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封面主题

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的影响机理研究：

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 高天茹  贺爱忠

摘要  现有关于知识共享等积极知识活动的研究日渐

成熟，但实践效果却差强人意，知识隐藏等消极知识活

动逐渐成为知识管理领域的新热点。为了探究职场排斥

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

论为基础，以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为整体逻辑，构

建了职场排斥通过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作用于知识隐藏

的链式中介模型，并探讨宽恕氛围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

用。针对中国本土企业员工收集了 639 份有效问卷，利用

Mplus 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 rap、潜调节结构

模型法对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

明 ：（1）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存在正向影响 ；（2）关系

认同与心理困扰分别在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的正向影响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

斥对知识隐藏的正向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4）宽恕氛

围通过缓和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进而对链式中

介路径起调节作用，即宽恕氛围越高，职场排斥对关系

认同的负向影响越弱，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

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弱。从理性角度出发重

新探究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影响机理是对以往研

究的补充与丰富，启示管理者们在激励员工实施知识共享

活动的同时，要注意采取措施抑制知识隐藏等消极知识

活动，从而激活组织员工对知识资源的创造力。

关键词  职场排斥；知识隐藏；关系认同；心理困扰；

宽恕氛围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个体知识资源逐渐成为组织内超越

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核心资源。[1] 为了最大化发挥

知识资源的经济效益，管理者必须设法刺激作为知识载

体的员工积极分享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信息，[2] 以便促进

知识要素在组织内部顺畅流动。然而由于组织环境的复

杂性与知识资源的稀缺性，大多数员工的知识共享水平

往往低于个人所能达到的水平，[3] 他们更愿意通过知识

隐藏保持自己在组织内部的不可替代性，[4] 从而对个体

创造力等关键要素产生负面影响。[5] 因此，知识隐藏的

消极性已逐渐引起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C o n n e l l y 等 [6] 将知识隐藏定义为组织成员面对同

事提出的知识请求时，出于某种目的而选择隐瞒、保留

知识的行为。根据以往研究，知识隐藏行为的前因涉及

成员个体特征、知识特性、互动媒介因素、外在环境影

响等多个方面。[7] 其中，Z h a o 等 [8] 在中国服务型组织的

背景下，以消极互惠理论为基础对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丰富了知识隐藏行为

的前因研究。但是该研究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知识

隐藏视为遭受职场排斥之后的有意报复行为，[9] 带有感

性的情绪化色彩，且并未探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

变量。事实上，中国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向来注重面子

与和谐，纯粹的情感报复心理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职场排

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其他

影响因素。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得失视角对个体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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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下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框架，[10] 本研究拟

将关注重点从消极互惠行为之间的交换关系转移到不

同行为对个体资源的影响之上，从理性角度思考职场排

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作用机制。

首先，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在积极努力地

获取、维持、保护他们的有限宝贵资源，任何资源的潜

在损耗或实际损失对个体都是一种威胁。[10] 由于职场排

斥是一种会对个体资源造成损害的被动式消极人际互动

体验，知识隐藏是一种保护自身资源的主动式负面人际

互动行为，因此本研究希望以职场排斥对个体资源的损

耗为出发点探究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H o b f o l l [10] 将资

源定义为某些特征、条件、能量等让个体觉得有价值的

东西或获得这些东西的方式。本研究以此为指导，在个

体资源库中识别出两种在中国文化组织情境中很可能与

职场排斥和知识隐藏存在影响作用的重要资源——关系

资源与心理资源，并聚焦到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两个具

体变量上。其中，关系认同表示个体对与他人之间关系的

认同程度，[11] 体现员工拥有的关系资源多寡 ；心理困扰表

示包括抑郁、紧张、焦虑等情绪在内的心理状态，[12] 体现

员工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存量。本文由此在职场排斥与

知识隐藏之间构建两条单中介路径，验证关系认同与心

理困扰的中介作用。其次，Mischel 等 [13] 提出的“认知—

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认为，个体遇到的事件与所处环境

会对人格系统中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产生影响，并最

终决定个体行为。而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实质上分别表

征了个体的认知与情感视角，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利

用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构建一条链式中介路径。通

过构建一个完整的中介模型澄清第一个关键问题 ：职场

排斥与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之间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此外，文化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行为调节，[14] 根据现

有研究，宽恕氛围鼓励组织成员之间不怀怨恨、相互包

容、相互理解，[15] 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恕己之心

恕人”的价值观，是一种支持性环境特征。组织运用宽

恕艺术形成宽恕氛围，会对个体遭遇职场排斥之后的自

我调节与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本研究要探讨

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 ：宽恕氛围如何调节关系认同与

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将在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认

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构建职场排斥通过关系认同与

心理困扰作用于知识隐藏的中介模型，并探讨宽恕氛围

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通过问卷法在中国本土化

组织中收集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

理论与数据的共同支撑下深入剖析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之间的作用机制，为组织抑制员工知识隐藏行为提出对

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Fer r is 等 [16] 认为，职场排斥是员工在工作场所内所

感知到的他人的忽视、排挤或拒绝行为。这一定义隐含

三层含义 ：一是实施场合的限制性，即职场排斥特指发

生在职场当中的人际排斥行为；二是排斥行为的隐蔽性，

即职场排斥多表现为漠视、避免眼神接触、沉默对待等

“冷暴力”形式，不包括肢体及言语上的激烈冲突 ；三

是被排斥者的主观感知性，即职场排斥的严重程度随个

体的感知差异而有所不同。

知 识 隐 藏 是 知 识 管 理 领 域 的 一 个 新 兴 概 念。

C o n n e l l y 等 [6] 根据“知识分享敌意”“知识保留”等相

关研究首次明确提出了“知识隐藏”的概念，将知识隐

藏定义为组织成员在面对其他同事所提出的知识请求

时，出于某种目的而选择隐瞒、保留知识的行为。其中，

知识主要指与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观点和专业经验等。

由此可见，知识隐藏强调员工在回应他人知识请求时的

隐匿意图与行为，是妨碍企业推动知识管理的重要因素

之一。

对于组织员工来说，职场排斥作为一种重要的工

作情境压力源 [17] 将会增加知识隐藏行为发生的可能

性。首先，W i l l i a m s 等 [18] 提出的“需求—威胁模型”

