不满
（Skarlicki et al.，1999）。据此推测，我们认为职场偏差行为是员工回应威
权领导的一种负向反馈行动，即如果员工感觉没有受到尊重或者被不公平对
待，就会负向互惠主管的威权领导行为，做出损害组织或伤害其他组织成员
的违规行为，以此报复威权领导的不公平对待。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ypothesis 1：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正向相关。
3.1.2 心理特权在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龙立荣等（2004)认为中国文化注重等级制度,企业中领导者与下属之间
是一种“上尊下卑”的关系, 领导者控制了下属的各种资源和命运。威权领导不
仅控制着权力资源，还对员工施行严密控制。威权领导者对员工的岗位安排、
绩效表现、学习培训、加薪和职位晋升等关键环节上都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
员工为了申请福利、升迁和获得必要的工作资源，更趋向于依赖领导，在工
作中服从领导指挥，对领导的命令言听计从。而拥有特权感的员工，对福利、
升迁和必要的工作资源等方面有着更高的期望。
Harvey等( 2009) 认为心理特权感刻画的是个体不管实际贡献均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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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应获得优待的主观知觉。心理特权始终是对愤怒情绪的独特预测因素
（Grubbs et al.，2013)。高心理特权的个体往往具有适应不良的人格倾向，
如特质愤怒( Witte，Callahan，＆ Perez－Lopez，2002) 。心理特权水平
高的人往往固执己见，对他人抱有过高的、不合理的期望，这与基于自我的
低水平认知有关。心理特权是一种稳定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一个人对于
赞美和报酬的过高自我认知和不切实际的期望（Harvey & Harris，2010)。
这种权利感也会反映在期望的或实际的行为中（Campbell, et al., 2004）。
有关职场特权感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心理特权感的员工倾向于做出不道德
行为、高薪期望和高离职意图(Hamilton, 2003; Kets de Vries, 2006; Levine,
2005)。白宝玉等（2017）认为在已有研究中, 高水平的心理特权经常和消极
结果联系在一起。职场特权感高的员工往往会有不合理的期望, 并曲解个人
的工作责任, 更容易对他人的批评抱有敌意(Campbell et al., 2004)。Harvey
& Martinko（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强烈的心理特权与认知需求的减少和自私
自利的归因偏见有关，这种归因扭曲可以解释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和与主
管的冲突。
高心理特权者具有夸大的期望、膨胀的应得感及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特
殊的认知特点。员工高水平的心理特权感知意味着不切实际的夸大的期望，
例如不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更多的报酬，而与此相反，威权领导要求下属的高
绩效、同时对员工的低绩效的行为予以斥责甚至处罚，因此，当面对威权型
主管时，员工的期望更容易落空，更容易陷入负性情绪的漩涡，只能从重新
确认的心理特权感中获得自我安慰，从而导致心理特权感水平的不断上升。
当组织或管理者从事不公正的决策时, 会引发员工不满的情绪(生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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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他们会从事违反组织规则的行为, 来平复心中的不满（Skarlicki et al.，
1999）。而主管在员工面前展现威权行为时，容易让员工产生不公正的认知。
任迎伟等（2016）认为威权领导则强调完全的服从，只希望员工做事而不希
望员工发声，一般不会对员工进行与决策有关的解释与沟通交流，明显降低
了员工的互动公平感，因而正向预测了反生产行为。心理特权水平高的员工
总期望比别人得到更多，得到更多优待。威权领导不能平等对待员工，容易
伤害到员工的自尊，高绩效的要求往往让员工的过高期望落空，并且由于严
厉的处罚措施让员工感觉蒙受损失过重。谢晓非等（2013)认为个体会将知觉
到的权利与自己或他人的实际所得进行对比, 从而产生对于某个特定事件乃
至整个社会的公平判断, 这种比较也会影响其在特定情境下的满意度感受。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R，Hobfoll，1989)，我们推测当领导者对员工展
现出威权作风时，往往会给员工带来很大心理压力，这加剧了员工心理资源
损耗，导致抑郁的负性情绪，这与威权领导者漠视员工的建议和需求有关。
在这里，我们将职场偏差行为视为员工受到挫折后进行外部归因并进一步做
出的违反组织利益的行动。我们进一步假设，员工这种负面反馈行为会强化
自身的心理特权感。准确地说，员工夸大了自我认知，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更
好的待遇(Harvey & Harris, 2010)，他们更容易因为职场偏差行为陷入更深的
负性情绪漩涡。当员工负性情绪得不到有效缓解，内在资源面临枯竭时，员
工倾向于采取有损企业利益的行为或攻击他人的方式以维持自身的心理平衡
状态。
已有研究表明，具备较高心理特权水平的员工有获得更多资源的倾向,
但这种倾向与员工自身的努力程度无关(Zitek et al., 2010)。这种消极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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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通常会导致个体做出消极的行为，例如不道德行为(Laird et al., 2015)和
攻击行为(Campbellet al., 2004)等。在面对威权型主管时，相对于心理特权
感水平低的员工，心理特权感水平高的员工更有可能出现愤愤不平的感知，
甚至进一步引发职场偏差行为，心理特权与威权领导的交互会对员工的职场
偏差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即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越高，威权领导与职场偏
差行为的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ypothesis 2：员工心理特权的正向调节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

