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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

摘要  外部监督会强化个体的自我申辩需要，可能

会导致企业高管在决策过程中产生承诺升级。本文探讨

了外部监督、面子需要与企业高管承诺升级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1）外部监督对企业高管承诺升级的主效应

显著，即受到外部监督的企业高管比不受监督的企业高

管表现出更强的承诺升级倾向 ；（2）面子需要在外部监

督和企业高管承诺升级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与

低面子需要相比，有高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

监督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承诺升级倾向 ；（3）具体到面子

需要的三个方面，能力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和企业高

管承诺升级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道德性和关系

性面子需要未发挥出显著的调节作用。这充分表明能力

性面子需要在面子需要中占据主导地位，企业高管为了获

得能力性面子，在面对外部监督时会表现出更强的承诺

升级倾向。道德性面子需要、关系性面子需要与外部监

督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企业在高管治理

机制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企业高管不太重视道德

性面子和关系性面子需要。

关键词  外部监督；承诺升级；企业高管；面子需要；

能力性面子需要

引言

企业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

境，初始决策和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面临失败

（收到负面反馈）时，是继续追加投资以挽回损失还是

从先前的决策撤出。这种决策困境常常被称为升级情

景。[1] 面对此种困境，个体一般很难构建客观的决策框

架，而是竭尽全力保持决策或者行为的前后一致，进而

表现为对先前决策或者行为的承诺升级（E s c a l a t i o n o f 

C o m m i t m e n t）。现实生活中，由承诺升级导致企业失败

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史玉柱固持己见不断加大投入，但

是随着巨人大厦的层层拔高，最终不仅导致项目失败，

更造成了巨人集团的轰然倒塌。C o l o n 等 [2] 针对国外企

业的调查结果表明，75% 的决策者会选择承诺升级 ；

无独有偶，一项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93% 的

经理人承认自己所在的企业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承诺升

级，56% 的经理人认为承诺升级现象是广泛存在的。[3]

因而，研究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及其防御机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自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股东和企业高管

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一直是组织管理领域的热点

课题。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为了保证代理人的行为与委

托人的利益协调一致，股东需要强化对企业高管决策

的监督，从而确保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企业高

管面对严厉的监督时，为了证明自己先前的决策并非错

误，反而可能会强化其对原先承诺的坚持，即外部监督

可能会加剧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4] 面对两难困境，人

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强化对企业高管的外部监督

是否真的会导致其承诺升级？该如何矫正？行为动机理

论认为，个体行为会受动机的影响。爱面子是中国人

外部监督、面子需要与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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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心理特征，并且社会层次越高，面子需求越强

烈。那些面子需求动机强的高管，一般更难以承认和

接受失败，更有可能加大对先前决策的持续投入从而

导致承诺升级。然而，过往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在心

理因素（Psychological）、项目因素（Project）、组织因素

（St r u c t u r a l）、政治因素（Pol i t i c a l）等对承诺升级的影

响方面，[5] 很少关注特定情境下华人的心理反应，如面

子需要对承诺升级的影响及对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基

于自我申辩和前景理论等相关理论，本文探讨外部监督、

面子需要对企业高管承诺升级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承

诺升级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还能为企业高管的决策选

择和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1. 外部监督与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

S t a w [6] 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承诺升级现象，

结果发现经济主体一旦投资失败，往往会做出超出客观

要求的承诺趋势，尤其当个人需要对决策的负面结果负

责时，承诺升级现象更为严重。他将承诺升级的发生机

制解释为自我申辩的需要，即“个人会千方百计地使他

们先前的行为合理化，而不承认在感觉上已经意识到的

错误”。梳理文献可知，导致承诺升级的因素大致可以

分为四类 ：计划因素（P r o j e c t Va r i a b l e s）、个体差异因

素（I nd iv idu a l D i f fe r e nce s）、心理因素（Psycholog ica l 

Va r iable s）及情境因素（Sit u a t iona l Va r iable s）。[7] 虽然

它们都会对承诺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相对于前三种

因素，情境因素由于其复杂性而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两

权分离的条件下，如何强化对企业高管的外部监督，提

高管理效率，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一直是管理学领域的

重要研究课题。

现代企业的索取权和经营权大多是分离的，为了保

证委托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需要强

化对代理人的外部监督。但事实上，监督者、代理人与

委托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双层委托代理关系。监督者作

为一类代理人，他们的目标不可能与委托人完全一致 ；

即使能够确保监督者与委托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监督者

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监督企业高管的一举一

动，所以外部监督在理论上可能部分纠正但不可能彻底

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尤其当监督机制设计上存在缺陷时，

外部监督会存在明显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企业高管的

承诺升级，[8] 自我申辩理论可以从一个视角诠释在监督

情境下，当先前决策带来负向反馈时企业高管的心理机

制和行为倾向。

我国企业的监督机制设计大多存在明显不足，缺少

多种监督与多重监督，监督机构普遍缺乏独立性，财产

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交叉重叠导致某些企业高管可能需

要自我监督，外部监督的松紧程度主要取决于金字塔顶

端或监督者自己的个人意志，监督过程往往会过松从而

导致监督流于形式，或者过紧导致人人自危。没有制度

保障的外部监督不仅不能有效纠偏，相反可能会加剧企

业高管的承诺升级。首先，监督会强化代理人对先前决

策的申辩需要，面对严厉监督，决策者需要对其决策行

为作出合理解释，当出现负向反馈（信息）时，决策者

感知到的认知失调更为强烈，因而其合理化自己决策行

为的动机更强，更容易产生承诺升级。[9] 其次，监督无

形中会提高决策可见性，也可能会加剧个体的承诺升级

倾向。B r o c k n e r 等 [10] 研究指出，当决策者的选择不被

别人知晓时，先前做出的决策经常会被放弃，高决策可

见性会强化决策者对于先前选定决策的坚持，因而外部

监督可能会导致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11] 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

H1 ：外部监督对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

2. 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

关于“面子需要”，西方学者认为是由特定事件激

发的心理反应，[12,13] 而华人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稳定的个

性特征。[14,15] 宝贡敏等 [16] 综合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将

面子需要定义为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对增进、

维护面子及防止丢面子的渴望（互动过程中由特定事件

激发的心理反应），可以通过个体对特定面子事件的反

应或相应的行动来表征与预测，面子需要具有动机特征，

不同面子需要会对个体的后续认知和行动产生重要影

响。后续研究发现，华人的面子需要同时涉及道德、能力、

社会关系等若干方面，并以事件或情境描绘出存在于中

国人脑海中的面子需要构成，测量被访者对不同面子事

件的看法及敏感性，最后归纳得到三因子结构（道德性、

能力性和关系性面子需要）。本文将面子需要看成个体

对特定事件的心理反应，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面子需要

及其各个维度对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关系的调节作用。

（1）整体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面子需要作为重要的心理特征，无疑会对

个体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到承诺升级上，面子需要

强的企业高管，为了保全个人面子或者防止丢面子，在

收到负向反馈时更有可能会选择继续追加投资以试图挽

回失败局面，因而产生承诺升级。前景理论主张，决策

者在面对决策情境时会在心理上形成收益与损失两种决

策框架，作为评估后续行动或选择的参考依据。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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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确定收益时，决策者会选择收益框架，产生回避风险