（Ne e d-T h r e a t Mo d el）指出，当员工感知到组织内部其

他成员的排斥时，归属感、自信感、控制感与存在意义

感等四大基础性心理需求会显著降低。其次，Hobfol l [10]

认为资源包括物质性资源（如汽车）、条件性资源（如朋

友）、个人特质资源（如自我效能）、能量性资源（如知

识）。据此，个体的基础性心理需求属于人格特质资源，

是决定个体内在抗压能力的重要因素；知识属于能量

性资源，是帮助个体获得其他三种资源的关键资源。而

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假设在于个体总是在积极努力地维

持、保护和构建他们的宝贵资源。当资源受到损耗、威胁，

以及当时间和精力成本无法获得相应回报时，压力就会

增加 ；而当拥有资源时，即使所得资源明显少于所受损

失，压力也会减少。[10] 因此，一旦员工感知到自己被排

斥，人格特质资源的损耗与威胁是遭受排斥之后的直接

反应，在压力剧增的情况下员工会尽力保存其他未损资

源以弥补资源损失所带来的伤害。此时面对同事的知识

请求，员工会更倾向于通过知识隐藏的方式隐秘地保护

属于自身的能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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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资源保存理论也提出，面对动态变化的

压力情境时，除了一味防范资源损失与威胁外，个体还

应设法投入资源调整状态。[19] 由于职场排斥是员工基于

自我感知的主观判断，不同员工感知到的排斥水平长期

不断呈现动态变化。为了应对类似压力事件，个体将耗

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调节心态、处理职场矛盾。然而，

充分调动所有精力应对职场压力虽然可以避免长期损失

扩大，但短期内若收效甚微，也会挤占个体资源，[20] 致

使个体受时间和精力限制无暇主动从事更多利组织的角

色外行为。

综上，员工感知到的职场排斥越严重，不仅越有可

能为了防范更多的资源损失而极力保护自身独特的知识

资源，而且也越有可能疲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非强制性

的利组织行为当中，从而导致这类员工在面对同事的知

识请求时更容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由此提出假设 ：

H1 ：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具有正向影响

2. 关系认同的中介作用

关系认同指个体通过角色关系对自我的归类或描述

程度，将他人的成败荣辱与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1]

根据 B a n a j i 等 [22] 的研究，员工之所以会对某一段关系

产生较高的认同感，背后存在两种动力机制 ：一是员工

能够在这段关系中满足自我加强需求，即获得他人对自

己的好评，从而有助于个体肯定自我身份，产生关系认

同 ；二是员工能够在这段关系中获得归属感，这是员工

与其他个体或组织保持积极关系的源动力。

但是员工一旦在工作中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排斥，

为了保持认知一致性会出现选择性注意倾向，[23] 即在未

来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寻找和关注某些能够证实自己确实

被排斥的蛛丝马迹，忽视那些能够解释这些排斥行为的

信息。长此以往，被排斥员工会对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工

作能力产生严重质疑，难以与其他员工愉快合作，无法

从同事关系中满足自我加强需求，导致被排斥员工对与

同事之间关系的认同程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由于非

正式工作关系网络有利于建立和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情

感联系，促使组织成员不断对其他个体产生喜爱和关注，

因此归属感的产生大多源于非正式工作环境。[24] 但是，

职场排斥恰恰割断了员工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联系。[25] 除了

合作完成既定工作任务外，被排斥员工无法被接纳为某

个圈子当中的一员，公私过于分明导致员工认为自己被

排挤到了圈子之外，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员工的归属感，

关系认同水平受到负面影响。

综上，职场排斥明显破坏了形成关系认同的两种动

力机制，感知到排斥的员工不仅无法满足自我加强需求，

而且无法获得归属感，进而导致关系认同水平较低。由

此提出假设 ：

H2 ：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具有负向影响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充足的个体不但不易遭受

资源损失，而且更有能力获取新资源，创造更多的资源

增量，从而进入资源增值螺旋当中 ；资源匮乏的个体不

但更容易遭受资源损失，而且为了应对资源损失不得不

增加资源投入，但往往入不敷出，导致资源损失不断加

速，从而陷入资源丧失螺旋当中。[10,18] 关系资源是一种

有价值的条件性资源，能够为个体获得关键性资源创造

条件，影响个体的抗压潜能。[26] 因此关系认同水平较高

的个体会认为自己拥有较多的社会关系资源，自有资源

增量充足，从而愿意在工作场所当中投入更多独特性资

源以创造资源盈余，[27] 通过分享知识资源来维持旧的、

创造新的关系资源，不断向资源增值螺旋迈进。相反，

关系认同水平较低的个体自有资源存量明显不足，他们

对资源的保护意识强于对多余资源的获取意识，更倾向

于通过隐藏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来防止自有资源继续

减少，避免陷入资源丧失螺旋。由此提出假设 ：

H3 ：关系认同对知识隐藏具有负向影响

结合假设 H1、H2、H3 所预测的关系，本研究认为，

当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排斥时，自我

加强需求与归属感无法得到满足，关系认同水平由此降

低，而关系资源的缺失又进一步增强了员工的资源保护

意识，从而导致被排斥员工在面对他人的知识请求时更

容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也就是说，职场排斥由于降

低了员工的关系认同水平而对知识隐藏行为形成正向影

响。由此提出假设 ：

H4 ：关系认同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存在中

介作用，即职场排斥会降低员工的关系认同，从而增加

员工知识隐藏行为

3. 心理困扰的中介作用

B a r n e t t 等 [12] 指出，心理困扰是一种不理想的心理

状态，一般表现为抑郁、紧张、焦虑等情绪。具体到职

场当中，心理困扰主要包括员工在工作时出现的工作压

力大、情绪耗竭严重、内心抑郁消沉等心理问题，这些

问题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工作与家庭产生极大的负面

影响。[28] 根据以往研究，职场排斥是一种人际间压力源，

它会不断损耗员工为解决问题而需从工作中获得的必要

资源，[29] 而且这种隐蔽攻击行为也减少了员工的积极心

理资源，从而使员工感知到自身所需要的宝贵资源持续

遭到损耗与威胁。另外，资源损耗与威胁又是引起负面

心理状态的关键因素，[10] 当发现资源被大量剥夺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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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应对众多工作要求时，个体会表现出焦虑、[30] 情绪