的正向关系，即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越高，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
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3.1.3 权力依赖在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权力是关于社会资源分配的诸多问题的核心(Campbell et al., 2004)。姜
定宇（2005)认为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程度越高，需配合和听命行事
的压力也越大，而部属也越有可能做出配合主管需求的行为。根据 Farmer
的认同—依赖理论，当领导者的权力能够满足下属期望和角色认同时，领导
就有权力控制下属。
威权领导的专权行为其实就是控制组织资源的分配权,威权领导对组织
资源中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控制力越强，对员工的心理行为的影响程度就
越高，就越能有效控制员工的心理行为。而从员工的角度分析，威权领导的
专权结果会导致员工能够直接控制的组织资源的减少，当员工控制的组织资
源不能满足其完成工作目标时，或者员工迫切需要通过领导的认可来实现自
身角色认同时，员工就不得不依赖领导提供的工作资源的支持，主动迎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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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命令和工作安排。员工对威权领导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按照威
权领导的要求高标准、高绩效的实现工作目标，就越减少职场偏差行为。
当今企业的基层员工大多在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出生长大，等级观
念和尊重领导权威的意识比较淡薄，勇于直接向领导表达内心的想法，参与
感较强，渴望得到领导者的认可和尊重。对于基层员工尤其是“90后”员工而
言，由于在单位级别低，能够占有的工作资源相对非常少，因此对威权主管
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威权领导则强调“上尊下卑”的等级规则和自身绝对的权
威，大权在握，在决策时不允许员工的参与，严密控制员工，对达不到要求
的员工予以斥责或惩罚。当员工在工作资源上对领导的依赖较低时，高威权
领导容易引发上下级之间的冲突与不满情绪( 吴宗佑等，2002) ，此时威权
领导引起的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将直接增多。具体而言，低权力依赖倾向的员
工得不到威权领导足够的工作资源支持，所以此类员工对于威权领导行为的
“容忍度”较差，权力依赖负向调节威权领导行为与职场偏差行为的正向关系
效果越弱；反之，高权力依赖倾向的员工对于威权领导行为有一定的“容忍度”，
权力依赖负向调节对威权领导行为与职场偏差行为的正向关系的调节效果越
强。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ypothesis 3：权力依赖负向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正向

关系，即员工对领导的权力依赖越强，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正相
关性越弱，反之，则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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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模型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图的理论框架：

心理特权

权力依赖

威权领导

职场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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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样本
韩宏稳（2018）的研究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具有清晰和鲜明的领导特色，
一方面强调政令统一，注重组织中强烈的纪律和权威，另一方面积极承担和
践行社会责任，对待员工表现出家长般的仁慈和德行。虽然现在大部分国有
企业已经施行了政企分开，但国企高管一般都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国有企
业的领导，受政府行政级别的影响较深，等级意识更明显，领导者对职务身
份的认同感更加强烈，因此在国企背景下探讨威权领导行为对员工心理行为
的影响更契合实际。
在中国的国有制造企业中，组织管理体系层次分明。比如在企业的最基
层的车间中，车间主任、组长和员工之间自上而下等级划分非常清晰，每个
岗位的业绩考核指标也很明确。上一级领导者负责下级的工作划分、目标责
任的制定和绩效考核，并对下级的升迁加薪、惩罚等拥有较大话语权。
本文的研究样本 A 企业和 B 企业属于重庆地区两家国有制造企业，各有
1100 多名员工。两家企业车间实行流水线作业，个别车间生产采用工业机器
人替代了人工作业，仅在电脑操作和检验环节保留了 13 名员工，对员工的
技能水平要求较高。某一个车间或者工段生产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将会直
接影响到下一个车间或工段的生产。如果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被客户退货、投
诉甚至索赔，最终将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绩效和声誉。因此，企业制订了针
对解决生产问题的现场 5S 改善措施，车间、工段出现管理或产品问题，一
律上问题墙，并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时间。对于管理和技术做出贡献的员
工，会在光荣榜上展示员工的照片，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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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的是领导和部属配对调研的方式，其中自变量（威权领导）、
中介变量（心理特权）、调节变量（权力依赖）和结果变量（职场偏差行为）
采用问卷的方法采集数据。选取样本企业职能部门的员工作为“员工”的研究
对象，而其小组长作为“领导”的研究对象（小组长通常会管理 10~15 个员工），
进行配对的问卷调研。小组长任职至少一年，抽取的员工需任职并和其主管
合作半年以上。采用开放式问卷通过对 A 企业和 B 企业（样本企业有 20 个
左右职能部门）的企业车间小组长及其所属的本部门员工配对成组取样，计
划平均每家企业发放 625 份问卷，预计回收 850 份左右的问卷，扣除一部分
无效问卷，估计实得有效问卷 780 份左右。
4.2 研究步骤
为避免同源偏差，更清楚地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样本收集分
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次组织管理研究问卷为员工问卷，涉及组长是否影响
到员工的升迁、员工有问题时是否会咨询组长等权力依赖问题的描述；第二
次问卷调查与第一次问卷调查间隔一个月左右，也是员工问卷，由员工描述
感受到的组长威权领导行为以及自身心理特权的问题；第三次调查同样与第
二次问卷调查间隔一个月左右，为组长问卷，由组长描述各种职场偏差行为。
所有问卷有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文字方面的调整，使其更符
合该企业员工的语境。
收集数据分三次进行：
第一次收集数据时间：2018 年 3 月 5 日-9 日
第二次收集数据时间：2018 年 4 月 17 日-21 日
第三次收集数据时间：2018 年 5 月 21 日-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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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调查问卷收集时间表
数据类型

采集阶段

采集时间

采集方法

评估人

评估对象

权力依赖

阶段一

2018 年 3 月 5 日~9 日

统一发放问卷

员工

威权领导

阶段二

2018 年 4 月 17 日~21

统一发放问卷

员工

员工评估小组长

统一发放问卷

员工

员工自评

统一发放问卷

小组长

员工评估与小组长的依赖关系

日
心理特权

阶段二

2018 年 4 月 17 日~21
日

偏差行为

阶段三

2018 年 5 月 21 日~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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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长评估员工职场偏差行为

4.3 测量工具
4.3.1 威权领导
威权领导的量表：考虑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量表的适合性，我们采用威
权领导量表时，主要采用cheng等( 2004) 开发的威权领导测量量表，量表共
计9个题项。量表主要采用Likert 五级测量，这五级分别为“完全没有”、“次数
较少”、“很难说”、“有些频繁”、“非常频繁”构成，分别赋值1、2、3、4、5，
分数越高，表示下属认为上级的威权领导表现越明显。
由下属对其主管进行评估。量表条目见 Table 4.2。
Table 4.2：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量表
1. 我的直属领导要求我完全服从他(她)的领导

1

2

3

4

5

2. 本单位(部门)大小事情都由我的直属领导自己独立决定

1

2

3

4

5

3. 开会时，我的直属领导都照他(她)的意思做最后的决定

1

2

3

4

5

4. 在我们面前，我的直属领导表现出威严的样子

1

2

3

4

5

5. 与我的直属领导一起工作时，他(她)带给我很大的压力

1

2

3

4

5

6. 我的直属领导采用严格的管理方法

1

2

3

4

5

7. 当任务无法达成时，我的直属领导会斥责我

1

2

3

4

5

8. 我的直属领导强调我们的表现一定要超过其他部门

1

2

3

4

5

1

2

3

4

5

我的直属领导遵照原则办事，触犯时，我会受到严厉的
9.
处罚
Cheng, B. S., Chou, L. F., Wu, T. Y., Huang, M. P.,& Farh, J. L. (2004).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 responses: Establishing a
leadership model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 (1), 8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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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心理特权

本研究采用 Campbell 等编制的心理特权量表，用于测量员工权利感的
水平。每道题采用 7 点评分：1 强烈不同意，2 不同意，3 有点不同意， 4
说不准，5 有点同意，6 同意，7 强烈同意。由员工自评作答，量表条目见
Table 4.3。
Table 4.3：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量表
1.