（R i s k- a v e r s i o n）的倾向，即将外在挑战看作威胁，行

为决策也更为保守 ；在面临损失时，决策者将采取损失

框架，有追求风险（R i s k- s e e k i n g）的倾向，即将外在

的挑战看作机遇，行为决策更为冒进。在委托代理问题

上，对代理人决策实施监督，不仅有可能无法实现对错

误决策的监控，反而可能激发决策者采取更为冒进的行

为模式，坚持原先决策，造成更大的损失。在面对决策

的负向反馈时，决策者将会采取损失框架的行为方式，作

为高责任者更会将二次决策作为二次机会，追加投资以挽

回损失，进而导致承诺升级倾向。[17,18]

对于不同的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监督情境时，其

心理反应及程度会有所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的承诺升级

倾向。高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在面对负向反馈时，有更

强烈的动机选择承诺升级以避免“丢面子”；而对于低

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丢面子”的痛苦相对要少于高

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承诺升级倾向相对较弱。此外，

外部监督相当于使决策及结果公开化，强化个人面子的

得失感。因而，在面对外部监督时，那些面子得失感强

烈即面子需要高的企业高管，往往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

为方式去防止“丢面子”；相反，那些面子得失感微弱，

即面子需要低的企业高管其自我申辩动机较弱，承诺升

级的可能性较小。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2 ：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与高管承诺升级间起到

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那些高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在面对

外部监督时承诺升级倾向会更强

（2）分维度的调节作用

道德性面子需要本质上是道德认同的内在化和

表征化。A q u i n o 等 [19] 将道德认同定义为个体认知中

与道德品质紧密相关的那部分自我概念，包括内在化

（Inte r nal i zat ion）和表征化（Sy mbol izat ion）两个维度，

内在化是指个人自我概念和道德特质的一致性程度，表

征化则是指个体通过道德行为向他人展现道德特质的

程度。K i h l s t rom 等 [20] 研究发现，高道德认同的员工会

以他人和组织的福祉为导向，更多地参与到对组织和他

人有利的道德行为中。特定事件虽然可能会激发企业高

管的道德性面子需要，但是对那些高道德性面子需要的

企业高管而言，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往往会在决策过程

中起主导作用，与外部监督与否以及外部监督的程度没

有太大关系 ；而对于低道德性面子需要的个体，外部监

督及决策结果的可见性又很难对非道德行为（道德问题

主要依靠自律）起到很好的约束效果。[8] 因此，企业高

管的道德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倾向之间不

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能力性面子需要象征着个体对于自身能力被认同的

渴望。企业高管的能力性面子需要越强，他（她）向外

人证明自身能力的社会动机就越强，外人认可的内心需

求会导致其很难接受失败的结果。在面对负向反馈时，

他们面临着能力性面子受损的威胁，放弃决策就意味着

承认决策的失败，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也会因此受到质

疑。因而，能力性面子需要强烈的企业高管，很有可能

会选择坚持原来决策，试图通过挽回损失来掩盖决策

过程中的失误，进而避免面子受损。已有研究发现，高

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个体，更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展现自身聪

明才智，得到他人认可，[21] 同时更害怕失败被公之于众。[17]

所以，能力性面子需要高的企业高管，面对外部监督时

的外在申辩动机更强，更容易产生较高的承诺升级倾向。

因此，能力性面子需要能够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根据亲密关系来定义自我，

类似于 Cross 等 [22] 提出的关系型自我构念（Rela t iona l-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 r ual），他们认为如果个体建立

了关系型自我构念，就会极力维系和发展这种亲密关系，

因为这种人往往会将亲密关系视为自我定义、自我表达

及自我增强的基础。对于那些高关系面子需要的企业高

管，和谐人际关系是其维持稳定自我的前提和保证，开

发和维护亲密关系是其首要目标，他（她）甚至会为了

维持和谐人际关系而采取自我揭露行为，并对自我揭露

做出及时反应来强化已有关系。[23] 重视关系性面子需要

的人不希望和谐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尤其是在公开的

情境中。监督就相当于将人际关系公开化，如果高管承

认自己先前的决策是失败的，那么决策失败的负向信息

就有可能通过监督者传递给股东，这不仅使企业高管与

股东之间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甚至还会影响他们与下

属的关系。所以，高关系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更加渴望

自己的行为在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力，面对外部监督

时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自我申辩动机，为了维护和谐的人际

关系，他们往往会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来扭转当前的不利

局面，从而产生承诺升级倾向。[24] 因而，外部监督对企

业高管承诺升级的影响受到关系性面子需要的调节。基

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

H2a ：道德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和企业高管的承

诺升级倾向之间不能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H2b ：能力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倾向

之间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2c ：关系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倾向

之间能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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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1

1. 准实验设计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聚焦于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监督时的心理和

行为反应，为了减少数据收集过程中其他变量的干扰，

提高本研究的内部效度，没有使用常规的问卷调查法，

而是借鉴 B u x t o n 等 [25] 及 L e e 等 [26] 在承诺升级相关研

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法收集数据。B u x t o n 等 [25] 设计了一

个 2（可替代投资的出现 ：是，否）×2（监督 ：高，低）

×3（损失程度 ：大，中，小）实验情境来研究可替代投

资、监督和损失程度对承诺升级的影响。效仿此法，本

文将外部监督作为研究者操纵的变量，被试分为被监督

组和不受监督组，调查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承诺升级倾

向，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被试的面子需要特质，

采用 2（外部监督 ：有，无）×2（面子需要 ：强，弱）

的交叉因子实验设计（本文中面子需要涉及整体和三个

维度，实际上共有 4 组 2×2 的交叉因子实验设计），结

果变量为被试者承诺升级倾向的得分。

表1  被试基本情况分布表

人口特征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96
98

49.5%
50.5%

年龄
25 岁以下
31-40 岁

40 岁以上

131
58
5

67.5%
29.9%
2.6%

学历
本科以下

本科
硕士及以上

10
141
43

5.2%
72.7%
22.1%

工作经验

5 年以下
5-9 年

10-19 年
20 年及以上

121
45
22
6

62.4%
23.2%
11.3%
3.1%

本研究通过专业问卷调查网站及课堂面对面发布

准实验研究材料，共有 260 位从事管理工作的社会人士

和在职 M BA、E M BA 学员参与了准实验。在实验过程

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不受监督组和受监督组，剔除无

效样本之后，有效被试共 194 人，其中男性 96 人，占

49.5%，女性 98 人，占 50.5% ；工作经验 5 年以下的被

试占 62.4%，5 年及以上的占 37.6%。被试的人口特征变

量分布情况见表 1。虽然本研究中的被试工作年限较短，

可能会存在决策经验积累上的不足，但是实验研究法本

身能够有效克服此类缺陷，通过人为构建某种实验情

境，即使被试没有实验情境中的相关经验也可以完全依

据预定的虚拟角色行事。这在著名的津巴多（Zi mb a r d o）

“模拟监狱实验”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自我实现效应可

以有效保证，只要人们对自己存在某种假设，很快就会

变成现实。因此，目前承诺升级的相关文献中，很多实

验研究以学生作为被试对象得出了较好的研究结论。[25,27,28]

2. 准实验情景

实验背景材料为一个虚拟的软件开发商“江汉公

司”，被试者被放置于一项投资决策的情境中，并担任

产品开发经理这一角色。背景材料显示，一年前被试曾

向江汉公司执行委员（由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董事和

监事等组成）提议开发一款新软件“E-of f i c e”，软件开

发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她）的职务晋升和长期

职业生涯发展。此项目已经投入前期研发资金 300万元，

按照原定计划，将于下个月进行 E-of f ice 软件的市场推

广，该软件的潜在消费者对 E-of f ice 软件也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期待尽快实施市场发布。江汉公司的竞争对手