耗竭、[31] 认知压力反应 [32] 等。作为一种痛苦的人际互

动体验，职场排斥会致使员工产生资源被剥夺感，继而

陷入低气压情绪漩涡中无法脱离，加剧心理困扰状态。

由此提出假设 ：

H5 ：职场排斥对心理困扰具有正向影响

D e c i 等 [33] 提出，当个体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

会形成内在驱动力，这种内在动机会刺激员工主动付出

更多努力，不断实施积极工作行为。但是心理困扰状态

说明员工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存量已难以满足个体的心

理需求，无法有效激发员工的内在驱动力。[34] 同时，由

于个体内在的情绪状态具有信息激活功能，[35] 负面情绪

会诱导个体遵循效价一致原则有选择地识别、加工外部

环境中的负面信息，[36] 从而形成负面认知评价、做出负

面行为决策。[37] 据此，心理困扰会促使员工更容易关注

工作中的消极因素，通过对大量负面信息进行加工，对

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产生负面认知，尽量回避可能产生

负面结果的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当面对需要投入资源的知识请求时，

心理困扰程度较高的员工不仅没有与同事坦诚分享的内

在动力，而且出于对工作环境的负面认知与评价，员工

会将他人的知识请求视为对自身资源的恶意抢占与肆意

剥夺，此时为了避免二次资源损耗，员工会尽量选择回

避话题，出现知识隐藏行为。由此提出假设 ：

H6 ：心理困扰对知识隐藏具有正向影响

根据假设 H1、H5、H6 所预测的关系，本研究认为，

当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排斥时，员工

会由于资源被剥夺而产生强烈的不平衡感，出现心理困

扰等问题，而这种负面情绪状态进一步促使员工在面对

同事提出的知识请求时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从而为

了减少资源消耗而选择知识隐藏。也就是说，职场排斥

加剧了员工的心理困扰程度，进而对知识隐藏行为形成

了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

H7 ：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存在中

介作用，即职场排斥会加剧员工的心理困扰，从而增加

员工知识隐藏行为

4. 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的链式中介作用

M i s c h e l 等 [13] 提出的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认

为，个体的认知—情感单元之间并非孤立静止的，而是

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稳定地联结成个体独特的人格网

络结构。当面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特征时，某些认知—情

感单元会被激活，并产生特定的交互作用，进而产生情

境特异化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由此可知，事件或情境

可以通过单独激活认知或情感某一特定单元而影响个体

行为，也可以在激活认知单元后进而激活情感单元，最

终影响个体行为。根据以往研究，关系认同的目标是某

个角色关系，[38] 它是个体建立与某个角色关系之间联系

的认知过程，属于人格网络系统中的认知单元。同时，

心理困扰表达了一种负面情绪状态，属于人格网络系统

中的情感单元。

因此，在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的作用机制下，当员

工在工作场所中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排斥时，这种负面

事件会刺激个体对一系列负面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对工

作环境产生负面评价，破坏员工的自我加强需求与归属

感，降低员工对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同程度 ；同时自身

资源受到严重损耗与威胁的负面认知又会不断刺激员工

出现心理困扰情绪，减少员工积极投入工作的内在驱动

力。此时如果他人提出知识请求，该类员工更容易在资

源丧失螺旋与低气压情绪漩涡的影响下选择知识隐藏。

也就是说，职场排斥（消极事件）将通过刺激员工的认

知过程（关系认同）进而激活情感单元（心理困扰），最

终影响行为决策（知识隐藏）。由此提出假设 ：

H8 ：关系认同和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职场排斥由于降低了员工的

关系认同水平而加剧了其心理困扰状态，从而导致知识

隐藏行为增多

5. 宽恕氛围的调节作用

宽恕氛围是一种抽象式环境变量，Fe h r 等 [39] 将其

定义为面对冲突与冒犯时，员工对宽容与仁慈反应会受

到组织支持和期待的一致性感知。也就是说，如果组织

能够使员工明确感知到若以宽容回应冲突将会受到组织

的鼓励和支持，则说明该组织的宽恕氛围较高。根据以

往研究，员工宽恕行为能够修复破损的人际关系，满足

员工的关系需求。[40] 而宽恕氛围又是对员工宽恕行为存

在正面影响的环境变量，[15] 所以宽恕氛围是一种能够促

进员工基本需求满足的支持性情境特征。

根据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个体内部存在“情

感冲动的热加工系统”和“理性认知的冷加工系统”两

种平行的行为反应模式。其中，热系统是指个体情感的

自动反应系统，当外部刺激激活情感时，人格系统会自

动引发个体的冲动反应。冷系统是指个体可控的反应系

统，能够促使个体对外部刺激进行认知加工，引发个体

表现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有效的行为调节依赖于个体能

否通过某种刺激将情感加工系统转换为认知加工系统。[13]

而宽恕氛围作为一种积极的情境特征，能够刺激员工根

据工作环境中的正面线索形成对组织规范、组织理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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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理性认知，有利于帮助员工客观分析工作过程

中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促使员工在面对职场排斥时从情

感冲动的“热”加工系统转向理性认知的“冷”加工系统，

最终实现认知与行为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因此，本研究

认为，宽恕氛围与职场排斥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会对员

工的认知、情感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宽恕氛围将会减少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

向影响。由于工作环境是员工态度与行为的重要信息来

源，[23] 感知到较高宽恕氛围的个体更容易对组织所倡导

的人际交往理念产生强烈感知。如果遭遇职场排斥，这

一类员工倾向于从“和谐人际观”角度出发进行理性思

考，权衡利弊之后采取组织认可的宽恕对策处理与同事

之间的矛盾。同时，个体为了保持认知一致性，会倾向

于以符合已有态度及观点的方式对环境中的信息线索进

行选择性解释。[41] 如果员工感知到的宽恕氛围较高，说

明员工认为该组织内的人际关系较为和谐，此时即使感

知到他人对自己的排斥，员工也有可能会以中立或积极

的态度看待整个事件，认为同事并非故意为之。

此外，宽恕氛围将通过缓和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

负向影响对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之间的链式中介产生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宽恕氛围