我真心地认为我理应比他人得到更多

1 2 3 4 5 6 7

2.

好事应该降临在我身上

1 2 3 4 5 6 7

3.

如果我生命受到威胁，我应该第一个被救

1 2 3 4 5 6 7

我一直要求得到最好的，因为我值得拥有最好的
4.

1 2 3 4 5 6 7

东西

5.

我不见得理应得到特殊的对待

1 2 3 4 5 6 7

6.

在生活中，我理应得到更多的东西

1 2 3 4 5 6 7

7.

像我这样的人，理应时不时得到额外的休息

1 2 3 4 5 6 7

8.

我觉得事情都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进行

1 2 3 4 5 6 7

9. 对于一切事物，我都感觉我有资格得到更多
1 2 3 4 5 6 7
Campbell, W. K., Bonacci, A. M., Shelton, J., Exline, J. J., & Bushman, B. J.
(2004).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and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3(1), 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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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权力依赖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 Cheng，B. S.，& Jen，C. K. (2005)的资源依赖量
表里关于权力依赖部分的问题。每道题采用 6 点评分：1 完全不同意，2 基
本不同意，3 有点不同意， 4 有点同意，5 基本同意，6 完全同意。由员
工自评作答，量表条目见 Table 4.4。
Table 4.4：Resource dependence &Emotional dependence 量表
1.我的领导对我的年薪收入有很强的影响力

1 2

3

4

5

6

2. 我的工作内容由我的领导指派

1 2

3

4

5

6

3. 我必须依赖我的领导申请福利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4. 我依赖我的领导获取必需的工作资源（工作资金
与设备）

5. 我的领导能够影响到我的升迁
1 2 3 4 5 6
Cheng, B. S., & Jen, C. K. (2005). The contingent model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Subordinate dependence and leader competence. In Annual
Meeting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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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职场偏差行为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 Bennett，R. J.，& Robinson，S. L. (2000)的量表。
每道题采用 7 点评分：1 从来没有，2 一年一次，3 一年两次， 4 一年多
次，5 每个月，6 每星期，7 每天
由组长对员工进行评估作答，量表条目见 Table 4.5。
Table 4.5： Workplace deviance 量表
1. 取笑其他同事

1

2

3

4

5

6

7

2. 中伤其他同事

1

2

3

4

5

6

7

3. 在工作中对民族、宗教、或者种族问题说三道四

1

2

3

4

5

6

7

4. 咒骂其他同事

1

2

3

4

5

6

7

5. 戏弄其他同事

1

2

3

4

5

6

7

6. 对其他同事动粗

1

2

3

4

5

6

7

7. 公开场合使其他同事难堪

1

2

3

4

5

6

7

8. 未经允许，带走公司财物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0. 报账时，伪造收据以便获得比实际花费更多的钱

1

2

3

4

5

6

7

11. 休息的次数和长度比正常的要多

1

2

3

4

5

6

7

12. 未经允许，上班迟到

1

2

3

4

5

6

7

13. 弄脏工作环境

1

2

3

4

5

6

7

14. 不遵守我的指令

1

2

3

4

5

6

7

15. 他/她会磨洋工

1

2

3

4

5

6

7

16. 泄露公司信息给其他人

1

2

3

4

5

6

7

17. 在工作中使用非法药或者喝酒

1

2

3

4

5

6

7

18. 不努力工作

1

2

3

4

5

6

7

9. 花费太多的时间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白日梦上，而不
是工作

19. 拖延工作以获得加班补贴
1 2 3 4 5 6 7
Bennett, R. J., & Robinson, S. L. (2000).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workplace devi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5(3), 349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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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 样本组织环境
本文选取的两家样本企业：A 企业和 B 企业，属于重庆地区具有代表性
的国有制造企业，有较强的配套产品生产能力和稳定的客户群体，经营业绩
和信誉良好。两江企业管理团队都比较成熟，管理制度也非常健全。两家企
业各有 1100 多名员工，
其中“90 后”员工占据了很大比例。A 企业成立于 1990
年，为重庆本地的一家老国有企业，员工队伍相对比较稳定，因此老员工人
数较多。B 企业成立于 2014 年，为重庆两江新区招商引资引入的汽车配套
生产企业，部分管理人员由母公司委派，而绝大部分一线员工是最近几年才
招聘入厂工作的“90 后”员工，这是 B 公司“90 后”员工占比远高于 A 公司的主
要原因。
A 企业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占地 263 亩，资产总额 10 亿元人民币。生
产部门分精锻分厂、车加工分厂、热处理分厂、单列磨工分厂、成品一分厂、
成品二分厂和设备工具分厂，每个分厂又分若干个班组。根据工种和任务不
同，每个组长管理 1~10 名员工。A 企业生产制造机电行业的各类轴承，客
户以国内外汽车厂商为主。
B 企业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汽车配套产业园内。生产部门分冲焊车
间、底盘车间、内饰车间，每个车间又分若干个工段，每个工段又分为若干
个班组。根据工种和任务不同，每个班长管理 1~30 名员工。员工有合同工、
实习生和劳务派遣组成。B 企业主要产品为各类汽车零部件，为两江新区汽
车产业园的几家知名整车制造企业提供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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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样本个体统计信息
数据采用问卷收集的方式，其中 A 企业参与员工 507 名，小组长 118 名；
B 企业参与员工 502 名，小组长 117 名。
问卷回收情况统计如下：
Ａ企业：回收 496 份员工问卷，113 名小组长问卷（有效回收率 97.8%）。
B 企业：回收 286 名员工问卷，41 名小组长问卷（有效回收率 56.4%）
样本企业员工具体年龄分布见：Table 5.1。
Table 5.1：员工背景信息——年龄