也在开发类似的产品，但进度略慢，目前竞争对手新产

品的市场发布会还处在筹备阶段。产品发布会准备就绪，

测试人员在市场推广前对 E- o f f i c e 软件进行最终测试

时发现，E-of f ice 软件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且大多公司

员工都已经知道该产品的相关信息。被试作为该产品开

发的负责人必须决定是继续追加投资以修复 E-off ice 软

件的设计缺陷，还是承认失败放弃该产品。经过估算，

要完善这款软件至少还要投入 500 万元，且成功的概率

为 0.5；如果选择放弃，公司可以立刻转入其他软件研发，

抢占新的细分市场。这个情境设计满足 S t a w 等 [6] 所提

出的承诺升级研究的基本假定 ：（1）前期已经投入了大

量的资源——300 万的前期投资 ；（2）初始行动并未取

得预期效果或者事实上濒临失败——该款软件存在重大

缺陷 ；（3）被试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追加投资或从初始行

动中自主撤出——被试可以选择继续投资或是放弃。

3. 实验过程与测量

本研究设计了两个不同情境的问卷，分别为有监督

组和无监督组。将两种问卷分别随机发给两组不同的被

试，实验共有三步。第一步是对被试一些基本信息的测

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以及工作经验，以便研究者

了解样本的基本特征。

第二步是测量被试的面子需要。参考了宝贡敏等 [16]

所开发的面子需要量表，该问卷共有三个维度，每个维

度四个项目，属于李克特 5 点量表。如用“诽谤他人”

作为测量个体道德性面子需要的事件 ；用“做错事情被

当面批评”作为测量个体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事件；用“在

朋友圈中一呼百应”作为测量个体关系性面子需要的事

件，得分越多表示面子需要越强。在研究过程中，根据

面子需要问卷的得分，采用中值划分法（M e d i a n S p l i t）

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对于面子需要的三个维度即道德性、

能力性和关系性面子需要也进行了类似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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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两组被试根据情境材料做出决策。为了操

纵监督情境，本研究编写了两个脚本。无监督的被试被

告知“依据本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立项的项目追加投资

单笔 500 万以下，累计投资不超过 2000 万的投资决策，

你拥有完全的决策权，不受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控制”。

与此相反，有监督的被试被告知“依照公司的规章制度，

每个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执行委员会的审批，并提交决策

报告，执行委员会都会及时审阅，并进行考核评价，考

核结果和项目的成败将作为你下一年薪酬水平和晋升机

会的依据”。受监督组和不受监督组被试在阅读了各自

的情景材料后，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境进行投资决策。首

先，被试要在放弃还是继续 E-of f ice 研发项目中做出选

择——放弃赋值 N（即被试不会承诺升级），选择继续

赋值 Y（即被试会承诺升级）。同时用一个 10 点量表来

测量被试的承诺升级倾向，得分越高代表其承诺升级倾

向越大。其次，研究人员运用量表对被试者的监督知觉

进行测量，量表题项如 ：“我感到我的决策过程受到执

行委员会的监督”，“我在决策中的真实想法能够被执行

委员会掌握”，“在这个情景中执行委员会清楚我如何进

行决策”。此为 7 点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监督知觉越强。

在完成实验后，我们对监督的操控效果及面子需要

的分组进行了检验。受监督情境下的监督知觉显著高于

不受监督情境下的被试（M 不受监督 =4.47，M 受监督 =5.42，F

（1,193）=36.918，p <0.01），实验成功地对外部监督进行

了操控 ；高面子需要组得分显著高于低面子需要组得分

（F 面子需要（1,193）=284.793，p 面子需要 <0.01）。同理，针对面

子需要的三个维度进行分组和方差检验，结果也存在显著 

差异（F 道德 =266.223，p 道德 =0.000<0.01；F 能力 =342.748，p 能力 

=0.000<0.01；F 关系 =218.366，p 关系 =0.000<0.01）。

4. 数据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在相关数据收集完备后，经过统计检验（见表 2），

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 r o n b a c h`s α）值都大于

0.75，表明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较好 ；用主成分分析法

检验变量的建构效度，从因子负荷矩阵可以看到，各原

始变量在该因子上均有较高的负荷量。

此后，本文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鉴于关系性面

子需要的第一个题项载荷小于 0.5），结果如表 3 所示，

三因子结构的面子需要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拟合

度最佳。R MSEA 值低于 0.08，TLI 和 CFI 值高于 0.90，

SR M R 小于 0.08，χ2 与自由度比小于 3。探索性、验证

性因子分析结果都表明，面子需要包括三个因子（道德

性、能力性和关系性面子需要），且三个因子的内涵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围绕三种面子需要进行分类探讨。

表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N=194）
测量项目 因子载荷 α系数

道德性面子需要

d1 0.758

0.847
d2 0.851

d3 0.810

d4 0.753

能力性面子需要

n1 0.632

0.774
n2 0.850

n3 0.581

n4 0.693

关系性面子需要

g1 0.463

0.796
g2 0.531

g3 0.812

g4 0.832

监督知觉

j1 0.905

0.879j2 0.913

j3 0.841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498)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SRMR TLI CFI

单因子模型 382.29 54 7.08 0.14 0.10 0.67 0.61

二因子模型 a 340.60 53 6.42 0.13 0.08 0.88 0.83

二因子模型 b 327.37 53 6.18 0.13 0.08 0.59 0.67

二因子模型 c 245.25 53 4.63 0.11 0.07 0.71 0.77

三因子模型 134.93 51 2.65 0.07 0.06 0.92 0.96

注 ：单因子模型 ：将三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 ；二因子模型 a ：将道德性面子需要和能力性面子
需要合并为一个因子 ；二因子模型 b ：将道德性面子需要和关系性面子需要合并为一个因子 ；二
因子模型 c ：将能力性面子需要和关系性面子需要合并为一个因子

表4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SD/
Mean 1 2 3 4 5

外部监督 0.49 0.501 1.022

道德性面子需要 4.219 0.721 0.171 0.240**

能力性面子需要 3.482 0.720 0.207 0.208**0.398**

关系性面子需要 3.814 0.844 0.221 0.182* 0.429**0.649**

面子需要 3.789 0.596 0.157 0.243** 0.763**0.827**0.828**

承诺升级 8.17 1.879 0.230 0.235** 0.178* 0.175* 0.278**0.247**

注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本文中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4。外

部监督、面子需要及道德性面子需要、能力性面子需要、

关系性面子需要与高管的承诺升级呈现显著正相关，从

侧面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但是具体结论还需

经过更加严谨的统计分析后才能得到。通过比较还可发

现，道德性面子需要的均值明显大于能力性和关系性面

子需要，而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却是三个维度中最小的，

表明企业高管比较重视道德性面子需要，丢失道德性面

子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2）同源方差的控制和检验

研究过程中，本文采取两个阶段配对的数据收集方

式，在时间点 1 发放并要求被试完成第一部分材料。第一

部分问卷全部收回后，在时间点 2 发放并要求被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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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材料。这种数据收集方法虽不能彻底消除同源方

差，但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同源方差的潜在危害。[29]