较强时，组织所倡导的和谐交往观会引导员工不断加强

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促使员工对不同后果进行权衡比

较，从而实现情感冲动的“热”加工系统与理性思考的

“冷”加工系统之间的有效转换，[42] 最终使感知到较高

宽恕氛围的员工在遭受排斥之后更有可能以理性态度看

待事件始末，以宽容之心看待人际摩擦，而并非一味陷

入低气压情绪漩涡与资源损耗螺旋当中无法自拔。因此，

宽恕氛围越强，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产生的负向影响越

弱，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

链式中介作用也越弱。由此提出假设 ：

H9 ：宽恕氛围通过缓和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

影响进而调节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

藏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职场排斥作为一种负面人际互动行为，会给

员工带来比工作本身更大的压力和伤害，破坏员工获得

更多关键性资源的环境与条件，从而强化员工对自身已

有资源的保护意识。例如，如果某位员工被他人排挤、

孤立或忽视，那么其所能依赖的关系资源相应减少。而

在以关系取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关系的感知

愈加复杂敏感。因此，对于被排斥员工来说，一旦可利

用或可信赖的关系资源减少，其对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

的认同程度相应更低，隐藏知识等资源的可能性更高。

同时，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心理上的痛苦，即所谓的“社

会伤痛”。[43] 这种心灵上的伤痛无疑会减少员工的积极

心理资源，造成心理困扰，导致员工不会轻易与他人分

享知识资源。因此，本研究首先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

用关系认同的降低和心理困扰的增强分别表示个体关系

资源与积极心理资源的损耗，从而对职场排斥、关系认

同、心理困扰、知识隐藏这些关键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

进行深入剖析，构建两条单中介路径探索职场排斥所破

坏的何种资源会导致员工更容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另

外，以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作为模型构建的整体

逻辑，用职场排斥表示事件影响，用关系认同和心理困

扰的变化表示个体的认知单元与情感单元的变动，构建

“职场排斥—关系认同—心理困扰—知识隐藏”的链式

中介路径 ；用宽恕氛围表示情境特征，探讨对链式中介

的调节作用，用知识隐藏表示行为选择，从而整合所有

研究变量，形成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设计

1. 变量测量工具

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本研究所需量表均采用发表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并

已在中国情境下验证过的成熟量表。所有英文量表均采

用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并成立专题小组对问卷进行

修订，尽可能避免语义模糊或歧义。第二，鉴于职场负

面行为的敏感性与隐蔽性，以及本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

关系主义和面子观，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适合非正式场合，

采用匿名自评方式进行测量。第三，为避免被试在评价

职场负面行为时产生趋中效应（即选择中间点），所有

量表均采用 Liker t6 点量表计分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比较不同意”，4 表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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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5 表示“同意”，6 表示“完全同意”。

职场排斥采用 Fe r r i s 等 [16] 开发的 10 题项量表，比

如，“在工作中，有同事会忽视我的观点或感受”，“在

工作中，当我向有些同事打招呼时，却没有得到回应”等。

该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为 0.906（>0.7），

信度较好。知识隐藏采用 Con nel ly 等 [6] 开发的 12 题项

量表，比如，“当有同事询问某些信息（非工作机密）时，

我会答应告诉他 / 她，但是实际并不打算这么做”，“答

应告诉他 / 她，但是能拖就拖”，“假装听不懂他 / 她在

说什么”，“告诉他 / 她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

等。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75，信度较好。关系认同

采用 Z h a n g 等 [24] 开发的 7 题项量表，比如，“私下里，

我会经常与同事一起相约外出”，“在工作中，我与同事

能够坦诚相待”，“工作之余，我也经常与同事沟通交流

生活上的问题”等。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42，信度

较好。心理困扰采用 Ke ssle r 等 [41] 开发的 10 题项量表，

比如，“我经常无缘无故感到疲倦”，“我经常感到焦躁

不安”，“我经常感到每件事情都很费力”等。该量表的

信度系数为 0.918，信度较好。宽恕氛围采用 C o x [44] 开

发的 4 题项量表，比如，“在工作中，同事彼此之间没

有妒忌与怨恨”、“同事们能够妥善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分

歧”等。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760，信度良好。

此外，本文基于以下理由选取了性别、年龄、学历、

企业工作年限（以下简称司龄）、企业性质及职位级别 6

个分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第一，现有研究表明，女性

员工更易于被组织中所发生的事件影响情绪及行为；[45]

第二，以往关于知识隐藏的研究表明，员工主体特征及

组织环境均是员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7] 因此，为尽

量排除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本研究

最终选取以上 6 个可能对员工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

2. 问卷设计

本研究初始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职

场排斥、知识隐藏、关系认同、心理困扰与宽恕氛围 5

个核心变量的量表，共 43 个题项 ；第二部分为人口统

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司龄、企业性质及

职位级别 6 个题项。

本研究在预调研阶段采用滚雪球方法收集了120 份

有效数据，以分析初始问卷的信效度。结果表明，职场

排斥、关系认同、心理困扰、知识隐藏、宽恕氛围等量

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868、0.811、0.902、

0.897、0.728，均大于 0.7，各量表信度较好 ；K M O 值

分别为 0.860、0.832、0.863、0.862、0.733，B a r t l e t t

球形检验结果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各量表效度良好。

此外，对参与预调研的被试进行回访，通过综合对比被

试的反馈意见，合理修正量表题项，并将修正后的题项

再次回译为英文，以便与原始英文量表进行对比，最终

形成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

3.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正式调查于 2018 年 1 月 5 日 -3 月 28 日进行，调查

对象主要来源于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浙江、上海

等地，涉及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力及水生产供应业等多个行

业，所在企业成立时间均超过 5 年，在职员工规模均达

到 300 人以上。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第一，通过多方资源在符合要

求的企业中确定一位联系人，事先向其说明研究目的、

内容及流程，提高联系人对研究者的信任度。第二，研

究者提前将空白问卷装入信封并密封（问卷结尾处已标

明“请将填写好的问卷重新装回信封并密封”等字样），

在确定好联系人后邮寄给对方。第三，联系人直接向被

试发放密封好的信封，发放或回收时均无法直接接触问

卷，提高被试的匿名性、严肃性与便利性，以便被试放

心填写。第四，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研究者事先向联

系人要求，不在本人所在办公室发放问卷，避免由于被

试与联系人的私人关系对数据信效度产生影响；在同一

办公室发放不超过 2 份问卷，避免被试之间相互猜疑对

比，影响数据质量。最后，3 个月期间共发放问卷 950 份，

收回 834 份，在剔除空白、填答不完整、连续选择同一

答案及答案存在明显规律或错误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得

有效问卷 63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67.26%。描述性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