A
企
业

B
企
业

人数

占比

20 岁及以下

42

8.5%

21-25 岁

70

14.1%

26-30 岁

131

26.4%

31-35 岁

58

11.7%

36-40 岁

50

10.1%

41-45 岁

64

12.9%

46-50 岁

57

11.5%

50 岁以上

24

4.8%

20 岁及以下

172

60.1%

21-25 岁

62

21.7%

26-30 岁

25

8.7%

31-35 岁

15

5.2%

36-40 岁

7

2.4%

41-45 岁

3

1.0%

46-50 岁

1

0.3%

50 岁以上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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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集的数据整理出员工的背景信息，本研究有以下发现：１.A 企业
多数为非“90 后”，Ｂ企业大多数为“90 后”；２.员工以男性员工为主；3. 员
工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水平 ，“90 后”的教育水平为高中、大专人数占比比非
“90 后”更高；4. A 企业员工工龄大多集中在 1-5 年，Ｂ企业大多为 1 年即以
下 ，“90 后”的工龄比非“90 后”工龄短。
其中 A 企业“90 后”员工占比为 37%，非“90 后”员工占比为 63%；B 企
业“90 后”员工占比为 88%，非“90 后”员工占比为 12%。在有效样本里，A 企
业 496 名员工里，“90 后”员工占比 37%，非“90 后”员工 63%；B 企业 286
名员工里，“90 后”员工占比 88%，非“90 后”员工 12%。
具体性别按年龄段分布见：Figure 5.1。
Figure 5.1 ：90 后与非 90 后员工性别占比

从上图看出，A 企业男性员工占比 77%，女性员工占比 19%，由问卷漏
填造成的性别缺失值为 4%；B 企业男性员工占比 70%，女性员工占比 4%，
由问卷漏填造成的性别缺失值为 26%。A 企业“90 后”男性员工占比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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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女性员工占比为 17%，非 90 后男性员工占比为 77%，非 90 后女性
员工占比为 23%；B 企业“90 后”男性员工占比为 96%，“90 后”女性员工占比
为 4%，非“90 后”男性员工占比为 88%，非“90 后”女性员工占比为 12%；总
体样本“90 后”男性员工占比为 90%，“90 后”女性员工占比为 10%，非“90 后”
男性员工占比为 78%，非“90 后”女性员工占比为 22%。
具体教育程度，见 Figure 5.2、5.3。
Figure 5.2：A 企业员工背景信息—不同教育程度员工占比

Figure 5.3：B 企业员工背景信息—不同教育程度员工占比

58

从上图看出，A 企业和 B 企业员工学历以高中、初中及以下为主。
在不同工龄员工占比方面，A 企业工龄在 26 到 30 年的员工占比 1%，
工龄在 21 到 25 年的员工占比 2%，工龄在 16 到 20 年的员工占比 4%，工
龄在 10 到 15 年的员工占比 5%，工龄在 6 到 10 年的员工占比 32%，工龄
在 1 到 5 年的员工占比 35%，工龄在 1 年及以下的员工占比 24%；B 企业
工龄在 10 到 15 年的员工占比 1%，工龄在 6 到 10 年的员工占比 0%，工龄
在 1 到 5 年的员工占比 35%，工龄在 1 年及以下的员工占比 64%。总体样
本为：“90 后”员工工龄在 11 到 15 年的员工占比 1%，工龄在 6 到 10 年的员
工占比 8%，工龄在 1 到 5 年的员工占比 34%，工龄在 1 年及以下的员工占
比 57%；非 90 后员工工龄在 26 到 30 年的员工占比 1%，工龄在 21 到 25
年的员工占比 3%，工龄在 16 到 20 年的员工占比 7%，工龄在 11 到 15 年
的员工占比 5%，工龄在 6 到 10 年的员工占比 36%，工龄在 1 到 5 年的员
工占比 35%，工龄在 1 年及以下的员工占比 13%。
具体工龄的分布，见 Figure 5.4、5.5。
Figure 5.4: A 企业员工背景信息—不同工龄员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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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5 :B 企业员工背景信息—不同工龄员工占比

5.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5.2.1 量表的信度分析
在对研究数据进行测量的过程中，除了内容要符合构念的定义之外，还
需要一个稳定的精准的量表，信度是评价测验结果一致性（consistency）、
稳定性（stability）及可靠性的指标。本研究采用 spss24.0 工具分别测量所
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包括内部一致性系数、与总分的相关和删除
该题后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一般要求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的值要大
于 0.70。
结果如 Table 5.2 所示，这些结构变量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于 0.75。
Table 5.2：变量信度
威权领导

心理特权

偏差行为

权力依赖

Cronbach α

0.875

0.909

0.924

0.775

量表条目数

9

8

19

5

以下各个变量分别单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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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威权领导
从 Table 5.3 威权领导的信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威权领导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875，高于 0.70，删除任何题目都不会使内部一致性系数上升。从
问题与总分的相关程度看，所有题目与总分相关系数较高。因此，威权领导
量表的信度得到验证。
Table 5.3：威权领导的信度

题目

Cronbach

与总计相

删除项后

α

关性

Cronbach α

0.597

0.824

0.534

0.830

0.562

0.827

0.656

0.817

0.569

0.827

0.444

0.839

0.608

0.822

0.589

0.824

0.454

0.838

1. 我的直属领导要求我完全服
从他(她)的领导
2. 本单位(部门)大小事情都由
我的直属领导自己独立决定
3. 开会时，我的直属领导都照
他(她)的意思做最后的决定
4. 在我们面前，我的直属领导
表现出威严的样子
5. 与我的直属领导一起工作
0.875