同时，本文还对同源方差进行了统计检验。参照谢

宝国等 [30] 的做法，将所有同源数据负荷在一个潜在公

共方法变异因子上（未测的），基于三因子模型加入该共

同方法变异因子，进而构建出一个四因子模型（如表 5）。

统计结果表明，χ2 显著降低，表明变量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同源方差。但是 χ2 值对样本规模比较敏感，在

比较模型拟合优度时还应考察其他指标，把 R M S E A、

C F I 等指标纳入综合考虑，虽然拟合优度有所改善，但

提高的程度不大，介于 0.01-0.02 之间。因此，可以认

为同源方差对本文研究结果的解释不会构成威胁。

表5  同源方差的评估
模型 χ2 df χ2/ df RMSEA IFI CFI RMR

单因素 425.26 90 4.73 0.127 0.588 0.581 0.105

3 因素模型 221.11 89 2.48 0.077 0.920 0.915 0.052

4 因素模型 163.27 74 2.21 0.073 0.927 0.926 0.045

（3）外部监督、面子需要对承诺升级影响的假设检验

表6  监督、面子需主效应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MS F P

外部监督 31.324 9.866** 0.002

面子需要 22.809 7.184** 0.008

外部监督×面子需要 17.322 5.456* 0.021

道德性面子需要 0.044 0.013 0.909

能力性面子需要 8.255 2.561 0.111

关系性面子需要 12.599 3.856 0.051

外部监督×道德性面子需要 0.520 0.154 0.695

外部监督×能力性面子需要 22.104 6.858** 0.010

外部监督×关系性面子需要 3.834 1.174 0.280

注 ：**p<0.01,*p<0.05

本文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外部监督、面子需

要及其交互项对承诺升级的影响（如表 6）。2 （监督 ：

有，无）×2（面子需要 ：高，低）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的

结果显示，监督对承诺升级的主效应显著（F =9.866，

p =0.002<0.01），进一步事后分析发现（表 7），受到外

部监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得分（M 受监督 =8.61）

都要高于不受监督的企业高管的得分（M 不受监督 =7.73），

方差分析结果 F （1,193）=11.196 （p =0.001<0.05），也

证实受到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平均承诺升级得分显著高

于不受监督的承诺升级得分，支持了假设 1。面子需要

对承诺升级的直接效应显著（F=7.184，p=0.008<0.01），

外部监督和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存在显著的

影响（F =5.456，p =0.021<0.05），即面子需要对外部监

督和承诺升级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2 通过验证。进

一步对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检验（表 8），结果表明受到

监督时，高面子需要相比于低面子需要的个体具有更

高的承诺升级倾向（M 高面子需要 =9.21，M 低面子需要 =7.91，

F =18.973，p =0.000<0.01）；而不受监督时，高面子需

要的个体承诺升级均值虽然高于低面子需要个体（M 高面

子需要 =7.79，M 低面子需要 =7.70），但差异并不显著（F=0.044，

p =0.834>0.05）。如图 1 所示，对于高面子需要的企业

高管，外部监督对其承诺升级的正向作用更强，更容易

产生承诺升级倾向。

表7  不同监督情境下承诺升级均值的比较分析

外部监督 承诺升级均值 标准差 F Sig.

无监督 7.73 2.039 11.196 0.001

有监督 8.61 1.592

采用 2（监督 ：有，无）×2（道德性面子需要 ：

高，低）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道德性面子需要

对承诺升级的主效应不显著（F =0.013，p =0.909），外

部监督和道德性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的影响

不显著（F =0.154，p =0.695>0.05），即道德性面子需要

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假

设 2a 得到验证。通过不同情境下承诺升级均值的比

较发现（表 8），受到监督时，高道德性面子需要个体

承诺升级倾向要高于低道德性面子需要个体（M 高道德性

=8.67，M 低道德性 =8.53），但均值没有显著差异（F =0.17，

p =0.681）；不受监督时，高道德性面子需要与低道德性

面子需要个体的承诺升级倾向没有显著差异（M 高道德性

=7.69，M 低道德性 =7.76，F=0.031，p=0.86）。

采用 2（监督：有，无）×2（能力性面子需要：高，低）

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能力性面子需要对高管

承诺升级的主效应不显著（F =2.561，p =0.111>0.05），

外部监督和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的影

响显著（F =6.858，p =0.01<0.05），即能力性面子需要

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假

设 2b 得到验证。进一步对交互作用进行事后检验表明，

有监督时，高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个体相比较低能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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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需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承诺升级倾向（F =13.290，

p =0.000<0.01）；不受监督时，高能力性面子需要个体

与低能力性面子需要个体的承诺升级倾向没有显著差异

（F=0.385，p=0.536）。如图 2 所示，在受到外部监督时，

高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更高。

表8  不同监督、面子需要情境下被试的平均承诺升级倾向比较
分析

面子需要 受监督 无监督 道德性面子需要 受监督
不受
监督

高面子需要 9.21 7.79 高道德性面子需要 8.67 7.69

低面子需要 7.91 7.70 低道德性面子需要 8.53 7.76

F 18.973 0.044 F 0.170 0.031

Sig. 0.000 0.834 Sig. 0.681 0.86

能力性
面子需要

受监督
不受
监督

关系性面子需要 受监督
不受
监督

高能力性面子需要 9.20 7.76 高关系性面子需要 9.34 8.00

低能力性面子需要 8.08 7.83 低关系性面子需要 8.30 7.70

F 13.290 0.385 F 9.529 0.230

Sig. 0.000 0.536 Sig. 0.003 0.633

采用 2（监督：有，无）×2（关系性面子需要 ：高，

低）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关系性面子需要对

承诺升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F=3.856，p=0.051>0.05），

外部监督和关系性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不存

在显著影响（F =1.174，p =0.28>0.05），即关系性面子

需要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 2c 未得到验证。通过不

同情境下承诺升级倾向均值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受到

监督时，高关系性面子需要的承诺升级均值要显著高

于低关系性面子需要（M 高关系性 =9.34，M 低关系性 =8.30，

F =9.529，p =0.003）；不受监督时，高关系性面子需要

承诺升级倾向要高于低关系性面子需要，但并没有显著

差异（F=0.23，p=0.633）。

三、研究2

研究 1 完成后，本文重新设计了四个实验，除了操

控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外，进一步对面子需要及其三个

维度进行操控，并对研究 1 的结果进行重复验证。

1. 实验 1 ：外部监督、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

（1）样本和程序

关于面子 需要的 操 控，V i n c e n t 等 [31] 在角色身

份理论（R o l e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和唤醒理论（A r o u s a l 

T h e o r y）基础上，通过引导被试回忆一系列特定事件，

让其沉浸在研究者所设计的情境中，从而唤醒（激活）

个体内心深处潜在的角色身份认知。参考此做法，本文

设计了一个 2（外部监督：有，无）×2（面子需要：高，低）

的交叉因子实验，结果变量均为被试者承诺升级倾向的

得分。邀请 110 个被试参与实验，他们被随机分配到四

种情境的任意一种中去，整个实验过程是在经济与管理

学院行为科学实验室一个相对封闭的隔间中完成的。第

一，关于面子需要的操控。在高面子需要组，要求被试

列举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顾及面子所做的三件事情（如

为了面子，我会在聚会中假装不经意地谈起工作上的成

绩）；在低面子需要组，要求被试列举出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为了面子所做的三件事情（如我不会为了面子去炫

