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7 No.5 2019

公平判断的心理学研究发端于社会心理与组织

行为领域。Adams最先提出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
来解释公平判断，他认为公平判断的结果取决于个

体的产出-投入比相较于社会中其他人或是过去的

自己更高还是更低，若更高，个体就会产生积极的公

平判断，相反则产生消极的公平判断[1]。Adams的公

平理论主要是一种规范研究和理论建构，主要聚焦

结果信息对公平判断的决定性作用。随后的研究者

开展了一系列影响个体公平判断的相关因素的研

究 [2，3]，其中包括过程或程序信息对公平判断的影

响。Thibaut和Walker提出了程序公平理论(proce-

dural justice theory)，他们认为并非结果而是产生结

果的过程或程序信息对公平判断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4]。结果产生的过程或程序是公平的，个体就会做

出积极的公平判断，相反则会有不公平的体验。他

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即使结果是不太公平的，只要

个体认为产生结果的过程或程序是较为公平的，个

体也会更容易接受该结果。在组织情境中的研究发

现程序公平还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具有

积极作用 [5]。近几十年来，关于结果因素和过程因

素在公平判断中的作用便成了该领域的一个核心主

题[6]。例如，Cropanzano和Folgerde的研究较早发现

结果信息和过程信息共同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 [7]。

Grienberger，Rutte和Knippenberg的研究则发现，结

果信息与过程信息也会在人际间社会比较的公平判

断中发挥作用 [8]。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公平判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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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信息和过程/程序信息是相互影响的，即存在

交互作用[9-11]。

不过，该主题的大多数研究是以欧美企业的员

工为对象的，较少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及个体

为研究对象。而欧美国家多为发达经济体，其在组

织及个体的互动关系中更强调过程/程序及规则的

重要性；而在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中的组织及个体

的互动关系有各自的特色[12]，欧美国家的研究结论

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的研究对象。例如，在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亚国家中的组织和个体更多受到国家文化

的影响，其群体及个体的互动关系更强调上下级的

指令和遵从，更关注组织的价值观和角色职责。正

因如此，国内的研究者很少对具体程序及规则在公

平判断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组织情境中的过程

公平与否对公平判断的影响尚未可知。此外，基于

最后通牒博弈所做的公平偏好研究发现，最后通牒

博弈任务中提议者和回应者在自利和公平权衡中所

达成的共识结果一般是，提议者通常会将总钱数的

40-45%的份额分给回应者，而回应者对这一分配比

例大都会接受。这一金额分配的结果与提议者和回

应者在任务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有关[13，14]。因为相

对而言，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扮演主导的角色，

决定着双方的份额大小，而回应者则扮演非主导的

应答角色（接受或拒绝），这种角色的不同会使提议

者和回应者产生不同的公平判断。基于此，本研究

拟开展实验研究以探究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任务

角色对个体公平判断的共同影响，提出假设1：过程

公平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假设2：任务角色影响个

体的公平判断；假设 3：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任务

角色共同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某大学 330名本科

生为被试参与本实验，男生86名，女生244名，平均

年龄 19.80±1.02岁。其中，有发言权-奖金平分-分
配者组 42人（男生 11人）；有发言权-奖金不平分-
分配者组 42人（男生 11人）；有发言权-奖金平分-
接收者组 41人（男生 11人）；有发言权-奖金不平

分-接收者组 41人（男生 10人）；无发言权-奖金平

分-分配者组 41人（男生 11人）；无发言权-奖金不

平分-分配者 41人（男生 10人）；无发言权-奖金平

分-接收者组 41人（男生 11人）；无发言权-奖金不

平分-接收者组41人（男生11人）。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过程公平：有发言权 vs.无发言

权）×2（结果公平：奖金平分vs.奖金不平分）×2（任务

角色：分配者 vs.接收者）三因素被试间设计。因变

量：公平判断总均分。

1.3 实验材料

1.3.1 问题情景 通过访谈大学生有关奖金分配

的相关问题，将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改编成包括有无

发言权、分配结果、任务角色在内的八种情景（表1）。

情景类型
无发言权-分配

者-奖金平分

无发言权-分配

者-奖金不平分

无发言权-接收

者-奖金平分

无发言权-接收

者-奖金不平分

有发言权-分配

者-奖金平分

有发言权-分配

者-奖金不平分

有发言权-接收

者-奖金平分

有发言权-接收

者-奖金不平分

情景内容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你全权决定如何分配，其他人没有发言权。结果是你们三人平分奖金，每人各获20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你全权决定如何分配，其他人没有发言权。结果是你获3000元，另外两名参与者各得15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其中一名参与者全权决定如何分配，你和另一名参与者没有发言权。结果是你们三人平分奖金，每人各获20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其中一名参与者全权决定如何分配，你和另一名参与者没有发言权。结果是分配者获 3000元，你和另一名参与者各得

15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你分配，你召集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分配奖金。结果是你们三人平分奖金，每人各获20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你分配，你召集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分配奖金。结果是你获3000元，另外两名参与者各得15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其中一名参与者分配，他召集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分配奖金。结果是你们三人平分奖金，每人各获2000元。

你和另外两名参与者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科研项目，并获得6000元奖金。现将奖金交由

其中一名参与者分配，他召集大家共同商议如何分配奖金。结果是分配者获3000元，你和另一名参与者各得1500元。

表1 八种自编问题情景

参与者被随机分入不同模拟情景中。参与者阅

读指导语和模拟情景后，对情景中的奖金分配结果

进行公平判断。在正式实验前，随机选取大学生

240人，请他们分别阅读八种自编情景问卷（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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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情景问卷是否可以反映现实情况进行评分