时，他(她)带给我很大的压力
6. 我的直属领导采用严格的管
理方法
7. 当任务无法达成时，我的直
属领导会斥责我
8. 我的直属领导强调我们的表
现一定要超过其他部门
9. 我的直属领导遵照原则办
事，触犯时，我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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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心理特权
从 Table 5.4 心理特权的信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9，高于 0.70，且删除任何题目都不会使内部一致性系数上升，其所有
题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较高，因此，心理特权量表的信度得到验证。
Table 5.4：心理特权的信度
Cronbach α

题目

与总计

删除项后

相关性

Cronbach α

0.610

0.892

0.703

0.885

0.681

0.887

0.726

0.883

0.353

0.910

0.725

0.883

0.737

0.882

0.724

0.883

0.730

0.883

1. 我真心地认为我理应比他人得到更
多
2. 好事应该降临在我身上
3. 如果我生命受到威胁，我应该第一
个被救
4. 我一直要求得到最好的，因为我值
得拥有最好的东西
5.我不见得理应得到特殊的对待

0.899

6. 在生活中，我理应得到更多的东西
7. 像我这样的人，理应时不时得到额
外的休息
8. 我觉得事情都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
进行
9. 对于一切事物，我都感觉我有资格
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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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偏差行为
从 Table 5.5 偏差行为的信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4，高于 0.70，且删除任何题目都不会使内部一致性系数上升，其所有
题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较高，因此，偏差行为量表的信度得到验证。
Table 5.5：偏差行为的信度
与总计
相关性

删除项后
Cronbach α

1. 取笑其他同事

0.556

0.899

2. 中伤其他同事

0.616

0.894

0.513

0.899

4. 咒骂其他同事

0.643

0.893

5. 戏弄其他同事

0.590

0.895

6. 对其他同事动粗

0.599

0.898

7. 公开场合使其他同事难堪

0.659

0.894

8. 未经允许，带走公司财物

0.589

0.898

0.601

0.895

0.565

0.899

0.557

0.898

12. 未经允许，上班迟到

0.610

0.895

13. 弄脏工作环境

0.519

0.898

14. 不遵守我的指令

0.598

0.895

15. 他/她会磨洋工

0.637

0.894

16. 泄露公司信给其他人

0.572

0.898

17. 在工作中使用非法药或者喝酒

0.487

0.899

18. 不努力工作

0.636

0.894

19. 拖延工作以获得加班补贴

0.534

0.899

题目

Cronbach α

3. 在工作中对民族、宗教、或者种
族问题说三道四

9. 花费太多的时间在不切实际的
幻想或白日梦上，而不是工作
10. 报账时，伪造收据以便获得比
实际花费更多的钱
11. 休息的次数和长度比正常的要
多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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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权力依赖
从 Table 5.6 权力依赖的信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5，高于 0.70。除第二题目外，其余题目删除后不会使内部一致性系数
上升，删除第二题目后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于 0.783，仅比 0.775 高 0.008，
从问题与总计的相关程度分析，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权力依赖量表的信度
得到验证。
Table 5.6：权力依赖的信度

题目

Cronbach α

1. 我的领导对我的年薪收入有很

与总计

删除项后

相关性

Cronbach α

0.480

0.763

0.397

0.783

0.635

0.709

0.670

0.696

0.592

0.725

强的影响力
2. 我的工作内容由我的领导指派
3. 我必须依赖我的领导申请福利

0.775

4. 我依赖我的领导获取必需的工
作资源（工作资金与设备）
5. 我的领导能够影响到我的升迁
5.3 相关性分析

在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
性分析。本研究使用的是 SPSS 24.0 进行数据分析。
Table 5.7 展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方差及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威权领
导与员工心理特权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β=0.31，p<0.01。权力依赖
与威权领导、权力依赖与心理特权均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β=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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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β=0.11，p<0.05，这个结果为进一步的回归检验分析提供了初步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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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7:统计模型变量相关性分析
员工
性别

员工
年龄

员工在岗时间
（月）

与主管合作时间
（月）

威权
领导

心理
特权

职场偏
差行为

平均值

标准差

个案数

0.152

0.3593

684

1

30.931

10.0961

682

0.182**

1

75.898

96.6515

602

0.030

0.653**

1

47.241

58.9255

667

0.080*

0.534**

0.648**

1

3.0204

0.87131

632

0.009

0.132**

0.157**

0.157**

1

3.6425

1.27914

632

-.102*

0.168**

0.237**

0.211**

0.307***

1

1.2027

0.41623

534

-.103*

-0.068

-0.039

-0.095*

-0.025

-0.019

1

4.0301

1.26800

638

-.126**

0.036

0.076

0.063

0.242***

0.109*

0.033

权力
依赖

员工性别
员工年龄
员工在岗时间
（月）
与主管合作时间
（月）
威权领导
心理特权
职场偏差行为
权力依赖

* p <0.05
** p <0.01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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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4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使用 AMOS23.0 对本文采用的所有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如 Table 5.8 所示，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威权领导、权力依赖、心理特
权和职场偏差行为组成的四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不是很理想，但相对于包
含了四个变量，由威权领导、权力依赖和心理特权组成的三因子模型的拟合
度要好，说明这四个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因此可以看出，由威权领
导、权力依赖和心理特权组成的三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最好，明显优于其
他模型，χ2/df = 3.42，CFI=0.92，TLI=0.90，>0.9，RMSEA=0.06，<0.08，
在之后的分析中这个模型得以验证。
Table 5.8：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因子

四因子模型

AL\RD\EN\DEV

三因子模型

AL+EN\RD\DEV

三因子模型

AL+RD\EN\DEV

三因子模型

AL\RD+EN\DEV

三因子模型

AL\EN\DEV

三因子模型

AL\RD\DEV

χ2

df

CFI

TLI

2307.4
7
3937.7
1
2995.3
1
3131.8
9
2097.9
9
1770.1
0

554

.81

.79

RMSE
A
.06

557

.64

.59

.09

557

.74

.71

.08

557

.72

.69

.08

402

.80

.77

.07

321

.78

.74

.08

注：AL=威权领导；RD=权力依赖；EN=心理特权；DEV=职场偏差行为

5.5 多层次混合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心理特权对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关系的的调节作用，我们
同样采用多层次的混合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第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包括员工
性别、员工年龄和员工的在岗时间，第二步加入自变量威权领导，第三步加