耀个人的成绩）。当上述操控结束后，还要求被试填写

面子需要量表。第二，关于外部监督及承诺升级的操控，

和前文一致，这里不赘述，在对外部监督的操控结束后，

同样要求被试填写监督知觉和承诺升级量表。

关于实验流程，本研究将面子需要、外部监督与承

诺升级的相关材料全部装订在一起，集中发放和回收。

实验流程中采用分段实验的方式进行操控，将面子需要、

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的材料分开装订、发放和回收，并

事先对每个阶段的实验材料进行标记处理，以方便材料

回收后的配对处理。第一阶段，先对面子需要进行操控，

分发带有记号的第一阶段实验材料。等到第一阶段材料

回收完成后，再派发与第一阶段材料编号相对应的第二

阶段实验材料，对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进行操控，等到

第二阶段实验材料回收后，将第一和第二阶段材料进行

配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实验。

（2）统计分析

整 个 实 验 操 作 全 部 完 成 后， 本 文 对 实 验 的 操

控效果进行了检验，有外部监督组样本的监督知觉

（M e a n =5.32，S D =1.15）与无外部监督组样本的监督知

觉（M e a n =4.31，S D =1.06）存在显著差异（F =103.43，

p=0.000）；高面子需要组（Mean=4.24，SD=0.35）和低

面子需要组（Mea n=3.38，SD =0.43）样本的面子需要也

存在显著差异（F =494.21，p =0.000），表明对外部监督

和面子需要的操控是成功的。

此外，本文还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独立性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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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表明，有外部监督组样本的面子需要的均值

（M=3.57，SD=0.37）与无外部监督组样本面子需要均值

（M =3.82，S D =0.46）的差异不显著。独立样本 T 检验

也证实，总体方差无显著差异（T=1.571，p=0.128），表

明外部监督与面子需要是独立的，且两个总体样本均值

差的 95% 置信区间包括 0，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两个变

量的独立性。

本文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外部监督、面子

需要及其交互作用对承诺升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外部监督对承诺升级的主效应显著（F =19.317，

p =0.000）， 面 子 需 要 对 承 诺 升 级 的直 接 效 应 显 著

（F =14.703，p =0.000）。关于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检验 ：

在低面子需要组，有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

向要比无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稍大（7.95 

V S . 7.53）；但在高面子需要组，有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

承诺升级倾向比无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

更大（9.05 V S . 7.84），高面子需要和低面子需要组之

间差异较大（图 3）。多因素方差分析也证实，外部监

督与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F=4.545，p =0.034），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

倾向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2. 实验 2 ：外部监督、能力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

（1）样本和程序

同实验 1 的方法类似，本文重新设计了另外一个实

验，来验证外部监督、能力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的关

系，邀请 139 个被试参与了此次实验，同样采用二阶段

配对实验设计。在操控能力性面子需要时，首先将能力

性面子需要定义为“个人希望他人能够认同自身能力或

者成就、财富、地位等的面子需要”。在高能力性面子

需要组，要求被试列举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顾及能力性

面子需要所做或者不会做的三件事情（如在工作中犯了

错误会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在工作中

失误）；在低能力性面子需要组，要求被试列举出在日

常生活中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能力性面子所做的三件事情

（如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也不会让我觉得没面子，错误在

所难免）。第一阶段操控结束后，要求被试填写能力性

面子需要量表 ；第二阶段操控结束后，要求被试填写监

督知觉和承诺升级量表。

（2）统计分析

对本实验的操控效果检验发现，有外部监督组样

本的监督知觉（Me a n=5.47，SD =1.17）与无外部监督组

样本的监督知觉（Me a n=4.52，SD =0.93）存在显著差异

（F=24.99，p=0.000）；高能力性面子需要组（Mean=4.26，

SD=0.38）和低能力性面子需要组（Mean=2.93，SD=0.49）

样本的能力性面子需要也存在显著差异（F=294.84，

p =0.000），表明对外部监督和能力性面子需要的操控是

成功的。

在对外部监督和能力性面子需要的独立性进行检

验时发现，有外部监督组样本的能力性面子需要的均值

（M =3.46，S D =0.70）与无外部监督样本均值（M =3.52，

S D =0.74）的差异不显著。独立样本 T 检验时也证实，

总体方差无显著差异（T=0.325，p =0.746），表明外部

监督与能力性面子需要也是独立的。

同理，本文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外部监

督、能力性面子需要、外部监督与能力性面子需要的

交互作用给承诺升级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能力性面子需要对承诺升级的主效应显著（F =10.465，

p =0.001）。关于能力性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

低能力性面子需要组，有外部监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

升级倾向要稍微高于无外部监督的企业高管（7.87 V S . 

7.61）；但是在高能力性面子需要组，有外部监督的企业

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要比无外部监督企业高管的承诺升

级倾向更大（9.15 VS . 7.59），高能力性面子需要和低能

力性面子组差异较大。多因素方差分析也证实，外部监

督和能力性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承诺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F =11.164，p =0.001），因而能力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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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与承诺升级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3. 实验 3 ：外部监督、道德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

（1）样本和程序

本文设计了第三个二阶段实验，试图验证外部监督、

道德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的关系， 134 个被试被随机

分配到四种实验情境中。在操控道德性面子需要时，首

先将道德性面子需要定义为“对于他人认可自身品格和

道德水准的渴望”。在高道德性面子需要组，要求被试

列举出日常生活中为了顾及道德性面子需要所做或者不

会做的三件事情（如背后说朋友坏话让我感觉很没面

子）；在低道德性面子需要组，要求被试列举出认为在

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为了道德性面子需要所做的三件事

情（如我认为发现了好的商机即使与约定的合约有出入

也不会让我感觉丢面子）。第一阶段操控结束后，要求

被试填写道德性面子需要量表 ；第二阶段操控结束后，

要求被试填写监督知觉和承诺升级量表。

（2）统计分析

对实验的操控效果进行检验时发现，有外部监督

组样本的监督知觉（M e a n =5.59，S D =1.21）与无外部

监督组样本的监督知觉（M e a n =4.56，S D =0.956）存

在 显著 差 异（F =28.51，p =0.000）；高道德性面子 需

要组（M e a n =4.79，S D =0.22）和低道德性面子需要组

（M e a n =3.86，S D =0.42）样本的面子需要也存在显著差

异（F =266.78，p =0.000），表明对外部监督和道德性面

子需要的操控是成功的。

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独立性进行检验时，结

果显示，有外部监督组样本的道德性面子需要的均值

（M =4.16，S D =0.74）与无外部监督样本均值（M =4.03，

S D =0.62）的差异不显著。独立样本 T 检验时也证实，

总体方差无显著差异（T=-0.486，p =0.631），表明外部

监督与道德性面子需要也是独立的。

对外部监督、道德性面子需要及其交互作用对承诺

升级的影响进行验证，结果发现道德性面子需要的直接

效应不显著（F =0.605，p =0.437）。关于道德性面子需

要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低道德性面子需要组，有外部监

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要高于无外部监督的企业

高管（8.42 V S 7.65）；在高道德性面子需要组，有外部

监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也要高于无外部监督的

企业高管（8.62 V S 7.75），高低组差异不大。多因素方

差分析也表明，外部监督和道德性面子需要的交互项对

承诺升级不存在显著影响（F =0.073，p =0.787），因而

道德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没能起到显

著的调节作用。

4. 实验 4 ：外部监督、关系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

（1）样本和程序

本文实施了第四个二阶段实验，来验证外部监督、

关系性面子需要与承诺升级的关系，邀请 115 个被试参

与此次实验。在操控关系性面子需要时，首先给出关系

性面子需要的定义，即“个人对于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和广泛的人脉以及在群体中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渴望”。