1-4（不可以-完全可以），并对情景中有无发言权的

可接受程度进行评分1-9（不能接受-可以接受），以

此对自编情景问卷的效度以及过程公平操作的效度

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自编情景大致可以反映现实

情况（M=2.93）；在有发言权和无发言权情景下被试

的接受程度具有显著差异（P<0.001），有发言权（M=
7.41）情景下的被试比无发言权（M=5.51）情景下的

被试接受程度更高。这表明实验中对过程公平的操

纵是有效的。

1.3.2 公平判断量表 本实验所用公平判断量表

改编自Van DBK研究中所使用公平判断量表[15]，包

含公平性、可接受性和合理性三个条目，即“请问您

对自己最终拿到的奖金数额是否觉得公平/可接受/
合理？”，量表采用 9点计分，评分越高，公平感越

高。经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ɑ系数为0.93。
2 结 果

对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任务角色各水平下的

公平判断评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2。对公

平判断的结果进行方差齐性检验，P=0.32，差异不显

著，方差呈齐性。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过程公

平和任务角色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有无发言权

以及担任何种角色并不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这一

结果不支持假设1和2；结果公平的主效应显著（F（1,

322）=72.94，P<0.001，ηp2=0.19），参与者在奖金平分条

件下的公平判断评分要高于奖金不平分条件下，验

证了假设 3中的结果公平影响公平判断；过程公平

与任务角色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过程公平与结果公

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结果公平与任务角色的交互

作用显著（F（1, 322）=4.57，P<0.05，ηp2=0.01）；过程公平、

结果公平和任务角色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一

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3，即结果公平和任务角色共

同影响个体的公平判断。

表2 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和任务角色各

水平下的公平判断结果（N=330；M±SD）

进一步对结果公平和任务角色的交互作用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结果公平条件下，参与者

的公平判断在不同任务角色情况下差异显著（F（1,

322）=15.87，P<0.05，ηp2=0.01）；在结果不公平条件下，

参与者的公平判断在不同任务角色情况下差异不显

著。即分配者对奖金平分时的公平判断低于接收

者，分配者对奖金不平分（分配者多得）时的公平判

断评分与接收者的公平判断评分没有显著差异。

3 讨 论

本研究主要对公平判断中的结果公平和过程公

平进行整合研究[16，17]，结果发现作为过程公平的“接

收者有发言权”并不影响接收者的分配公平判断，这

与已有的程序公平理论以及互动公平理论的预测不

一致[4，18]。但分配优势模型可以解释这一结果，分配

优势模型认为尽管过程因素也很重要，但是结果因

素/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却远超程序公平[19]。即是说，

无论程序公平与否，只要结果公平就能产生较为积

极的公平判断；相反，只要结果不公平，无论程序公

平与否都会产生消极的公平判断。国内外也有研究

探索了过程因素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例如，Mc⁃
farlin和周浩等人的研究均发现，结果因素对以个人

为参照的效果变量的影响更大[20，21]。本研究在实验

中所测量的个体公平判断就属于典型的个人参照的

效果变量，因而结果因素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

用。Cremer以及卢光莉等人的研究则发现，过程/程
序公平在不确定情景下，即不知道他人结果的情况

下，发挥更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情景下，即知道他人

结果的情况下，过程因素则不起作用 [11，21]。本研究

的实验属于知道他人结果的情况。可见，过程/程序

因素在公平判断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具有一定

程度的领域特定性。而本实验的分配公平情景更符

合公平理论所强调的结果评价过程中社会比较信息

的重要性，而且分配结果也是较为确定的，这可能已

超出过程/程序公平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11，21]。

在本研究中，还对任务角色进行了操纵，结果发

现结果公平与任务角色在对公平判断的影响中存在

交互作用，这部分符合本研究的假设3，即奖金分配

者对平分奖金的公平判断低于接收者；而当分配者

多得不公平分配时，奖金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公平判

断大体相当。该结果与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研究

公平偏好的结果较为一致。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涉及

提议者和回应者两种角色，对应于本研究中的奖金

分配者和接收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提议者倾向

于在分配中多分给自己一点，并认为这种分配更公

平，而回应者虽认为平分金钱最公平，但对于少分一

定比例的分配结果也可以接受[13，23，24]。此外，研究发

现一个有趣的结果，无论是奖金分配者还是接收者

结果公平

结果不公平

过程公平

奖金分配者

6.54±2.03
5.25±1.79

奖金接收者

7.23±1.58
5.34±1.84

过程不公平

奖金分配者

6.71±1.76
5.48±1.81

奖金接收者

7.26±1.54
4.9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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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奖金平分的公平判断得分比奖金不平分的更

高。经济角度来看，对于奖金分配者分得的奖金应

该是越多越好，但实验中在多得不公平分配时，分配

者的公平判断评分低于奖金平分时的公平判断评

分。这可能是因为在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指标是公平

判断，而获利过多也是一种“不公平”现象。个体普

遍存在的不公平厌恶会导致分配者在多得不公平情

景下做出的公平判断反而低于平分奖金情景下。该

结果与前人关于“多得”时感觉不公平现象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25，26]。综上，本研究发现，过程公平对中国

被试在公平判断中的作用较小，对结果是否公平更

加看重；在奖金平分的情景下，做一名奖金的接收者

比做一名分配者公平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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