67

入交互效应以验证调节作用，多层次混合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步

控制变量

员工性别
员工年龄
员工在岗时间（月）
与主管合作时间（月）
威权领导
心理特权
威权领导*心理特权

自变量
调节变量
交互效应
-2 对数似然
-2 对数似然值变化值

职场偏差行为
第二步
第三步

-.046
.000
.000
-.000

-.045
.000
.000
-.000
.009

-.045
.000
.000
-.000
.009
.000

71.183

70.223

69.779
-.444

第四步
-.042
.001
.000
-.000
.009
-.006
.029*
69.778
-.001

在控制了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和员工的在岗时间后，威权领导与职场偏
差行为间关系不显著相关（β=0.09， p>0.05），假设 1 不成立；威权领导
和心理特权的交互与职场偏差行为间关系显著相关（β=0.029， p<0.05），
假设 2 成立。
Figure 5.7:不同心理特权水平的员工在威权领导下职场偏差行为的差异

职
场
偏
差
行
为

低

威权领导

高

从 Figure 5.7 可以看出，心理特权与威权领导的交互会对员工的职场偏
差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越高，威权领导与职场
偏差行为的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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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权力依赖对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关系的的调节作用，我们
同样采用多层次的混合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第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包括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和员工的在岗时间，第
二步加入自变量威权领导，第三步加入交互效应以验证调节作用，多层次混
合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步
控制变量

员工性别
员工年龄
员工在岗时间（月）
与主管合作时间（月）
自变量
威权领导
调节变量 权力依赖
交互效应 威权领导*权力依赖
-2 对数似然
-2 对数似然值变化值

职场偏差行为
第二步
第三步

-.046
.000
.000
-.000

-.045
.000
.000
-.000
.009

-.045
.000
.000
-.000
.009
.000

71.183

70.755
-.428

70.755
-.000

第四步
-.048
.000
.000
-.000
.005
.001
-.020
68.017
-2.738

在控制了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和员工的在岗时间后，威权领导与职场偏
差行为不显著相关，再次证明假设 1 不成立；威权领导和权力依赖的交互效
应与职场偏差行为不显著相关，假设 3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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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果与讨论
6.1 主要研究结论
近些年来，关于破坏性领导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同
时一些研究也涉及到了建设性领导破坏性的一面，如表里不一、奉行个人利
益至上的伪变革型领导（Bass & Steidlmeier，1999）、魅力型领导的“阴暗
面”和失败的愿景式领导等。威权领导作为中国组织情境下的一种常见的破坏
性领导行为，其对员工心理产生负向影响的“阴暗面”未必会同步影响到员工
行为方面，即威权领导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的负向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
本研究主要是关于威权领导对员工心理特权和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以
及权力依赖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威权领导在本研究中作为主管领导风格的
考量依据。台湾学者杨国枢（1992）在他的《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一书中指
出中国人具有关注规范的社会取向，在言行上违悖规范与标准者，必将受到
他人的严厉批评与惩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对社会规范与标准十分关
注及顾虑。吴宗佑等（2002）的研究认为，在文化规范的影响下，华人社会
中的个人已将愤怒情绪表达之克制视为常态。刘军等（2013）的研究也指出，
在中国组织情境中，员工对于辱虐管理的心理反应较大，行为反应较小。因
此，本研究关注到了在中国企业里的威权领导方式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可能存在差异，先后一共提出了 3 个假设。
本研究使用的是SPSS 24.0进行的假设分析。本文检验了威权领导风格
对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以及员工心理特权的中介作用，从相关性和回归分
析上看到，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假设1a和假设1b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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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本文推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量表的选择。本文采用的职场偏差行为量表的一些题目不太适合
中国组织情境，而在本研究问卷设计时未做删除。职场偏差行为量表中“对民
族或宗教问题随意发表评论”、“在工作中使用非法药或者喝酒”、“拖延工作以
获得加班补贴”，这几种在西方组织情境中司空见惯的员工行为在中国企业里
很少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西方企业普遍重视劳工法，加班需要事先征得员
工同意，并往往给予超过正常工作报酬的补偿，员工才有拖延工作以获得加
班补贴的动机。与之相反，中国企业里员工加班通常是无偿的。《财经天下》
周刊采访海尔集团离职某员工了解到，员工的加班往往是被迫的，而且没有
加班费。因此，员工采取拖延工作以获得加班补贴的可能性不大。
姚艳虹等（2011）的研究表明，工作压力下中国员工做出的偏离行为多
数为Robinson 和Bennett 研究中程度较轻微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不易察
觉。
王石磊等（2013）的研究表明，威权领导与员工显性越轨行为不相关，而与
隐性越轨行为正向相关。本研究采用的是小组长评估员工职场偏差行为，而
不是员工自我报告的方式，很可能小组长觉察不到员工的一些隐性的职场偏
差行为，员工又轻易不敢做出显性的职场偏差行为，最终影响到一些题项的
打分偏低。
第二、企业监管措施比较健全。由于两个样本企业都属于生产制造企业，
根据客户的订单安排生产计划，各个车间、工段都有明确的生产任务指标和