特征 类别 占比（%） 特征 类别 占比（%）

性别
男 46.3

学历水平

高中（中专）及以下 7.4

女 53.7 专科 13.9

年龄

18-25 16.7 本科 70.3

26-35 51.2 研究生及以上 8.5

36-45 21.3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37.1

46 岁及以上 10.8 民营企业 43

司龄

1 年以下 8.6 合资及联营企业 11.4

1-3 年 21.9 其他性质企业 8.5

3-5 年 24.1

现任职位
级别

普通一线员工 45

5-10 年 26.6 基层管理者 32.9

10 年以上 18.8 中层管理者 19.1

高层管理者 3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1. 问卷信效度检验

15-27南开管理评论  第22卷, 2019年第3期第              页 



21

封面主题
首先，通过计算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检验各量表

的信度。结果显示，职场排斥、关系认同、心理困扰、

知识隐藏、宽恕氛围等量表的 Cr onb a ch`s a lph a 系数分

别为 0.906、0.842、0.918、0.875、0.760，均大于最低

标准 0.7，表明所用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其次，采用 S m a r t p l s3.2.8 软件进行 H T M T 检验

（Heterot rait-Monot rait Rat io of the Cor relat ions），以确

保不同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根据 H e n s e l e r 等 [46]

的研究，如果两两变量之间的 H T M T 值越接近于 1，说

明区分效度越差。本研究以 H e n s e l e r 等 [46] 验证的最严

格临界值 0.85 为检验标准，即当 H T M T 值大于临界值

0.85 时，说明研究变量缺乏区分效度。根据表 2 所示

结果，两两变量之间的 H T M T 值均小于 0.85，说明本

研究所有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2 HTMT检验结果

职场排斥 关系认同 心理困扰 知识隐藏 宽恕氛围

职场排斥

关系认同 0.648

心理困扰 0.694 0.614

知识隐藏 0.802 0.593 0.680

宽恕氛围 0.558 0.680 0.410 0.457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自评方式可能会导致 5 个构念之间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所以本研究先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

行检验。首先采用 H a r m a n 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47] 将

研究变量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所

有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的总变异解释量为 61.756%，其

中第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量为 27.491%，因子解释

变异量未超过最大值 50%，且不超过总变异解释量的

一半，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所有变量大部分方差的严

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可得， 单因子模 型数 据拟合效 果（χ2/d f =12.940>3，

CF I=0.770<0.9，T LI=0.719<0.9，R MSEA=0.145>0.05，

S R M R=0.091>0.05） 显著 不及 五因子模 型理 想（χ2/
表3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表

Mean S.E.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1.540 0.499

年龄 2.260 0.863 -0.155**

学历水平 2.800 0.691 -0.031 -0.258**

司龄 3.250 1.233 -0.155** 0.598** -0.018

职位级别 1.800 0.851 -0.028 0.077 0.152** 0.193**

企业性质 2.350 1.155 0.199** -0.186** -0.118** -0.225** 0.090*

职场排斥 2.813 0.960 -0.146** 0.115** -0.093* -0.031 -0.108* -0.053

关系认同 4.433 0.772 0.073 0.049 -0.043 0.103** -0.018 -0.135** -0.566**

心理困扰 2.447 1.030 -0.071 -0.073 -0.062 -0.180** -0.118** -0.001 0.631** -0.535**

知识隐藏 2.977 0.880 -0.077 0.055 -0.176** -0.04 -0.066 0.037 0.709** -0.503** 0.604**

宽恕氛围 3.905 0.908 -0.054 0.067 0.004 0.145** 0.096* -0.016 -0.462** 0.560** -0.359** -0.368**

注 ：N=639，**p<0.01，*p<0.05

d f = 2 . 311< 3， C F I = 0 . 9 7 8 > 0 . 9， T L I = 0 . 9 6 9 > 0 . 9，

R MSEA=0.048<0.05，SR MR=0.035<0.05）。[48]

同时，鉴于单因素检验方法有可能不灵敏，再采

用双因子模型进行检验，即在原有因子基础上加入方

法因子作为全局因子。[49] 如果加入方法因子之后，模

型拟合指数优化程度很高（例如，C F I 和 T L I 提高幅度

超过 0.1，R M S E A 和 S R M R 降低幅度超过 0.05），说

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50,51] 经检验，五因子模型

加入方法因子之后，模型拟合指标并未明显提高（χ2/

d f = 6.289，C F I = 0.904，T L I = 0.876，R M S E A = 0.097，

SR MR=0.215）。以上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共同

方法偏差程度处于可接受水平，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严

重影响。

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有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

表 3 所示，其中性别、年龄、学历、司龄、职位级别及

企业性质为控制变量。根据表 3 可得 ：（1）职场排斥与

知识隐藏（r =0.709，p <0.01）显著正相关，（2）职场排

斥与关系认同（r =-0.566，p <0.01）显著负相关，关系

认同与知识隐藏（r =-0.503，p <0.01）显著负相关 ；（3）

职场排斥与心理困扰（r =0.631，p <0.01）显著正相关，

心理困扰与知识隐藏（r =0.604，p <0.01）显著正相关 ；

（4）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r =-0.535，p <0.01）显著负

相关 ；（5）宽恕氛围与职场排斥（r =-0.462，p <0.01）、

心理困扰（r =-0.359，p <0.01）、知识隐藏（r =-0.368，

p<0.01）均显著负相关，宽恕氛围与关系认同（r=0.560，

p <0.01）显著正相关。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

本文的研究假设。

4. 假设检验

（1）中介模型检验

由于样本量与待估参数数量之间的比值是结构方程

模型法所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点，[52] 因此本研究采用项

目因子打包策略中的平衡法，将构念中的所有题项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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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载荷大小进行打包，[53] 打包后每个构念均包含三个