在高关系性面子组，要求被试列举出日常生活中为了顾

及关系性面子需要所做或者不会做的三件事情（如我到

哪里都有朋友招待让我感觉很有面子）；在低关系性面

子需要组，要求被试列举出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为了关

系性面子所做的三件事情（如我去请人办事被拒绝了也

不会感觉丢面子，可能事情过于复杂）。第一阶段操控结

束后，要求被试填写关系性面子需要量表 ；第二阶段操

控结束后，要求被试填写监督知觉和承诺升级量表。

（2）统计分析

在对实验的操控效果进行检验时发现，有外部监

督组样本的监督知觉（M e a n =4.80，S D =0.96）与无外

部监督组样本的监督知觉（M e a n =3.73，S D =1.23）存

在 显著差 异（F =26.63，p =0.000）；高关 系性面子 需

要组（M e a n =4.32，S D =0.57）和低关系性面子需要组

（M e a n =3.27，S D =0.95）样本的关系性面子需要倾向也

存在显著差异（F=14.23，p=0.001），表明对外部监督和

关系性面子需要的操控是成功的。

在对外部监督和关系性面子需要的独立性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有外部监督组样本的关系性面子需要

的均值（M =3.73，S D =0.61）与无外部监督样本均值

（M =3.71，S D =0.98）的差异不显著。独立样本 T 检验

也证实，总体方差无显著差异（T=-0.053，p =0.958），

表明外部监督与关系性面子需要也是独立的。

对外部监督、关系性面子需要及其交互作用对承诺

升级影响进行分析时发现，关系性面子需要的直接效应

显著（F=7.819，p=0.005）。在低关系性面子需要组，有

外部监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要高于无外部监督

的企业高管（8.27 V S . 7.61），在高关系性面子需要组，

有外部监督的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倾向也要高于无外部

监督的企业高管（9.23 VS. 7.94），高低组差异不大。多

因素方差分析也显示，外部监督和关系性面子需要的交

互项对承诺升级不存在显著影响（F =1.940，p =0.164），

即关系性面子需要没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由此判断，

研究 1 的结论得到了重复验证。

5. 结果讨论

研究 1 和研究 2 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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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管承诺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外部监

督的情景下，当企业高管接收到决策结果的负向反馈

时，更倾向于选择承诺升级。个体行动时普遍存在两种

动机 ：自我验证（S e l f-ve r i f i c a t i o n）和自我增强（S e l f 

- e n h a n c e m e n t）。自我验证涉及理解现实和对自我能力

的评价，与自我一致性紧密相关。企业高管满怀希望做

出前期决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如果高管就此承认

自己先前的决策失败，就违背了自我一致性原则，此时

高管的自我认知就很难通过验证，结果不仅会使得高管

觉得自己无能，甚至还可能会自我迷失，造成心理混乱。

因而，为了保持自我认知的一致，在面对外部监督和负

面评价时，企业高管往往会选择承诺升级而孤注一掷。

自我增强涉及自我价值感的提高和自尊强化，高管作为

企业内部成功人士的代表，往往比普通员工具有更强的

寻求积极正面评价的动机，从而提高自我价值感和强化

自尊。所以，面对外部监督和负面评价时，高管优先选

择的是如何扭转颓势，进而获得他人的肯定。因此，为

了维持或强化已有的地位和名望，企业高管通常会选择

承诺升级。此外，监督往往意味着将决策情境公开化，

强化了决策可见性，因而决策者的外在申辩动机也更为

强烈，即企业高管在受到监督的情境下，会倾向于投入

更多的资源，而那些不受监督的企业高管承诺升级倾向

较低。

面子需要对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的关系有显著

的调节作用 ：在监督的情境下，高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

在接收到负向反馈后会加剧其承诺升级倾向 ；而低面子

需要的企业高管要面子和害怕丢面子的动机相对较弱，

因而对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小，高

低面子需要的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监督时承诺升级倾向

差异显著。究其原因，面子需要强的高管往往会同时存

在避免“丢面子”和渴望“挣面子”两种需要。当高管

接收到决策的负面评价时，面对可能的“丢面子”，他

们一般会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避免策略（Av o i d a n c e 

Ta c t i c s）。在事情发生前，竭尽所能避免使自己掉进

“丢面子”的情境中，控制那些表现自己不良品质或

者使场面尴尬的信息。第二，阻止策略（P r e v e n t i v e 

Facework）。一旦“丢面子”的事情无法避免，高管掉进

“丢面子”的情境中，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丢面

子”。最常用的方式有免责声明（D i s c l a i m e r）和自我妨

害（S e l f-h a n d i c a p p i n g）。免责声明常被用于规避被高

管认为无知或偏颇的情形，也常被用于高管对事实掌握

不充分的辩论。自我妨害指高管往往会主动创造或寻求

妨害自己行为表现的原因，从而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合

适的理由。第三，防御策略（Defensive Facework）。当“丢

面子”情形已经发生，高管往往会采取行动合理化自身

的选择。具体到本研究，前期决策已经被确认存在重大

缺陷，外部监督又相当于将负面结果公开化，为了避免

在公开场合“丢面子”，高管究竟会采取何种策略？前景

理论认为，个体依赖价值函数进行决策，在获益区和损

失区，个体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在获益区，个体一般

是风险厌恶的 ；而在损失区，个体一般是风险偏好的。

因此，害怕“丢面子”的企业高管在消极的框架下（得

到了决策的负面反馈），往往会表现为风险偏好。为了

不在外人面前（监督）“丢面子”，他们可能会孤注一掷，

通过冒险方式来扭转不利局面。渴望“挣面子”也是企

业高管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获取高回报和挣面子，

他们不会关心可能的高风险，而选择高风险的决策。因

此，“好面子”的企业高管一般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承认

自己失败，相反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源以试图扭转不利

局面。

具体到面子需要的三个维度，能力性面子需要显

著调节外部监督与高管承诺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而道

德性面子需要和关系性面子需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不显

著。其原因可以在“他尊”与“面子”的对比分析中找

到相关线索 ：“他尊”是他人对自己的重视和尊敬，而

在世俗生活中，尊重更接近于尊敬，更多与个体的人格

和道德相联系，赢得尊重需要依靠个人魅力和高尚的道

德 ；但是“面子”更加关注能力及资源的可利用性，赢

得“面子”需要依靠相符行为和社会性资源。换句话说，

中国人心目中的“面子”本身就是“能力”属性优先，“道

德”和“关系”属性居于次要位置。高管决策时会更多

站在能力性面子需要角度进行考量，因此，与道德性面

子需要和关系性面子需要相比，能力性面子需要调节作

用更显著。

能力性面子需要之所以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

的调节作用显著，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

中国社会正在向“惟能力是从”方向过渡。企业在选聘

任留企业高管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惟业务能力至上”

的用人导向。能力因素已经逐渐取代了定期升职加薪的

年功序列，成为决定高管加薪升职的最主要因素。所以，

在“惟能力是从”的大背景下，个体自身能力能得到外

界认可尤为重要，高管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必然非常重

视能力性面子。个体能力性面子需要越强，其对外部监

督情境就越敏感，尤其在面对可能的失败时，为了获得

他人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企业高管很有可能会孤注一掷

而选择承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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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间的调节