质量管理要求。企业生产任务很重，尤其是在生产旺季，需要员工三班倒才
能完成订单任务。企业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对于员工的管理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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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违反企业规定的后果很严重，一般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严重违规这甚
至被除名。员工已经习惯于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本身做出职场偏差行
为的动机也比较低，中国人的隐忍性格和害怕受到处罚的心理削弱了职场偏
差行为的动机。樊景立等（2000）认为在现今社会，相较于个人权威，面对
规范或价值等非个人权威时，下属较不会对其产生抗拒之心。而且孙雨晴等
（2017）指出相较于其他大多数研究中所得结果，在传统文化特色浓重的国
有企业中，威权领导对绩效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威
权领导对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威权领导是一种追求高绩效的领导方式，对员工的控制非常严格。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威权领导通过集权行为和高压的手段，会独占组织
资源，并严格要求下属，让员工产生被压迫、被控制的感觉。这种压迫和被
控制的感觉极大地消耗员工的内在资源，员工通过提升自身的心理特权来弥
补内在资源的损耗，以维持心理平衡状态。虽然威权领导行为对员工心理特
权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在规则导向和任务导向下，员工对于威权领导行为
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容忍度”，更倾向于保持克制，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威权
领导行为并没有显著刺激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虽然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威权
领导能够对员工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但其影响的方向和强弱关系可能跟样
本的选择或情境因素有关。本研究表明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正向相关，
但研究结果显示员工心理特权对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的中介
效应是不显著的。Forgas 和 Tan（2013)认为，负性情绪能够使得人的思维
更加外部导向、关注社会规则，从而抑制自私行为。这表明虽然威权领导行
为给员工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并引发负向情绪，但员工更倾向于保持克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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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企业规章制度，而不是做出职场偏差行为。
第四、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出现变化。当前我国人力资源供需市场出现一
定失衡，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制造业相对集中区域出现用工荒的情况。
大部分一线员工与企业不再是长期固定的契约关系，而是合同制或者劳务派
遣形式的关系。在面临用工荒、招工难的情况下，企业竞相提高员工的薪酬
待遇以吸引和留住员工。企业之间用工的竞争也加大了员工的流动性，员工
有更多选择再就业的自由。“90后”员工更加看重薪酬待遇等物质利益，注重
自我实现，自尊心强，如果主管仍旧采取过激的威权领导方式，员工更倾向
于跳槽到其它企业，而不是冒着违法的风险做出破坏、盗窃等偏差行为。
加利·贝克( Gary S .Becker) 基于“ 理性人”的假设，提出在道德伦理的约束
下,即使在有利可图,并且不会被发现的情况下, 个体也不会去犯罪的观点。
本文认为，以上几点是导致职场偏差行为数据偏低的重要因素。尽管采
用了 7 点评分，但结果变量职场偏差行为 Mean 值只有 1.2，职场偏差行为
的 Mean 值过低直接影响到与其它变量的相关性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交互会对职场偏差行为
产生正向影响，假设 2 成立。在本文研究动机里已经阐述过，威权领导是与
自恋型领导最接近的破坏性领导方式。而作为自恋的核心维度，员工的心理
特权很可能深受上级主管的威权领导行为的影响。威权领导行为可能通过自
私行为的传递效应、破坏互动公平感知和高压行为三条路径刺激员工心理特
权水平的提升。
第一，与自恋型领导类似，威权领导在员工面前表现出来的专权作风是
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自恋型领导热衷于自己的想法，期望成为众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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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焦点，从不理会下属的意见，并且经常寻求特权，独断专行（Rosenthal，
Pittinsky，2006）。威权领导者把组织的权力看做是自己的专属特权，独断
专行，在决策时根本不会采纳下属的建议，也不会顾及下属的感受，因此，
专权作风体现的是威权领导者的一种自私行为。上行下效，使员工也幻想拥
有上级主管的特权。此外，有可能当某些获得威权领导的青睐并得到额外的
工作资源支持后，员工对威权领导的权力依赖变得更强，从而产生了“狐假虎
威”的想法，并提升了自身的心理特权水平。
第二，威权领导高高在上的姿态、贬抑员工的行为以及不与员工分享信
息资源造成组织人际关系和信息的极大不平等，从而会破坏员工的互动公平
感知。自恋型领导总是抵触下属的意见，给予自己的成功高于实际的评价，
并且常常由于自己的失败和不足而谴责他人（Hogan et al.，1990）。而当
个体受到忽视或委屈等不公平待遇时，会明显刺激个体心理特权水平的提升
(Zitek et al.，2010)。
第三，有文献研究也指出，上级过分严厉的行为会导致员工害怕和怨恨
的心理，从而产生了反抗的心理。威权领导行为给员工带来很大心理压力，
往往让员工期望落空，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推测，员工倾向于通过提升心理特
权水平才能弥补内部资源的损耗。
总体来说，这个研究结果和很多关于威权领导对员工心理的影响结果是
一致的，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威权领导其实对员工心理的负向作用
并没有完全弱化。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见 Table 6.1。
Table 6.1：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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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ypothesis 1

