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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员工相对剥夺感对情绪耗
竭的影响：
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
黄嘉欣，黄亮
（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 目的：探索非营利机构中员工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的关系。检验心理契约违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
法：采用相对剥夺感量表、心理契约违背量表以及情绪耗竭量表对 477 名非营利机构员工进行集体施测。结果：被

试的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显著正相关，相对剥夺感通过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情绪耗竭。结论：
我国非营利机构员工的相对剥夺感是他们情绪耗竭的直接诱因之一。并且，心理契约违背在上述关系中起了传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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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mployee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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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mployee,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Methods:
Totally 477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mployee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scale of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Results: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mploye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Conclusion: Chines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mployees’
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 is one of the predictor of their emotional exhaustion, while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
tract violation transmits the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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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其宗旨
和工作内容主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公益性服

非营利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将有新的
理论洞察。

务。近年来，此类组织成为营利性组织和政府机构

学术界从社会比较视角对个体的感知与情绪的

以外的“第三方”组织力量，其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弥

启发性研究之一，就是相对剥夺感的研究探讨。这

补了大量的社会服务领域空缺。由于这类机构需要
为服务群体提供高质量服务，但其得到的激励水平

一概念来自 Stouffer 等人对美国空军群体的研究。
他们发现虽然获得较快的晋升，但与武装警察在晋

受到营利能力的限制，其组织成员容易产生职业倦

升速度上相比后仍然感觉处于劣势。他们把这种相

怠的问题。过往的研究较多的揭示了社会支持的缺

对于参照群体而言处于劣势的感知定义为相对剥夺

乏、工作家庭冲突等因素对公务员、医疗人员等机构

感 [4]。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是一个情境化的概念，其

组织成员职业倦怠的影响 [1，2]。然而社会比较理论

产生源于人际对比，其内涵随参照对象与对比内容

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却表明，个体的负面心理体会可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5]。本研究中的相对剥夺感是非

能来自于人际比较过程。具体来说，以比自己状况

营利组织中员工经由与领导的
“自己人”相比较而产

更好的人为参照对象比较时，个体容易产生负面的

生的领导者剥夺了自己应得权利的感知[6]。员工的

情绪和态度[3]。由此，
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来探讨

相对剥夺感较强，意味着员工感觉到领导给予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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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人”下属更多的晋升与培训机会，更充分的
任务知情权或决策参与权。研究进一步表明，相对
剥夺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
相对剥夺感会带来个人幸福感下降和心理疾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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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机能疾病 [8]，个体自尊贬损，心理疏离感 [9] 以及
[10]

攻击 。我们推断，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
个体会因失去了激励动力，或者因为嫉妒他人占用
了情绪资源而更容易感到疲劳和精力不足，即更强
的情绪耗竭。因此，
得出本文的假设一：非营利组织

资历方面，在组织工作时间为 3-5 年的员工为 82
人，5-10 年的员工达 126 人，10-15 年的员工达 92
人。与领导的共事时间方面，时间长度为 1-3 年达

130 人，3-5 年达 138 人。职位级别方面，基层员工
420 人，中层领导 30 人，
高层领导 27 人。
1.2

员工的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正相关。
领导对员工应得权利的剥夺，会破坏员工对组

研究工具

1.2.1

采用个体相对剥夺感的 6 题项

相对剥夺感
[5]

织回报的期望。这种对组织的期望可以用心理契约

目量表 。我们按照本研究的需要对量表中比较的

概念来衡量。这是因为，心理契约是员工对组织所

对象做了情境化的修订，如
“我直接领导的自己人获

承诺的互惠责任的主观认知。组织中员工互惠责任
包括组织安排的工作内容、公平的报酬、充足的成长
机会、有前景的晋升空间以及支持性的工作环境等
[11]

。当员工感觉代表组织的领导剥夺了自己应得的

权利，
就会感到组织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产生心理
[12]

契约被破坏和违背的感知 。而且，心理契约违背
[13]

是一种感觉到自己被组织背叛了的愤怒情绪 。员
工可能会因这种情绪耗费了工作所需的精神资源，
而容易产生工作上精力被耗尽的情绪耗竭。由此，
本文得到假设二：心理契约违背在非营利组织员工
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总结而言，过去对组织情境的相对剥夺感的研

得了比我更多的机会”。量表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

“非常不同意”，
5 表示
“非常同意”
。
1.2.2

于此类机构不以利润为目标，其能够给组织成员的
物质奖赏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此类组织提供的激
励往往是使命导向、晋升和培训以及其他个人发展
类激励手段。而且此类组织的架构比较扁平，领导

心理契约违背的测量主要

采用的是心理契约违背的 4 个条目的量表 [14]。如

“我感到单位没有兑现对我的承诺”和“我感到我所
在的单位亏待了我”。量表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非
常不同意”，
5 表示
“非常同意”
。
1.2.3

情绪耗竭

采用情绪耗竭量表（吴宗佑 [15] 改

编自 Maslach 和 Jacson[16]的情绪耗竭量表）。该量表
的条目数为 4 条，采用 6 分量表，1 分表示“从未表

现”，
6 分表示
“总是表现”。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1。
1.3

究主要集中在营利性机构，而对非营利机构关注不
足。如果对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的观察会发现，由

心理契约违背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软件处理数据，Pearson 相关检

验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最后采取分层线性回归和
Bootstrapping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2
2.1

结

果

基本描述统计

对员工的分配的权限比较大。虽然领导对薪酬福利

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呈显著正相

激励力度控制不足，但在员工参与日常组织运营的

关关系，而心理契约违背与情绪耗竭也显著正相

知情与决策权以及职务升迁举荐等权利配置上具有
决定权。当领导对下属的权利配置差异较大，处于
权利配置弱势的员工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因此，