作用不显著。其一，道德本身是隐性的，且要经过长时

间的潜伏期才能显性化，虽然高管的任用和选拔过程需

要德才兼备，但是通过简单的测评环节，很难对候选人

的道德水平作出准确判断。因而德才兼备虽然是企业招

聘和选拔的标准，但事实上大多还是以能力为导向。邢

理建 [32] 指出，从中石化陈同海窝案到中石油窝案，再

到能源领域乃至央企板块，折射出央企普遍存在共性的

“惟业务能力至上”用人导向。其二，可能是由于实验

材料设置导致。本文设计的实验情境与道德性面子关系

不大，因为实验中追加投资决策的成功和失败概率各是

0.5，其数学期望值是相等的，被试在进行决策时不存

在故意损害股东利益的客观条件。虽然中国人比较重视

道德性面子需要，但此次决策与道德性面子需要关系不

大。在成功和失败的一线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

高管对现状的准确把握和前瞻性能力。因而道德性面子

需要在外部监督与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之间没有发挥显

著的调节作用。

关系性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可能是因为

关系性面子需要是个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需求，即使承

诺升级带来更大的负面后果，首先影响的是高管与企业

之间的关系，给股东带来损失，其次才会影响监督者与

高管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监督者是被股东遴选出来

替自己行使监督职能的，他们和企业高管一样也是股东

的代理人，即使企业高管承诺升级后导致更严重的失败

结果，也不会对监督者与企业高管关系造成直接的重大

影响。因此，本文的关系性面子需要在外部监督与企业

高管承诺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1）本研究发现，外部监督会强化企业高管的自我

申辩动机，导致其选择承诺升级。本研究通过脚本设计，

以准实验研究方法探讨和验证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部监督和承诺升级之间具有显著

的正向关系，对企业高管的外部监督容易诱使其产生承

诺升级倾向。由此可见，外部监督虽然有可能起到积极

的正面作用，部分矫正现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但

是外部监督也有可能会强化企业高管的自我申辩动机，

引发高管们承诺升级的风险。因此，企业在设计和构建

外部监督的治理机制时，需要重视和考察外部监督负面

作用，不断优化监督流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陷入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 ；同时，企业及其高管团队

也要充分认识到承诺升级的危害，学习和积累“承诺降

级”的有效技能。

（2）企业高管在进行决策选择时，个体的面子需要

会对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相对于低面子需要的企业高

管，高面子需要的个体在面对外部监督时更容易产生承

诺升级倾向，在外部监督和企业高管承诺升级倾向之间，

面子需要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从侧面印证了越是

爱面子的人越容易受到打击，从而导致决策时的错上加

错。当先前决策出现失误时，由于担心失败会损害个人

面子和社会地位，爱面子的企业高管一般不会承认失败

和主动接受失败的结果 ；相反，为了保全面子和树立权

威，爱面子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选择承诺升级行为。

（3）围绕外部监督与高管承诺升级的关系，本文

分别就面子需要三个维度的调节作用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能力性面子的调节作用显著，而道德性面子和关

系性面子需要的调节不显著。这充分表明，企业高管在

进行决策时，最怕决策失败会损害能力性面子，而对道

德性面子和关系性面子不敏感。这表明企业高管决策

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渴望从行动中得到别人对自身能力的

认可，不太在乎行动所体现的道德属性和关系属性，这

与中国当下对企业高管定位时一定程度上存在“惟能力

论”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面对不完美甚至是失败的前

期决策，企业高管是否会继续增加投入而选择承诺升

级，很多时候是因为担心失败的结果会给自身能力造成

不利的影响。但企业高管进行决策时不太关心道德性面

子和关系性面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治理机制

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

2. 理论贡献

（1）目前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要强化高

管的责任感，[33] 让高管个人对决策负责以增加管理的压

力，从而达到股东对高管进行控制的目的。已有研究认

为，由于外部监督者具有高认知能力与理性经济人特征，

能够发现企业某些重大事项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效约束

企业高管的冒险主义行为。[34] 在推进战略变革过程中，

外部监督能够抑制企业高管的机会主义倾向，发挥“灭

火”作用。[35] 所以，对企业高管实施严格的外部监督不

仅可以提升企业价值，还能提高企业的股价。[36] 本研究

发现，如果监督机制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外部监督不仅

不能有效纠正企业高管的决策失误，反而可能会强化企

业高管的自我申辩动机，从而导致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

此外，外部监督相当于将决策及结果公开化，提高决策

结果的可见性，从而加剧企业高管的承诺升级。

（2）梳理已有文献，关于面子需要的理论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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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归为两大类 ：第一，以礼貌理论为基础，探讨面子

与礼貌用语关系，研究礼貌用语如何促进面子生成，即

面子的生成机制。研究者们认为，[37,38] 使用礼貌用语可

以有效缓解面子威胁行为的冲击，调和互动各方的关系。

该理论将重点放在分析和识别互动过程中面子威胁和各

种面子策略的应用，如“挣面子”策略有赞扬、尊敬和

谦虚，避免“丢面子”策略有道歉、辩护和找借口。[13]

第二，以面子磋商理论为基础，重点探讨文化因素对面

子需要的影响。[39] 该理论认为，在人际冲突情境下，人

们会根据情境来调整面子策略。在个人主义文化情境中，

人们更关注自我面子 ；而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更关

注他人面子。由此可见，过往与面子需要相关的理论研

究侧重点放在面子需要的概念、文化差异以及增加面子

和防止丢面子的策略上。而本研究发现，不同面子需要

的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监督时，其承诺升级倾向存在显

著差异，在外部监督和高管承诺升级之间，面子需要发

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和低面子需要相比，高面子需要

的企业高管在面对外部监督时更容易产生承诺升级。

（3）已有文献指出，中国人的面子至少包括两个方

面 ：社会性和道德性。[15,40] 本研究显示在外部监督与企

业高管的承诺升级之间，三个不同维度的面子需要所发

挥的作用是不同的。道德性面子需要、关系性面子需要

在外部监督与承诺升级倾向之间没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

用，而能力性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却是显著的。这可能

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企业高管选聘任留过程中一

般都比较看中能力，相对而言，道德与关系就没那么重

要。但是， 重“能力”、轻“道德和关系”会扭曲企业高

管在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对能

力性面子的过度追求会导致企业高管为了在别人面前争

取到能力性面子而选择承诺升级。本研究成果不仅有助

于深化对面子需要的认知，也为面子需要的后续细化研

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3. 实践启示

（1）组织应该建立对高管决策过程的问责机制，而

不仅仅是监督高管决策的结果。该如何对企业高管进行

监督问责？就本文中的承诺升级而言，监督问责的效果

如何主要取决于监督问责的时机。[41] 如果公布决策之后

对决策进行监督问责，决策者意识到自己必须对决策结

果负责，那么就会对信息进行“加工”以证明自己决策

的正确性，从而容易引发承诺升级 ；而在决策之前进行

监督问责，决策者会根据一系列信息进行自我反省和批

评，[42] 正视负向反馈而作出合理的决策，有利于减少高

管的承诺升级行为。

（2）在对决策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之外，组织还需要

构建容错机制，鼓励高管勇于实施变革创新，即使出现

决策失误，只要在限定范围内，就不会影响组织对其个

人管理能力的判断。在决策结果评估过程中，多采用发

展性信息反馈。通过及时反馈帮助高管掌握工作进度，

藉由过程管控提高决策的实施效果 ；反馈沟通过程中尽

量不要涉及具体的工作方式，也不要提出过高的期望和

要求，而是提供与决策本身相关的有价值信息，从而引

导和帮助企业高管不断进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43]

（3）面子需要是一把“双刃剑”，既有鼓励国人向

上进取、发挥成就感的正向激励作用，又有过度追求面

子导致形式主义和虚伪的“面子功夫”。[44] 严格的制度

管理是防止决策者为满足个人面子需要而进行决策的有

效办法，组织可以通过设立程序化的制度规范决策流

程，引导决策者按照流程办公，淡化工作过程中私人情

绪，保证在其处理公务时以制度、规则为重 ；强化对企

业高管的道德信念监控和过滤，针对具体的决策，辅以

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管控，坚决制止为了面子而

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Wong,  K. F. E., Yik, M., Kwong, J. Y. Y..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al Aspects of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he Role of 
Negative Affe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2): 
282-297.