指标。随后使用 M pl u s7.4 软件通过 SE M 方法分别构建

基础模型（模型 A）、嵌套模型（模型 B）与替代模型（模

型 C）进行对比。在模型 A 中，职场排斥到知识隐藏之

间不存在直接效应，即基础模型 ；模型 B 在基础模型

之上增加职场排斥到知识隐藏的直接路径，即模型 A

嵌套于模型 B；模型 C 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即职场排斥、

关系认同、心理困扰、宽恕氛围均直接影响知识隐藏行

为，为替代模型。

首先，模型 A 与模型 B 属于嵌套模型，应通过模型

拟合指标进行比较。根据结果，虽然模型 A（χ2=273.934， 

d f = 9 3，χ2 / d f = 2 . 9 4 6，C F I = 0 . 9 6 4，T L I = 0 . 9 4 6，

R M SE A=0.059，SR M R=0.041）与模型 B（χ2=180.626，

d f = 9 2，χ2 / d f =1 . 9 6 3，C F I = 0 . 9 8 2， T L I = 0 . 9 7 3，

R M SE A=0.041，SR M R=0.029）的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

受水平，但模型 A 拟合指标不及模型 B 理想。同时对比

模型 A 与模型 B 的卡方变化是否显著 ：当Δχ2 差异不

显著时，选择路径简洁的模型；当Δχ2 差异显著时，选

择拟合结果较好的复杂路径模型。结果显示，模型 A 与

模型 B 相比卡方变化显著（Δχ2（1）=93.308，p<0.05），

应选择拟合指标更好的模型 B，因此增加直接路径显著

改善了模型拟合度，模型 B 优于模型 A。

其次，通过替代模型（模型 C）评估变量之间存在

其他关系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对模型 B 与模型 C 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模型 C 的拟合指标同样达到了可接受水平

（χ2=287.077，df=136，χ2/df=2.111，CFI=0.973，TLI=0.962，

R MSEA=0.044，SR M R=0.032）。 同时， 鉴于模 型 B 与

模型 C 属于非嵌套模型，本研究将通过比较两个模型

的贝叶斯信息准则（BIC）进行择优判断：当ΔBIC >10

时，BIC 较小的模型更优。[54] 根据检验结果，模型 B 的

BIC 为 15114.800，模型 C 的 BIC 为 19659.605，ΔBIC 为

4544.805，模型 B 优于模型 C。因此，在本研究中嵌套

模型（模型 B）比基础模型（模型 A）、替代模型（模型 C）

更能够有效反映变量之间的数据关系。

表4  结构方程模型对比检验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模型 A ：基础模型 273.934 93 2.946 0.964 0.946 0.059 0.041

模型 B ：嵌套模型 180.626 92 1.963 0.982 0.973 0.041 0.029

模型 C ：替代模型 287.077 136 2.111 0.973 0.962 0.044 0.032

综上所述，最终选取拟合结果最佳的模型 B 作为

本研究的基准中介模型。另外，鉴于 Ta y l o r 等 [55] 通过

总结对比多种多步中介检验方法后发现，B o o t s t r a p 方

法用于检验中介最佳，因此本研究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结

合 B o o t s t r a 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理论模型运行

结果及 B o ot s t r a p 检验结果如图 2、表 5 所示。对性别、

年龄、学历、司龄、企业性质及职位级别等 6 个变量进

行控制以后：

①  职场排斥→知识隐藏的路径系数（c）为 0.526，

p <0.001，表明职场排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员工知识隐

藏行为，假设 H1 得以验证。

②  职场排斥→关系认同的路径系数（a1）为-0.621，

p <0.001，表明职场排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员工的关

系认同水平 ；关系认同→知识隐藏的路径系数（b1）

为 -0.120，p <0.05，表明员工的关系认同水平显著负

向预测员工知识隐藏行为。并且，关系认同在职场排

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β=0.075，

p <0.05），B o o t s t r a p =5000 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04，

0.152]，不包含 0，假设 H2-H4 得以验证。

③  职场排斥→心理困扰的路径系数（a2）为 0.500，

p <0.001，表明职场排斥对员工心理困扰水平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 ；心理困扰→知识隐藏的路径系数（b2）为

0.304，p <0.001，表明员工心理困扰程度显著正向预测

员工知识隐藏行为。并且，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

隐藏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β=0.152，p <0.001），

Boot s t r ap=5000 的 95% 置信区间为 [0.092，0.233]，不

包含 0，假设 H5-H7 得以验证。

表5  Bootstrap方法估计的中介效应及95%置信区间

路径
间接效应估计 
（标准化）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计间接效应 0.278 0.172 0.381

具体间接效应分解

WO → RI → KH 0.075 0.004 0.152

WO → PD → KH 0.152 0.092 0.233

WO → RI → PD → KH 0.052 0.026 0.092

④  关系认同→心理困扰的路径系数（d1）为-0.272，

p <0.001，表明员工的关系认同程度能够显著负向影响

心理困扰水平，即员工如果对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认同程

度不高，则心理困扰水平越高。并且，关系认同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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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β=0.052，p<0.01），Boot s t r ap=5000 的 95% 置信区间

为 [0.026，0.092]，不包含 0，假设 H8 得以验证。

（2） 调节效应检验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的最大优势在于，设置潜变量能够有效控制测量误差，

准确估计中介和调节效应值，是比较好的方法。因此，

为检验宽恕氛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运用潜调节结构方

程模型法（Latent Moderate Structural Equations, LMS）[56]

及 St r i d e 等提出的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算法 [57] 进行

检验，结果表明 ：

第一，职场排斥与宽恕氛围的交互项对关系认同

的影响路径（a3）显著（β=0.289，p <0.001），说明宽

恕氛围显著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关系认同之间的关系。为

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的关系，根据 A i ke n 等 [58] 推荐

的程序进行简单坡度分析（Si m ple Slo p e Te s t），绘制

如图 3 所示的调节效应分析图。结果表明，当宽恕氛

围较低时，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较强（β= 

-0.840，t =-7.07，p <0.001）；当宽恕氛围较高时，职场

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较弱，但达到显著性水平（β= 

-0.288，t =-2.424，p<0.05）。说明当员工感知到的宽恕氛

围更强烈时，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

第 二， 加 入 交 互 项 的 有 调 节 的 中 介 模 型 如

图 2 所 示， 似 然 比 检 验 值（L o g- l i k e l i h o o d R a t i o 

Te s t） 为 -9630.226， 基 准 中 介 模 型 似 然比 检 验 值

为 -7335.549，-2L L 值（两个模型的似然比之差）为

2294.677，自由度之差为 1，-2L L 值的卡方检验显著

（p<0.001），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相对更好。

由于加入交互项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属于第一阶段

被调节，因此本研究使用 H a y e s 提出的系数乘积法进行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即通过检验交互项与中介变量