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正向相关。

Hypothesis 2

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员工

结果验证
假设不成立

心理特权的正向影响。对心理特权水平高的员 假设成立
工而言，由于威权领导行为所导致的职场偏差
行为相当于低心理特权水平的员工要强。
Hypothesis 3

权力依赖负向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
为的正向关系，即员工对领导的权力依赖越强， 假设不成立
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正相关性越
弱，反之，则越强。

从 Table 6.1 的检验结果分析，心理特权对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
关系的调节效应得到了有效验证，而威权领导与权力依赖的交互对职场偏差
行为影响不显著。本文推测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威权领导的专权行为往往被
认为是“合法的”，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下级依赖上级领导得到
的工作资源多少都要服从，员工权力依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倾向。因此本研
究在把权力依赖问卷放在第一阶段收集，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为了检验威权领导、心理特权和权力依赖三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对职场偏
差行为的影响，我们同样采用多层次的混合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威权领导、心理特权和权力依赖三个变量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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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与职场偏差行为却不显著相关。
6.2 研究的理论贡献
目前企业员工群体的代际结构、主流员工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都已经
发生巨大变化，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探讨威权领导对员工心理行为的影响效
果。具体来说，本研究做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和员工的在岗时
间后，威权领导和员工心理特权的交互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影响显著，而威
权领导和权力依赖的交互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影响显著不显著。如果企业管
理中能够做到任务细化、奖惩制度等规则明确，并且对领导者和员工一视同
仁，员工即使对威权领导有抵触心理，最终也会倾向于选择遵守企业规则，
接受威权领导者的发号施令，毕竟儒家“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的传统观
念早已深入人心。
第二、国内学术界对心理特权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探讨威权领导行为
与员工心理特权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通过心理特权影响员工行为的研究更为
少见。因此，本研究对探索中国组织情境下威权领导行为与员工心理特权和
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有一定启示。
第三、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研究结果与西方组织情境下的研究结果的确存
在差异性。很多研究者提倡在解释员工的行为时应考虑到文化的普适性问题
（Brockner et al.，2001）。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显示，员工年龄、工龄与心
理特权正相关。年龄越大，心理特权水平越高 (r = 0.18，p<0.01)。工龄越
长，心理特权感水平也越高(r = 0.25，p<0.01)。这说明“90后”员工心理特权
水平并不比老员工高，这一发现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例如，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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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大学生和青年雇员，当代大学生和青年雇员的心理特权水平显著提高了
(Greenberger，Lessard，Chen，& Farruggia，2008；Harvey & Martinko，
2009) ，这说明西方组织情境下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企业的实
际情况。
第四，以往威权领导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侧重于民营家族企业居多，而本
文在中国内地国有制造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而且在选择的企业中，“90后”
员工已经占到员工总样本比较大的比例。因此本研究在样本企业和员工样本
的选择上都有一定的突破，有助于揭示领导方式对“90后”员工态度和行为的
内在影响机制。
6.3 研究的实践启示
黄旭（2017）认为要解释为什么威权领导行为在企业普遍存在， 需要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它对企业产生的有效性。在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
的中国组织情境中，领导者必须建立起个人的威信，才能实现对组织和个人
的有效控制。本研究不仅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也对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
有价值的借鉴。
首先，重视规则导向的作用。在企业“90 后”员工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心理特权日益成为影响员工行为的心理现象。这就要求威权型主管在实际工
作中必须关注年轻一代员工价值观念的转变，尊重其个性化需求，而不能一
味的用命令式的方式来管理员工。企业除了要坚持合理利用威权领导统一高
效和严格管理的作用，还应该重视并完善企业规章制度的建设，建立公平公
正且与岗位职责挂钩的奖惩制度，坚持对员工的行为绩效进行严格考核，从
而让员工习惯于服从规则而不是屈从于命令式的领导方式。同时给予员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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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人性化关怀，给予员工必要的尊重，以缓解员工负性情绪，有效降低员
工心理特权水平。
其次，本研究发现威权领导与员工心理特权显著正向相关，建议企业主
管在管理活动中应该减少立威和斥责等负向领导行为，因为领导者的这种行
为很可能成为员工效仿的不良典范。企业主管应该尽量采用教诲行为提高员
工的自我认知能力，打消其不劳而获的不合理期望念头，让员工认识到只有
努力工作才能获得理想的报酬，以此来降低下属的心理特权水平。另外“90
后”员工渴望自我实现，参与意识比较强。企业主管如果想取得“90 后”员工的
信任，就要多采用参与式的领导方式，通过让员工参与一些决策或工作问题
整改来增强员工的责任心和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
再次，本研究发现威权领导与员工权力依赖显著正向相关，这揭示了在
高权力距离的中国组织情境下威权型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关系，即威权型领导能够通过专权的形式，利用工作资源的占有、
分配和使用强化员工对其形成工作上的依赖，以维护其绝对权威。孙红日等
（2017）指出权力动态性是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或改变。员工要想顺利
实现工作目标，也不得不主动迎合威权型领导，以获得威权型领导给予的工
作资源支持。
最后，心理特权可以正向调节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
所以企业主管要给予员工必要的工作资源支持和适度授权。这样才能通过降
低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预防员工产生职场偏差行为的动机，从而有利于实
现企业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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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大中华经济圈的持续繁荣发展，威权领导已经成为家长式领导理论
领域乃至组织行为学研究的重点。在对威权领导的实证研究过程中，样本企
业和量表的选择至关重要。例如从本研究可以看出，根据西方组织情境开发
的职场偏差行为量表中的一些题项并不适合中国组织情境，出现的概率偏低
甚至不可能发生，因此应该开发适合中国组织情境的职场偏差行为量表。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全部来自两个国有制造企业，两个企业无论是产品、
组织架构、管理模式、领导风格和企业文化背景都比较接近，抽取的样本也
仅限于重庆本地企业，因此样本企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区域限制。本研究收
集数据的样本企业属于国有制造企业，与民营制造企业、合资企业或者外商
独资企业在领导风格、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调查问
卷收集的制造业数据及分析结果也不能完全代表其它行业。此外，问卷调查
主要选择的是基层车间的主管和配对的员工，管理层级不高。在今后的研究
中，要适当扩大数据收集范围，例如选择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或者外商独资
企业或者其它地区的企业，并且选取制造业以外的企业，抽取企业高管及下
属配对，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此外，职场偏差行为量表中“对民族或宗教问
题随意发表评论”、“在工作中使用非法药或者喝酒”、“拖延工作以获得加班补
贴”等题项不符合中国组织情景，在今后的调查时应该予以删除。
其次，本研究选取的样本企业都是管理非常规范的国有企业，按照上游
企业的订单进行配套生产，对交货时间和产品质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企
业把生产计划分解到每个车间、工段和班组，并对每个岗位的任务绩效都制
订了严格的奖励和惩罚制度。威权领导方式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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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验证，可能在管理比较规范的现代化制造企业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
尤其是显性的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最后，在开始问卷调查前，我对样本企业的基层员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访
谈。在问到个别员工对领导方式或薪酬待遇不满会如何处理时，员工的回答
是“大不了就走人呗！”。而在本文的研究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员工的这种倾向，
主效应没有得到支持，说明理论开发工作存在不足之处。此外本研究仅检验
了威权领导的作用，没有考虑家长式领导另外两个维度和其它领导方式（如
魅力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
香港学者黄旭教授提出了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从社会功能性的视角去揭示
威权领导如何减少员工的越轨行为（deviancebehavior 的研究思路，但是
（Zheng et al.，2019）根据选取中国大陆样本得出的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研究
结果都显示威权领导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不相关。本文还验证了威权领导、
心理特权和权力依赖三个变量的交互效应与职场偏差行为不显著相关。未来
可以考虑借鉴犯罪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于员工“ 理性人”的假设，去探讨一
下中国组织情境下影响威权领导影响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机制。
在威权领导能够影响员工职场偏差行为机制方面，为什么在将心理特权
作为调节变量后，威权领导和心理特权的交互与职场偏差行为间关系变得显
著相关呢？而威权领导、心理特权和权力依赖三个变量的交互效应与职场偏
差行为却不显著相关。由此可见，威权领导与职场偏差行为之间关系值得进
一步探讨。本研究检验了威权领导对员工心理特权和职场偏差行为的作用机
制，家长式领导的另外两个维度——德行和仁慈领导风格如何影响员工心理
特权和职场偏差行为，其影响效果如何，也有待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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