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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法对 179对商场女营业员进行施测 ,以探索人际相似性对员工间合作行为和工作倦怠的

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 员工在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 越不可能产生合作性目标 , 相互间的合作性行为越

少 , 且感受到的工作倦怠越强烈。合作性目标在员工任职期限的相似性与相互支持行为 、工作倦怠之间的关

系方面起完全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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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xploretheeffectofrelationalsimilarityonco-workerscooperativebehaviorandorganizational

outcomesinChineseculturalcontext.179 pairsofsaleswomeninashoppingmallweretestedbyquestionnaires.The

resultsshowedthatthemoresimilarco-workersorganizationaltenurewere, thelessthecooperativegoalswouldbe

setup, thelesscooperativebehaviortheywouldshowtoeachother, andthemorejobburnouttheyfelt.Cooperative

objectivewasthemediatorvariablebetweenco-workersorganizationaltenuresimilarityandsupportivebehaviors,

andjob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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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员工关系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 。已有研究发现 ,良好的员工关系有助于提高

组织绩效和团队绩效 ,减小工作团队规模 ,提高员

工工作满意度 、组织承诺 、工作绩效 、出勤率 ,降低

员工的工作压力 、工作倦怠 、离职意向等
[ 1]
。

员工更愿意跟什么样的同事一起工作 ?从上

世纪 50年代开始 ,关于 “相似性 ”的研究开始出

现 。 “相似性 ”最初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相似性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更便捷地组织信息 、区

分人和物体 、尽快认识新事物或之前尚未归类的

事物。从对人际关系的认知角度而言 ,人们通常

把从人口学角度跟自己差异较大的人视为 “圈外

人 ”,把跟自己相似的人视为 “圈内人 ”,并因此决

定是否与他们进行合作 ,或怎样进行合作
[ 2]
。相

似性研究进入组织行为学领域后 ,逐渐发展形成

相似相吸模式 (SimilarityAttractionParadigm,

SAP)
[ 3]
。根据 SAP理论 ,人们更愿意与同自己的

人口学变量如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任职期限以

及行为或态度相似的人合作
[ 4]
。相关研究结果

显示 ,人口学变量与人际关系认知 、态度和工作结

果有强相关 。其次 ,在团队成熟期 ,人们进行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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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判断的标准更趋向于深层的态度或价值观
[ 5]
。

目前 ,基于以上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上

下级之间的相似性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 ,鲜有

研究关注同事间相似性的影响 。国内相关研究尚

有待开展。此外 ,很少有研究关注相似性作用过

程中其他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本研究旨在探

索性地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人口学变量相似性对

员工关系及组织结果变量的影响。组织结果变量

选择了员工间相互支持行为和工作倦怠 ,从行为

和与工作相关的情绪体验两个角度分析任职期限

相似性的影响作用。同时引入合作性目标这一变

量 ,了解员工相互间合作性目标的认知对任职期

限相似性与组织结果变量关系的中介效应 。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是北京市某商场的营业员 ,该

商场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共发放 500

对问卷 ,每个专柜发放一对问卷 ,由当天同时上班

的两位营业员随机填写 A卷或 B卷。两份问卷

内容相同 ,只是在指导语中说明问卷中问到的同

事即当天同时上班的同事 。共回收 242对问卷 ,

回收率为 48.4%。剔除无效问卷后 ,进入分析的

有 179对匹配问卷 。所有样本都是女性 。样本 A

中 , 20岁以下 12人 ,占 6.7%, 21 ～ 25岁之间 87

人 ,占 48.6%, 26 ～ 30岁之间 39人 ,占 21.8%, 31

～ 35岁之间 23人 ,占 12.8%, 36岁以上 14人 ,占

7.8%。样本 B中 , 20岁以下 14人 ,占 7.8%, 21

～ 25岁之间 79人 ,占 44.1%, 26 ～ 30岁之间 41

人 ,占 22.9%, 31 ～ 35岁之间 28人 ,占 15.6%, 36

岁以上 14人 ,占 7.8%。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 ,

样本 A中教育年限平均数为 12.13年 (s=

1.43),样本 B中教育年限平均数为 11.98年(s=

1.40)。在本单位任职期限为连续变量 ,样本 A

任职期限平均月数为 28.99月(s=36.67),样本

B任职期限平均月数为 33.20月(s=33.20)。

2.2　测量工具

对任职期限的测量是由被试自行填写的具体

的任职期限 。

合作性目标的测量是从 Tjosvold(1995)在中

国大陆和北美使用的问卷中抽取出来的 ,有 5个

条目 ,如 “我和他 /她有共同的目标”
[ 6]
。在李克

特 5点量表上测量。样本 A中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72,样本 B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69。

员工间支持行为的测量采用的是 Cassidy

(1994)开发的社会支持量表 ,共 7个条目 ,如 “当

我感到有压力的时候 ,他 /她能帮我舒缓 ”
[ 7]
。在

李克特 5点量表上测量。样本 A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样本 B中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9。

工作倦怠的测量采用的是 Pines和 Aronson

(1988)编制的倦怠量表 ,共 21个条目 ,如 “我觉

得全身筋疲力尽 ”
[ 8]
。在李克特 7点量表上测

量 。样本 A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样本 B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

3　结果及分析

3.1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 ,合作性目标与员工间支持行为正

相关(r=0.594, P<0.01),与工作倦怠负相关(r

=-0.355, P<0.01),员工间支持行为与工作倦

怠负相关(r=-0.329, P<0.01)。

3.2　合作性目标的中介效应分析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Baron等(1986)提出

