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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企业领导者的带领，领导者

需要维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一起齐心实现组织目

标 [1]。领导者需要与员工建立起共同的导向，让员

工尽心尽力地为组织利益奋斗，形成适合组织发展

的领导风格[2]，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为企业获

利。服务型领导作为一种新兴的领导风格，会对员

工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3]。目前服务型领导风

格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单层模型

上 [4]，忽略了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差别，会产生误差。

本研究将采用“领导-员工”配对的跨层次方法研究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

员工工作绩效包括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5]。

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自己被认可，越具有工作热情，

有利于员工任务绩效的提升，组织认同会显著影响

员工的任务绩效[6]。员工若能认识到自身是组织中

不可分割的部分，会将组织利益与个人成就高度关

联，从而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

的行为，即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能正向预测员

工的组织公民行为[7]。服务型领导对自己所要达到

的目标有清楚深刻的认知，能够强化员工对组织的

认同，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8]。因此，服务型领导很

可能通过组织认同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据此，

提出假设 1：组织认同是服务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

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

心理授权较低的个体，自身对工作的自主性不

高，完成工作的前提是避免出错，因此，即使领导提

供的资源多，为了避免出错，员工还要请示上级，导

致任务绩效降低 [9]。心理授权水平高的员工，可以

更加意识到组织与领导对自身的期望[10]，并且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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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越高，对组织的回馈即组织公民行为也会更

多，心理授权能正向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11]。心

理授权和服务型领导都是员工工作绩效的保护因

子，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促进假说认为一种保

护因子会促进另一种保护因子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12]。根据该模型，对心理授权水平高的员工（相比于

心理授权低的员工），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

影响更强。据此，提出假设2，心理授权会调节服务

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心理授权水平高的

员工的组织认同更高[13]。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

模型，对心理授权水平高的员工（相比于心理授权低

的员工），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组织认同的影响更强，

据此，提出假设3，心理授权会调节服务型领导与员

工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主要有两个目的（如图 1所示），

（1）考察组织认同是否中介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

作绩效之间的关系；（2）检验心理授权是否调节了组

织认同的中介效应。

服务型领导

群体层面

个体层面 心理授权

工作绩效

组织认同 ①任务绩效

②组织公民行为

图1 模型概念图

1 方 法

1.1 被试

领导评价其下属员工的任务绩效与组织公民行

为，员工则评价服务型领导、组织认同、心理授权。

被试为57个团队573名企业员工，有效被试526人，

其中，男性 295人，女性 231人；工龄：十年以内 201
人，十年到二十年252人，二十年以上73人；本科以

下204人，本科及以上322人。

1.2 工具

1.2.1 服务型领导量表 采用王菲菲[14]修订的服务

型领导行为评估量表，共14题，包括愿景、服务与授

权三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分别记为1到5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0.86。
1.2.2 组织认同量表 采用王彦斌[15]设计的组织认

同量表。共13题。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分别记为1到5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α系数为0.88。
1.2.3 心理授权量表 采用李超平等[16]修订的心理

授权量表，共 12题，包括工作意义、工作影响、自主

性和自我效能4个因子。采用五点计分，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为1到5分。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α系数为0.82。
1.2.4 任务绩效量表 采用李晔[17]修订的任务绩效

量表，共有3个题。采用五点评分，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分别记为1到5分。本次研究中该量

表的α系数为0.76。
1.2.5 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采用李晔等[17]修订的组

织公民行为量表，共 4个题。采用五点评分，从“完

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为1到5分。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9。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参照前人研究[18，19]，使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

检验本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共有

6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19.34%
（<40%），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表 1），服务型领导、组织认同、

心理授权和工作绩效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N=526, ***P<0.001。
2.3 HLM多层检验

采用HLM分析群体层面的服务型领导对个体

层面员工工作绩效影响。首先对任务绩效与组织公

民行为的虚模型进行检验。任务绩效的组内方差为

0.21，组间方差为 0.30，ICC(1)为 0.59，ICC(2)为 0.93>
0.70，卡方检验结果表明组间方差显著（χ2=669.87,
P<0.001）。组织公民行为的组内方差是 0.17，组间

方差是 0.25，ICC(1)为 0.60，卡方检验结果证明组间

方差显著（χ2=860.20, P<0.001）。服务型领导Rwg的
平均值为0.866；组织认同Rwg的平均值为0.923；任
务绩效Rwg的平均值为 0.76；组织公民行为Rwg为
0.84；心理授权的Rwg为 0.95，均超过了 0.70的可接

变量

服务型领导

组织认同

心理授权

任务绩效

组织公民行为

1
-

0.29***
0.30***
0.28***
0.30***

2

-
0.38***
0.46***
0.63***

3

-
0.33***
0.37***

4

-
0.52***

5

-

··24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2 2021
受标准。因此，在群组之间检验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工作绩效的影响有意义[20]。控制性别，学历，工作收

入，工作年限等，检验服务型领导与工作绩效（任务

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如表 2所示，服务型

领导能跨层影响任务绩效以及组织公民行为（γ=
0.21，P<0.001；γ=0.46，P<0.001）。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检验组织认同的中介作