关。具体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2.2

心理契约违背在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非营利机构员工作为研究样本，探讨相对

首先运用层次回归法考察心理契约违背在相对

剥夺感对这些员工情绪耗竭的影响机制，特别是心

剥夺感与情绪耗竭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将控制

理契约违背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变量（年龄，性别，学历，组织工作时间，与领导共事

1

时间，职位级别）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

1.1

对象与方法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样，样本来自广东地区的养老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四家非营利组织。在上述机

（相对剥夺感）纳入方程，对因变量情绪耗竭进行回
归，考察自变量的主效应；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心理
契约违背纳入回归方程，考察中介效应。

由表 2 所示，第二步中，自变量相对剥夺感对情

构一共发出调研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为 477

绪耗竭的回归系数为 0.28（P<0.01）。由此，本文的

性员工为 258 人。样本中大学专科学历（154 人）和

理契约违背以后，相对剥夺感的回归系数为 0.15（P<

份，因此最终的问卷回收率为 79.5%。在被试中，男
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程度（170 人）的员工比例较高。

假设一得到了验证。当在第三步加入了中介变量心
0.05），心理契约违背对情绪耗竭的回归系数为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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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表明心理契约违背在相对剥夺感与情绪
耗竭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表1

满足上展现了区别对待。当下属在社会比较中发现
自己在上述方面的分配处于劣势，则容易出现情绪
耗竭等职业倦怠。

相对剥夺感、心理契约违背及

由于非营利组织的架构扁平，领导者往往具有

情绪耗竭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均值
2.89
2.34
2.90

1.相对剥夺感
2.心理契约违背
3.情绪耗竭

标准差
0.75
0.94
1.25

注：*P<0.05, **P<0.01，下同。
表2
因变量
第一步（控制变量）
年龄
性别
学历
组织工作时间
与领导共事时间
职位级别
第二步（主效应）
相对剥夺感
第三步（中介效应）
心理契约违背
调整的 R2
△R2
模型 F 值

1

2

3

0.40**
0.20**

0.28*

--

因此，领导的这种区别对待让员工感到这是组织对
自己期望的一种违背，从而产生强烈的愤怒。根据
资源保存理论，愤怒的负面情绪占用了员工的工作
资源，造成员工容易产生疲劳和倦怠等状况 [19]。与

层次回归系数表
情绪耗竭
模型1

情绪耗竭
模型2

情绪耗竭
模型3

-0.04
0.06
0.13
0.09
0.02
-0.13

-0.06
0.06
0.13
0.08
0.00
-0.13

-0.05
0.10
0.17
0.06
-0.01
-0.11

0.00
0.02
1.01

重要的决定权，他们往往担当了组织代表的身份。

0.28**

0.15*

0.03
0.03
2.58*

0.31**
0.07
0.05
4.99**

其他机构相比，非营利机构的人员流动性比较低（我

们的样本当中工作五年以上的超过了 45%），他们在

面对不公待遇的时候，往往并非通过离职等形式来
表达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这种剥夺地位更容
易感知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来考察到组织对自己心理
契约的履约情况，也是这种剥夺感会带来心理契约
违背感并导致倦怠的另一个情境特征。个体的相对
剥夺感研究必须注重情境特殊性，未来的研究还可
以在其他类型的组织中去探索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效
应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揭示，心理契约违背只发挥了部分的
中介作用，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作用机制，
尚待研究
进一步探明。事实上，相对剥夺感不但破坏了员工
与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造成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

进一步使用 Bootstrap 的方法次验证心理契约违

约违背，也可能破坏了员工与领导之间的交换关

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置信区间的置信度选

的基础上，探索相对剥夺感对领导与员工人际层面

背的中介作用。样本量设定为 5000，取样方法选择

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控制组织层面交换关系质量

择 95%，使用 Hayes 的检验程序进行检验 [17]，心理契

交换关系负面影响并引发情绪耗竭的机制。

0.1580，95% 的 偏 差 校 正 置 信 区 间 为（0.0919，

1

后，相对剥夺感对情绪耗竭的直接作用仍然显著

2

约违背在相对剥夺感与情绪耗竭之间的间接效应为
0.2479），不包含零。由于控制了心理契约违背以
（LLCI=0.0161，ULCI=0.3297，不包含 0），我们可以得
出心理契约违背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的结论。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对非营利机构员工
的情绪耗竭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从
社会理论视角拓展了过往对于相对剥夺感对个体负

3
4
5

向效应的研究。本研究对相对剥夺感量表概念和测

领导的
“自己人”的非营利组织员工感知到自己的权
利被剥夺。在非营利机构，物质奖赏层面的差异并
不大，领导往往是在培训、晋升机会、知情权等权利

考

文

献

马慧. 社会支持对法官职业倦怠的影响: 应对方式的中介

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3): 552-554

唐汉瑛, 马红宇, 汪茂云, 等. 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与职
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2):

219-222

Smith RH, Kim SH. Comprehending env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7, 133: 46-64

Stouffer SA, Suchman EA, DeVinney LC, et al. The Ameri-

can soldier: Vol. 1.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Zoogah DB. Why should I be left behind? Employees’per-

ceive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1): 159-

量的情境化修订，源于组织中差序式领导氛围的研
究[18]。具体来说，领导亲疏有别，造成一部分不属于

参

6

173

Bolino MC, Turnley WH. Relative deprivation among em-

ployees in lower-quality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

ship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9, 20(3): 276-286

（下转第 15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