一个三步骤检验模型 ,第一步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

有显著相关;第二步 ,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

第三步 ,在控制自变量后 ,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仍然

有显著相关 。如果最后一步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值仍然显著 ,说明有部分中介效应;如果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值不显著 ,则说明有完全中介效应。本文

采用这种方法来检验合作性目标的中介效应
[ 9]
。

结果显示(见表 1),员工间任职期限的相似

性与员工间的合作性目标负相关(β =-0.228, P

<0.05, ■R
2
=0.049 , P<0.05)。也就是说 ,如

果两个员工在该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她们

之间越不可能产生合作性的目标。员工间任职期

限的相似性与员工间的支持行为也是负相关(β

=-0.220, P<0.05 , ■R
2
=0.032, P<0.05),

即两个员工在该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她们

之间的合作性行为越少。员工间任职期限的相似

性与员工的工作倦怠呈正相关 (β =0.231, P<

0.05, ■R
2
=0.036, P<0.05),即两个员工在该

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她们感受到的工作倦

怠越强烈。

在控制了任职期限相似性的影响之后 ,结果

显示(见表 2),合作性目标对员工间支持行为仍

然有显著预测作用(β =0.596, P<0.000, ■R
2
=

0.317, P<0.000),对员工的工作倦怠也仍然有

显著预测作用(β =-0.314, P<0.000 , ■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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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P<0.000),而任职期限相似性的预测作

用不再显著 ,合作性目标对员工任职期限的相似

性与相互支持行为和工作倦怠的完全中介作用得

到验证 。
表 1　员工任职期限对合作性目标 、员工支持和工作倦怠的预测作用分析

合作性目标(β)　　 员工间支持(β)　　 工作倦怠(β)　　

第一步:人口学变量

第二步:任职期限(样本 A) 　0.051　　　 　0.171　　　 -0.148　　　

第三步:任职期限(样本 B) 　0.062　　　 　0.032　　　 　0.010　　　

第四步:任职期限(样本 A×B) 　-0.228＊　　　 -0.220＊　　　 0.231＊　　　

F 5.443＊　　　 4.936＊　　　 5.518＊　　　

R2 0.107＊　　　 0.084＊　　　 0.095＊　　　

■R2 0.049＊　　　 0.032＊　　　 0.036＊　　　

　　　注:＊ P<0.05

表 2　合作性目标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员工间支持(β) 工作倦怠(β)

第一步:人口学变量

第二步:任职期限(样本 A) 0.141　　 -0.132　　　

第三步:任职期限(样本 B) -0.005　　　 0.030　　

第四步:任职期限(样本A×B) -0.084　　　 0.160　　

第五步:合作性目标 0.596＊＊＊ -0.314＊＊＊　

F 73.680＊＊＊ 14.949＊＊＊

R2 0.401＊＊＊ 0.183＊＊＊

■R2 0.317＊＊＊ 0.088＊＊＊

　　　注:＊P<0.05;＊＊P<0.01;＊＊＊P<0.000。

　　进一步分析可知 ,两个员工任职期限的差距

越大 ,相互的支持行为越多;任职期限的差距较小

时 ,任职期限都长的情况好于任职期限都短的情

况;任职期限都短时 ,感受到的工作倦怠最强烈;

任职期限的差距越大 ,感受到的工作倦怠越轻 。

4　讨论

研究发现 ,员工在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

越不可能产生合作性的目标 ,相互间的合作性行

为越少 ,感受到的工作倦怠更强烈 。这一结果与

SAP理论假设 “人们更愿意与同自己的人口学变

量相似的人合作 ”不一致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

本研究的两个样本任职期限平均月数在 28 -34

个月之间 ,而根据人际相似性相关研究结果 ,当两

个员工任职期限时间超过半年时 ,影响他们关系

的因素可能会从最初浅层次的相似性转变为人

格 、价值观等深层次的相似性。这一结果有待未

来研究的进一步验证。组织在人员招聘 、团队组

建 、人员安置等方面可以参考相关研究的结果。

在组织运作过程或组织诊断中如果发现员工合作

出现问题 ,或员工压力感较大 、工作倦怠感较强 ,

也可以此为依据逆向分析其产生原因 。合理的团

队成员搭配有助于提高组织绩效。

合作性目标对员工任职期限的相似性与相互

支持行为和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起完全中介作

用 。这一研究结果的理论背景主要是由于相似性

的判断是一种认知行为 ,因此相似性的概念比较

灵活 ,可以根据知识 、情境或把人的注意力引到别

的刺激或物体上 ,从而加以改变
[ 10]
。换言之 ,因

为员工对合作性目标的认知会影响到员工间相互

支持行为和强烈的与工作相关的情绪体验 ,那么

我们可以通过参与管理 、任务分配 、培训和干预等

方式 ,增强员工对相互间合作性目标的认同 ,调整

员工的相似性判断标准 ,从而改善员工间关系 。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 ,因此存在有待改进

的地方 。已有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相似性的影响

作用受组织文化 、团队规模 、合作时间等变量的影

响 ,还有研究认为人口学变量相似性与价值观 、个

性等更深层次的相似性共同起作用。同时 ,本研

究由于样本局限性 ,研究结果的效度受影响。后

续研究应当关注这些方面 。

5　结论

通过问卷法探索人际相似性对员工间合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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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工作倦怠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

(1)员工在组织中的任职期限越相近 ,越不

可能产生合作性目标 ,相互间的合作性行为越少 ,

且感受到的工作倦怠越强烈。

(2)合作性目标在员工任职期限的相似性与

相互支持行为 、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完全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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