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1.010

摘 要院 组织公民行为对于提升组织绩效起着重要作用遥 文章旨在研究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袁对
278 位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雇员进行问卷调查袁运用相关分析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遥研究结果表明院
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袁并且工作满意度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曰通过增强员工的工作自

主性可以提升其工作满意度袁进而激发其实施组织公民行为遥
关键词院工作自主性曰工作满意度曰组织公民行为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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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袁组织所处的竞争环

境越来越激烈袁组织要想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快速

反应并创造出优秀的组织绩效袁就要建立起扁平化

的组织结构袁这种结构要求员工具有更多的个人主

动性袁不仅能出色地完成角色内职责袁也能承担更

多的角色外责任遥 这种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员工自

发性的行为袁不为组织正式报酬系统所确认袁但整

体上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遥 [1]

围绕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袁学者普

遍认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变量有个体特征尧工作

特征尧组织特征及领导特征遥 这 4 个特征里面袁关于

工作特征变量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相

对较少袁从 Hackman 和 Oldham 提出的五维度工作

特征模型来看袁对技能多样性尧任务重要性尧任务完

整性尧 工作反馈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已有定论袁
而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

论证遥 [2]此外袁工作场所中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以及严

格的工作制度严重限制了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袁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员工实施角色外行为的机会袁
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自主性意味着其可以灵活安

排工作进度和作息时间袁其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概率

将大大增加遥
本文旨在揭示工作自主性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

用机理袁唤起员工积极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意识袁同
时引起管理阶层对员工工作自主性的重视袁从而为

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创造条件袁最终促进组织

绩效的提升遥
二尧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这部分在回顾工作自主性尧组织公民行为以及

工作满意度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袁对各变量的定

义进行明确界定袁并提出研究假设遥
渊一冤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Hackman 和 Oldham 首先在五维度工作特征模

型中提出工作自主性袁并将其定义为野个体在安排其

工作进度及工作程序中袁实际能从工作中获得的实

质性自由尧独立和自决程度冶袁[2]Breaugh 在分析了五

维度工作特征模型后提出袁应该从工作方法自主尧工
作进度自主以及评价标准自主这三个方面来对工作

自主性进行评价袁[3]Kirmeyer 和 Shirom 认为袁工作自

主性就是员工能在工作过程中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以

及怎么做遥 [4]这些定义都重视个体在工作中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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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空间和自由度袁 但 Breaugh 还强调个体对于

工作成果评价标准的影响力遥 本文接受这一观点袁
认为工作自主性是个体在安排工作进度尧选用工作

方法以及评价工作成果时所拥有的决策空间和自

由度遥
Organ 一开始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员工自发

性的行为袁不为组织正式报酬系统所确认袁但整体

上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遥 [1]之后他吸收了其他学

者的研究成果袁将组织公民行为重新定义为组织中

能够维持和和增强组织的社会和心理环境的行为袁
而且该行为有利于任务绩效的完成遥 [5]综上袁本文认

为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自发性的行为袁该行为不为

组织正式报酬系统确认袁但能维持增强组织的社会

和心理环境袁并且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遥
Van Dyne 等认为袁当员工的工作自主性高袁工

作结果的成效取决于员工的努力和创新程度袁这时

员工就会对工作结果产生强烈的责任感袁这将会增

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遥 [6]员工是否表现出组织公

民行为与其在工作上有多大的决策权有关袁给员工

提供更多自主性的工作角色将有助于其实施更多

的角色外行为遥有研究表明袁组织公民行为大多是在

非工作时间做出的袁当工作有很大自主性时袁员工

就能合理控制作息时间袁一直处于忙碌状态而缺乏

休息时间袁 就是想做出组织公民行为也没有机会袁
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后袁 私下可以对同事的工作尧
生活提供帮助袁这既是出于道德的需要袁也是出于人

际交往的需要遥 [7][8]基于以上论述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1院工作自主性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曰
H1.1院工作自主性对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有正

向影响遥
渊二冤工作自主性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Dessler 将工作满意度看成是个人生理需求尧安
全需要尧情感需要尧成长需要等内容在工作过程或

工作结果中得到的满足程度遥 [9]他对工作满意度所

做的定义既包含了个人因素袁又包含了工作本身等

因素对于员工满意的影响袁 这符合本文的研究内

容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工作满意度指与工作相关的因

素给员工带来的心理感受遥
程志超等研究指出袁工作自主性能够让员工体

验到对工作结果的责任感袁同时也影响员工对于工

作结果的成就感袁 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遥 [10]

Nguyen 等研究发现袁 随着个人对工作控制度的提

升袁工作满意度也得到提升遥 [11]范皑皑尧丁小浩的研

究表明袁 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其工作自主性越高袁
工作满意度也越高遥 [12]罗茜等指出袁教师群体比较看

重工作自主性袁自主性使教师以强烈的动机和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中袁突出的教学成绩可以为其赢

得进修和提升的机会袁 这往往会提升其工作满意

度遥 [13]对于某些行业人员袁比如服务员尧销售员等袁由
于其工作的复杂多变性袁自主性提高使其能选择令

客户更为满意的方式袁其本人对工作结果也感到满

意遥 基于上述分析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2院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曰
H2.1院工作自主性对内在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曰
H2.2院工作自主性对外在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遥
渊三冤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Bateman 和 Organ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指

出袁当员工觉察到管理者为改善员工待遇等方面做

出努力袁并且这种努力确实有利于自身时袁就会感

到满意袁通过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来回报管理者的努

力遥 [14]魏江茹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研究视角得到相似

的结论袁 当高科技企业员工觉察到组织支持时袁就
通过工作满意度来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遥 [15]胡利利