[2] Conlon, E. J., Parks, J. M.. Information Requests in the Context 
of Escal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7, 72(3): 344-
350.

[3] 唐洋 , 李伟 . 股权再融资认购选择与承诺续扩行为研究 . 财会

月刊 : 理论版 ( 下）, 2010, (1): 35-37.
[4] Bobocel, D. R., Meyer, J. P.. 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Failing 

Course of Action: Separating the Roles of Choice and Justifica-
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3): 360-363.

[5] Chow, C. W., Vidya, N. A., Fleenor, C. P.. Exploring the Ex-
tensiveness, Effects and Causes of Remedies for Escalation in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2000, 2(1): 21-33.

[6] Staw, B. M.. Knee-deep in the Big Muddy: A Study of Escalat-
ing Commitment to a Chosen Course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 16(1): 27-44.

[7] 李锐 , 李爱梅 , 凌文辁 . 承诺续扩现象及其心理机制 . 心理科

学进展 , 2008, 16(5): 767-778.
[8] 李锡元 , 陈思 , 刘艺婷 . 监督抑制还是引发了经理人承诺升级？

面子需要的调节作用 . 南大商学评论 , 2014, 28(4): 126-143. 
[9] Tetlock, P. E.. Accountability: The Neglected Social Context 

of Judgment and Choic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5, 7(1): 297-332.

199-211南开管理评论  第22卷, 2019年第4期第              页 



211

组织行为
[10] Brockner, J.,  Shaw, M. C., Rubin, J. Z.. Factors Affecting With-

drawal from an Escalating Conflict: Quitting before It s̀ too L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9, 15(5): 492-
503.

[11] Conlon, E. J., Wolf, 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trategy, Vis-
ibility, and Involvement on Allocation Behavior: An Extension 
of Staw`s Escalation Paradigm.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80, 26(2): 172-192.

[12] Goffman, E..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1955, 18(3): 213-231.

[13] Brown, P., Levinson, S. C..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4] 黄光国 , 胡先缙 . 面子 :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 2004.
[15] Hu, H. C..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

pologist, 1944, 46(1): 45-64.
[16] 宝贡敏 , 赵卓嘉 . 面子需要概念的维度划分与测量 : 一项探索

性研究 .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39(2): 82-90.
[17]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2): 224-253.

[18] 何友晖 , 翟学伟 . 面子的动力 : 从概念化到测量 . 见翟学伟 . 中
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 第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19] Aquino, K., Reed II, A..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6): 1423-
1440.

[20] Kihlstrom, J. F., Klein, S. B.. The Self as a Knowledge Structure.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Basic Processes, 1994, (1): 153-
208.

[21] 王轶楠 . 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面子与自尊的关系 . 社会心

理科学 , 2006, 21(2): 102-108.
[22] Cross, S. E., Bacon, P. L., Morris, M. L.. The Relational-interde-

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4): 791-808.

[23] Gore, J. S., Cross S. E., Morris, M. L.. Let s̀ Be Friends: Rela-
tional Self-constru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6, 13(1): 83-102.

[24] 冯栋 , 崔晓明 , 姚凯 . 基于自尊水平和项目沉没成本的承诺升级

研究 . 未来与发展 , 2011, 34(6): 93-96.
[25] Buxton, M., Rivers, R..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Loss, Monitoring and the Presence of an Al-
ternative Investment. Can a Project 90% Complete Be Stopped?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4, 14(5): 73-85.

[26] Lee, J. S., Keil, M., Wong, K. F. E.. The Effect of Goal Difficulty 
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15, 28(2): 114-129.

[27] Jensen, J. M., Conlon, D. E., Humphrey, S. E.. The Consequenc-
es of Completion: How Level of Completion Influences Informa-
tion Concealment by Decision Maker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1(2): 401-428.

[28] Ting, H.. The Effects of Goal Distance and Value i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Current Psychology, 2011, 30(1): 93-104.
[29] Atwater, L., Carmeli, A.. Leader-member Exchange, Feelings 

of Energy, and Involvement in Creative Work.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9, 20(3): 264-275.

[30] 谢宝国 , 龙立荣 . 职业生涯高原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

离职意愿的影响 . 心理学报 , 2008, 40(8): 927-938.
[31] Vincent, L. C., Kouchaki, M.. Creative, Rare, Entitled, and 

Dishonest: How Commonality of Creativity in One s̀ Group De-
creases an Individual s̀ Entitlement and Dishones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4): 1451-1473.

[32] 邢理建 . 从中石油腐败窝案看央企高管选用标准 . 北京青年报 , 
2013-09-09.

[33] Mahlendorf, M. D.. Allowance for Failure: Reducing Dysfunc-
tional Behavior by Innovating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 Governance, 2015, 19(3): 655-686.

[34] 唐清泉 , 罗党论 . 设立独立董事的效果分析 : 来自中国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的问卷调查 . 中国工业经济 , 2006, (1): 120-127.
[35] 李维安 , 徐建 . 董事会独立性、总经理继任与战略变化幅度：

独立董事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 南开管理评论 , 2014, 17(1): 4-13.
[36] Rosenstein, S., Wyatt, J. G.. Outside Directors, Board Indepen-

dence, and Shareholder Weal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6(2): 175-191.

[37] Chen, R.. Self-politeness: A Proposal.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1): 87-106.

[38] Limberg, H.. Impoliteness and Threat Respons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9, 41(7): 1376-1394.

[39] Ting-Toomey, S., Kurogi, A.. 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
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8, 22(2): 187-225.

[40] 金耀基 . “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 . 见翟学伟 . 中国社

会心理学评论 ( 第二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
[41] Moser, K., Wolff, H. G., Kraft, A.. The De-escalation of Com-

mitment: Pre-decisional Accountability and Cognitive Process-
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3(2): 363-376.

[42] Lerner, J. S., Tetlock, P. E..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s of Ac-
count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55-275.

[43] Zhou, J.. When the Presence of Creative Coworkers is Related to 
Creativity: Role of Supervisor Close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
ogy, 2003, 88(3): 413-422.

[44] 陈炳 , 高猛 . “面子”文化与管理之道——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生

态学视角 . 管理学报 , 2010, 7(6): 797-803.

External Supervision, Face Need and Corporate Execu-
tives’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Tao Houyong1, Zhang Juan1, Liu Yiting2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2. Willis 
Towers Watson Management Consulting Limited Company

( 下转第 224 页）

199-211Nankai Business Review  Vol. 22, 2019, No. 4, 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