之间路径系数乘积的显著性来判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

否显著。[56,59,60] 同时根据 Edwards 等 [61] 提出的差异分析

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即通过直接检验中介效应之差的显

著性判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从而同步检验宽

恕氛围对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和知识隐藏之

间的链式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检验结果如下：在职场排斥通过关系认同与心理困

扰到知识隐藏的链式中介里，交互项与中介变量之间

的路径系数乘积（a3×d1×b2）为 -0.023（p <0.05），说

明链式中介效应受到宽恕氛围的调节。在表 6 中，当宽

恕氛围较低时（均值之下一个标准差），职场排斥通过

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到知识隐藏的中介效应值为 0.065

（p<0.01），95% 的偏差校正 Bootst rap 置信区间为 [0.028，

0.119]，不包含 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当宽恕氛围较

高时（均值之上一个标准差），职场排斥通过关系认同

与心理困扰到知识隐藏的中介效应值为 0.025（p<0.05），

95% 的偏差校正 B o o t s t r a p 置信区间为 [0.008，0.058]，

不包含 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宽恕氛围较低时的链式

中介路径间接效应值与宽恕氛围较高时的链式中介路

径间接效应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5，C I [-0.08， 

-0.016]）。说明当员工感知到的宽恕氛围更强烈时，关

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

介效应显著减弱。

表6  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路径：职场排斥→关系认同→心理困扰→知识隐藏

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宽恕氛围 0.065** 0.028 0.119

高宽恕氛围 0.025* 0.008 0.058

差异 -0.04* -0.08 -0.016

注：低宽恕氛围代表均值减去 1 个标准差，高宽恕氛围代表均值加上 1 个标准差；* 在 0.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01 水平（双侧） 上显著相关

综上，随着宽恕氛围的增强，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

的负向影响不断减弱，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

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也不断减弱，即宽恕氛

围通过缓和职场排斥对关系认同的负向影响进而显著调

节了链式中介效应的大小，假设 H9 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存在正向影响，即职场排斥越

严重，知识隐藏行为越普遍。作为一种消极的人际互动

体验，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知到的职场排斥越严重，人

格特质资源及能量资源的损耗程度越高，资源损失与资

源威胁引起的高压状态一方面迫使员工采取资源保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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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应对各种资源请求，另一方面会导致员工疲于利用有

限的能量资源从事更多非强制性的利组织行为，从而增

加员工知识隐藏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的正向

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第一，职场排斥通过降低关系认

同对知识隐藏形成了正向影响。职场排斥破坏了员工形

成关系认同的动力机制，关系认同水平低意味着关系资

源的缺失，致使员工为了避免陷入资源丧失螺旋而尽力

减少资源投入，增加知识隐藏行为。第二，职场排斥通

过加剧心理困扰对知识隐藏形成了正向影响。由职场排

斥引起的资源被剥夺感加剧了员工的心理不平衡感，长

此以往心理困扰状态愈演愈烈，工作内在驱动力随之减

少，知识隐藏行为由此加剧。第三，关系认同与心理困

扰在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的正向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

用。职场排斥的消极性一方面刺激员工感知到关系资源

与积极心理资源的严重损耗，另一方面导致员工难以从

不友好的工作状态中获取其他优质资源，资源损耗与资

源难获的认知状态进一步激活了员工内心的负面情感，

心理困扰程度不断加剧，此时员工更有可能陷入资源丧

失螺旋引起的低气压情绪漩涡之中，从而更容易在负面

认知与负面情感的驱使下选择进行知识隐藏。

宽恕氛围对“职场排斥—关系认同—心理困扰—知

识隐藏”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起到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

到的宽恕氛围越强烈时，关系认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

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弱。在中国社会中，

人们往往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的和谐人际观，独特的本土文化致使中国情境中形成了

更为鲜明的宽恕氛围。此时员工即使感知到职场排斥，

也会在宽恕氛围的刺激下竭力进行自我调节，尽力从情

感冲动的“热”加工系统转向理性认知的“冷”加工系统，

大多数员工或是通过其他途径排解负面情绪，或是通

过自我安慰的方式抑制负面效应的产生，从而怀揣宽容

忍让之心以德报怨，由此缓和职场排斥这一负面事件所

引起的消极影响。

2. 理论意义

（1）本研究从资源得失角度重新解释了职场排斥与

知识隐藏之间的作用机制，为思考消极知识活动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多关注刺激知识共享、知识创