用，服务型领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员工的组织认同

（M11，γ=0.34，P<0.001）。组织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员

工任务绩效（M3，γ=0.23，P<0.001），组织认同能够正

向预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M7，γ=0.14，P<0.05）。因

此，组织认同是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

中介变量。心理授权调节了服务型领导对任务绩效

的影响（M4，γ=0.32，P<0.001），心理授权在服务型领

导对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M8，γ=-0.15，
P<0.001）。因此，心理授权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员

工工作绩效之间关系。心理授权调节了服务型领导

对组织认同的影响（γ=-0.20，P<0.001）。

变量

性别

学历

收入水平

工作年限

服务型领导

组织认同

心理授权

交互项

任务绩效

M1
-0.13*
0.01
0.01

-0.04

M2
-0.13*
0.01
0.01

-0.04
0.21***

M3
-0.13*
0.01
0.00
0.01
0.24***
0.23***

M4
-0.14*
0.01
0.00
0.01
0.23***
0.35***
0.03
0.32***

组织公民行为

M5
0.11*
0.06
0.03

-0.04

M6
0.11*
0.06
0.03

-0.05
0.46***

M7
0.12*
0.05
0.02

-0.05
0.47***
0.14*

M8
-0.14*
0.05
0.01

-0.05
0.46***
0.18**
0.10

-0.15***

组织认同

M9
0.12*

-0.06*
0.01
0.01

M10
0.11*

-0.06*
0.02
0.01
0.55***

M11
0.08*

-0.05*
0.02
0.02
0.34***

0.06
-0.20***

表2 模型检验

注：N=526, *P<0.05，**P<0.01，***P<0.001。
取心理授权正负 1标准分绘制交互作用（图 2、

3、4），可以直观地看出心理授权如何调节了服务型

领导与员工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之间

的关系。简单斜率检验显示，对心理授权较低的员

工（Z=-1），服务型领导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显著（γ=-
0.09，P<0.05），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和

组织认同的影响更为显著（γ=0.61，P<0.001；γ=
0.54，P<0.001）；对于心理授权较高的员工（Z=1），其

服务型领导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非常显著（γ=0.55，P<
0.001），服务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认同的

影响显著（γ=0.31，P<0.001；γ=0.14，P<0.001），随着

心理授权水平的提高，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任务绩效

的影响逐渐增强，而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和组织认同的影响逐渐变弱。

图2 心理授权对服务型领导与

员工任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

图3 心理授权对服务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

图4 心理授权对服务型领导与组织认同关系的调节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的

任务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员

工的任务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就越多，与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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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3]。服务型领导给予员工关怀，员工回报领导

最直接途径是提高自身任务绩效[21]。服务型领导满

足了下属自我实现的愿望，使其在工作中找到人生

的意义，因此能激发更多的积极行为，有更多组织公

民行为等。

本研究发现，组织认同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

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认同会显著正向

预测员工的任务绩效，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 [6]。组

织认同还能正向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与以往

研究结论相同[7]。服务型领导能显著正向预测组织

认同，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8]。本研究还发现，组织

认同中介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绩效之间的关

系。员工在服务型领导的帮助下，感受到了组织对

自身的关怀，对组织有归属感，认同感，更容易感知

到自己就是组织的一份子，组织目标就是自己的目

标，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任务绩效也就越高。同

时，会将组织利益与个人成就高度关联，从而发挥自

身主观能动性，做出更多组织公民行为。

本研究发现心理授权调节了服务型领导-组织

认同-员工工作绩效这一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与前

半路径。在员工心理授权较低时，服务型领导的提

升会导致员工任务绩效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心理授

权较低的员工在面对领导为自己提供服务时，会认

为领导额外重视这项工作，如果没有完成好会受到

责罚，反而不利于自己正常地完成任务。而对于心

理授权较高的员工来说，服务型领导水平越高，任务

绩效上升的趋势越明显。根据人际期望理论[22]，当

领导给予自己丰富的资源、自主选择的权利来完成

工作时，高心理授权的员工能感知到领导为自己提

供服务，是对自己寄予了高期望，会在工作中争取机

会，会提高任务绩效。因此，为了更好的提高员工的

任务绩效，不仅要注重培养服务型领导风格，也要注

重提高员工的心理授权。在心理授权较低时，服务

型领导能激发员工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随着员工

心理授权的提升，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增加趋势逐

渐放缓。在员工心理授权较低时，服务型领导对组

织认同的促进作用较强；在员工心理授权提高后，服

务型领导对组织认同的影响力减弱。对于心理授权

较低的员工来说，往往处于事业起步时期，未受到领

导的重视，因此心理授权感低。员工需要表现自己

来获得领导更多的关注与信任，自己也会尽可能地

适应组织，认同自身的工作。随着领导不断给员工

提供资源、服务，帮助其成长，员工会同样以更多的

不被计入薪酬系统的组织公民行为回馈组织，也能

最大程度提升自身对组织的认同。因此，心理授权

水平较低的员工随着服务型领导的提升，组织认同

显著提升，自身组织公民行为也明显增多。对于心理

授权较高的员工来说，随着角色适应之后，领导与自

身之间已经形成了积极良好关系，由于经验的影响，

自身对领导提供的服务及帮助的感知会逐渐降低。

随着心理授权水平的提高，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的影响逐渐变弱，这符合保

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说[12]，而随着心理

授权水平的提高，服务型领导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影

响逐渐增强，这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促

进假说[12]，心理授权这一调节变量对服务型领导与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任务绩效之间关系的

影响是不同的，不能一味的强调增强心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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