新等积极知识活动的方法与途径，忽略了对知识隐藏等

消极知识活动的发生机制及应对措施的研究。本研究一

方面从探究知识隐藏的前因入手，深入剖析了职场排斥

因引起个体资源损失而导致员工出现知识隐藏的内部机

理，有利于在大力推进知识共享的环境中增强研究者们

对消极知识活动的关注与认识，从而激发知识创造活力。

另一方面，本研究利用资源保存理论对职场排斥与知识

隐藏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探讨，发现 Z h a o 等 [8] 运用

社会交换理论将知识隐藏解释为由职场排斥引起的“以

牙还牙”的报复行为明显不够充分，本文认为，知识隐

藏也有可能是员工为了应对资源损耗与威胁而不得不产

生的资源保护行为。从而与 Zhao 等 [8] 的研究互为补充，

表明知识隐藏背后的驱动机制存在感性与理性之分，不

应以一成不变的态度对待职场中的知识隐藏行为。因此，

本研究有利于研究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探究消极知识活

动的多种诱发机制，从而对症下药、有效应对。

（2）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剖析了关键研究变量之

间的内在机理，以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构建了所有

研究变量之间的整体逻辑，从而提炼出同一变量的不同

内涵，更加全面完整地揭示了职场排斥对知识隐藏的影

响机制。同时拓宽了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在组织行

为学领域的应用范围。以往研究大多仅关注变量的单一

内涵，[20] 本研究一方面通过资源保存理论验证了关系认

同与心理困扰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的单独中介作

用，以关系认同的降低体现关系资源的损失，以心理困

扰的增强体现积极心理资源的缺乏 ；另一方面，以人格

心理学领域中的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为指导，验证

了“消极事件—认知单元—情感单元—行为选择”过程

在解释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之间链式中介时的有效性，

以关系认同的变化体现个体认知单元的作用，以心理困

扰的变化体现个体情感单元的波动，从而根据不同理论

提炼出同一变量的不同内涵，捕捉到个体认知情感单元

的变动与资源得失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从变量内在机

理与模型整体逻辑两个层面更完整地阐述了职场排斥与

知识隐藏之间的影响机制。同时，本研究也使得认知—

情感人格系统理论成为探究职场排斥后果或知识隐藏前

因的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拓宽了该理论在组织行为学领

域的应用范围。

（3）本研究通过验证宽恕氛围对中介模型的调节作

用说明了事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人格系统所产生的影

响，丰富了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的研究成果。虽然

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将情境、事件和背景等外部因

素一并纳入人格研究中，但以往研究大多仅关注事件或

情境单一因素对个体特征所产生的影响，[62] 很少对不同

因素进行细致区分并探索其交互作用。本研究认为，宽

恕氛围是一种尤为重要的特殊环境变量，能够有效刺激

个体提高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缓冲职场排斥对员工认

知、情感与行为的消极效应。因而本研究所构建的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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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实质上验证了事件与环境之间的交互

作用对人格系统产生的影响，从而以实证结果为依据对

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进行了一次更为全面的检验，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论所包含的不同构念之间的差异与

关系。

3. 实践启示

（1）企业应重视职场排斥带来的负面影响，锁定诱

发职场排斥的前置因素改善组织环境。第一，建立柔性灵

活的组织结构，增强团队之间的依赖性，或根据企业性

质设置“团队建设奖”等奖项，提升团队内部凝聚力，从

而增加实施职场排斥的心理成本，有效减少职场排斥的发

生概率。第二，健全严密细致、公正透明、操作科学的制

度体系，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加快信息在组织内

部的顺畅流动，通过提高组织公平感促使员工之间形成

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三，制定实用有效的管理规章，一方

面用以引导员工正确看待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异同之处，规

范言行举止；另一方面用以督促员工自我反省、自我改进。

（2）企业管理者应采用多种方式为员工创造沟通交

流的机会，鼓励自我化解或通过第三方协助员工调节负

面情绪，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第一，组织内部应

不断完善类似座谈会的正式沟通渠道，或通过设置茶

水间、休息区等方式为员工创造非正式沟通场所，便于

促使员工通过交流沟通取长补短，理性识别职场排斥，

自我化解日常摩擦或误会，弥补被损耗的关系资源。第

二，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为 H R BP 团队赋予新角色，不

仅通过 HR BP 战略促使人力资源部门人员参与业务部门

的管理与运作，同时鼓励深入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

者承担心理调解员角色，以第三方立场与业务部门员工

深入沟通，协助员工摆脱情绪困扰，避免陷入职场排斥

带来的恶性循环当中。

（3）企业管理者应刚柔并济，将严格管理与人文关

怀相结合，着力在企业内部营造宽容轻松的环境氛围。

第一，通过实施目标管理促使员工发现工作价值，调动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注重对员工独立人格的培养，激励

员工设立更高层次的目标，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需要，

彰显人文关怀。第二，通过丰富隐性激励推动企业实现

人文关怀。例如，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机会，在提

高员工工作技能的同时，注重对员工能动性和创造性的

培养，将教育与培训贯穿于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 ；关注

员工个体的情感发展，注重员工的家庭生活，通过创建

优质育儿学业金等项目对员工形成无形激励，凸显企业

对员工的情感关怀 ；拓展文化生活形式，不定期组织野

外素质拓展或集体旅游等活动，提高员工之间的互助意

识，引导员工换位思考，形成宽容轻松的工作环境与平

等和谐的心理氛围。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本研究采用的职场排斥、知识隐藏、宽恕氛围

量表均是基于西方组织背景开发的，虽然在研究中经过了

严格的翻译—回译程序，并通过预调查等多种方式尽量

减少了题项歧义及程序误差，但将依据国外情境开发出来

的量表应用到本土化研究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未

来可基于中国特有的组织环境对相关量表进行修订或开

发，以体现同一变量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2）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无法对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做出严谨论断，难以反映职场排斥对员工认知、

情感与行为的动态影响过程。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取具

有时间跨度的纵向追踪方法深入探讨职场排斥与知识隐

藏之间的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收

集数据，员工可能会隐瞒真实感受与信息。因此未来研究

有必要通过多工具多来源对变量进行更精准的测量。例

如，同时测量被试和第三方对组织内宽恕氛围的感知程

度，通过其他设备辅助测量被试的心理困扰程度等。

（3）本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对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

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探索，验证了关系资源与心理资

源两种重要资源的中介作用。但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多

层面、多因素的复杂过程。未来可从团队层面、组织层

面继续探索本研究尚未关注的其他中介变量，从多个角

度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成果，如团队差序氛围、圈子文化

等因素对职场排斥与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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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Knowledge Hiding: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Gao Tianru， He Aizhong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knowledge of social activities is be-

coming more abundant. At the meantime, individual who is the 

carrier of knowled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knowledge 

activiti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active knowledge activities (i.e. 

knowledge sharing) is increasingly mature, but the practical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fore, as the dark side behind the light, knowl-

edge hiding and other negative knowledge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Drawing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nd Cognitive-Af-

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Theory, the current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

nism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knowledge hiding, the me-

diated role of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s 

well as moderated role of forgiveness climate. Based on 639 samples 

from loc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ootstrap and Latent Moderate Structural Equations for empirical 

test, also with the use of Mplus. The analysis results reveal that: (1) 

workplace ostracism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 luence on 

knowledge hiding; (2) workplace ostracism indirectly influences 

knowledge hiding by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respectively; (3)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lay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knowledge hiding; (4)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is moderated 

by forgiveness climate: when forgiveness climate is stronger,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noticeably weaker, whil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workplace ostracism and knowledge hiding through relation-

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weaker as well.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workplace ostra-

cism and knowledge hiding from a rational perspective complements 

and enriches previous stud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anager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restrain negative knowledge activities such 

as knowledge hiding while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carry out ac-

tive knowledge activities, so as to promote employee’s creativity in 

knowledge resource by adopting multiple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Workplace Ostracism; Knowledge Hiding;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rgiveness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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