等在对我国多家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袁员
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遥 [16]由此可见

工作满意度确实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比较密切的

关系遥 基于以上论述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3院工作满意度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遥
H3.1院工作满意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有正

向影响遥
渊四冤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由上文论述可知袁工作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对

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袁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

为之间也存在正向关系遥 因此袁当员工有工作自主

性时袁不仅能合理地安排工作事宜袁更能体验到对

工作成果的责任感袁对工作过程和结果也会感到满

意袁将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来回报组织遥 这说明工作

满意度可能在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

中介作用遥 由此袁提出如下假设院
H4院工作满意度在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

之间起中介作用曰
H4.1院工作满意度在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

为各维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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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工作自主性

内在满意度

外在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积极主动

助人行为

组织参与

组织忠诚

意见表达

组织公民行为

3.458
3.812
3.957
3.884
4.017
4.228
4.342
3.902
3.964
4.091

0.549
0.577
0.516
0.510
0.527
0.540
0.561
0.438
0.463
0.394

1
0.719**
0.435**
0.627**
0.389**
0.199**
0.247**
0.330**
0.341**
0.382**

要
1

0.739**
0.940**
0.717**
0.534**
0.511**
0.533**
0.504**
0.720**

要
要
1

0.924**
0.672**
0.667**
0.661**
0.536**
0.559**
0.801**

要
要
要
1

0.746**
0.640**
0.624**
0.573**
0.568**
0.813**

要
要
要
要
1

0.628**
0.545**
0.645**
0.492**
0.854**

要
要
要
要
要
1

0.662**
0.496**
0.375**
0.829**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1

0.370**
0.414**
0.791**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1

0.383**
0.726**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要
1

0.672**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注院鄢p约0.05鄢鄢尧p约0.01尧鄢鄢鄢p约0.001遥

三尧研究设计

为验证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袁文章明确了研究思

路袁结合相关研究量表袁确定各变量的测量量表袁并
以各量表为基础编制调查问卷袁通过问卷调查收集

数据遥
渊一冤研究思路

本文探究工作场所中个体所拥有的工作自主

性与其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袁试图揭示工作自

主性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理袁并尝试验证工作

满意度是否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本研究问卷的发放采用网络发放和实地发放

两种形式袁以实地发放为主袁总共发放问卷 360 份袁
回收 302 份袁回收率达到 83.9%遥经过对回收问卷进

行筛选之后袁实际有效问卷为 278 份遥参加本研究的

对象为上海尧南京尧合肥尧长沙等地不同行业的雇员袁
共计 278 人袁其中男性占 52.5%袁女性占 47.5%曰受
访者的年龄主要在 25 周岁以上袁其中 30 岁以上的

受访者占 34.2%曰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76.2%曰在政府

机关尧事业单位工作的受访者共 127 人袁占 45.7%袁
在企业的雇员共 151 人袁占 54.3%曰基层员工尧基层

管理人员尧中层管理人员尧高层管理人员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42.4%尧24.5%尧25.9%尧7.2%袁 基层员工所

占的比例最大袁高层管理人员所占比例最小袁这与

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符袁样本选取具有合理性遥
渊三冤研究工具

本文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袁其中

1 代表野非常不同意冶袁5代表野非常同意冶遥 对工作自主

性的测量采用 Breaugh 编制的量表袁[3] 该量表共有12
道问题袁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及效度袁最终确定 9 道

问题袁经测量袁该量表的 Cronbach爷s 琢 系数为 0.879遥
工作满意度问卷的编制主要采用明尼苏达大

学 Weiss 等人设计开发的工作满意度短式量表袁简
称 MSQ袁共有 20 个问题遥 [17]由于该量表的信度及效

度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证实袁本文在预调查后保

留 17 个问题袁 拟对内在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这两

个维度进行测量遥 该量表的 Cronbach爷s 琢 系数为

0.913袁两个分量表的系数分别为 0.876 和 0.826遥
组织公民行为问卷的编制主要参考了 Farh 等

开发的中国大陆组织公民行为量表[18]和张艳秋研究

出的量表遥 [19]结合这两个量表编制出组织公民行为

测量问卷袁拟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野组织忠诚冶尧野组织

参与冶尧野助人行为冶尧野意见表达冶和野积极主动冶这五

个维度进行测量袁该问卷共有 31 个问题袁预调查后

最终确定 26 个问题遥 该量表的 Cronbach爷s 琢 系数

为 0.928袁所有分量表的 琢 系数均在 0.7 以上遥
四尧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对数据进行处理袁
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对假设内容进行验证遥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详情见表 1遥从表 1 中可以看到袁工作自主性与工作

满意度尧组织公民行为及其维度在 p 小于 0.01 的水

平上呈显著正相关遥 从表 1 中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看

出袁工作自主性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尧组织公民行

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是有差异的遥 工作自主性与

内在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性要比其与外在满意度的

关联性更强曰工作自主性与积极主动尧组织忠诚及

意见表达的关联性要高于其他两个维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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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进行

回归分析遥 该方法的步骤为院第一步袁作因变量对自

变量的回归曰第二步袁作中介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曰
第三步袁同时作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

分析遥 回归分析的结果详见表 2遥
从表 2 中的第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袁R2 为

0.149袁 这表示工作自主性可以解释组织公民行为

14.9%的总变异量袁 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382袁表明工作自主性对于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遥 工作自主性对积极主动的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389袁显著高于它对于其他维度的回归系数袁
可见工作自主性对组织公民行为子维度 野积极主

动冶的预测作用更强遥 由此假设 H1尧H1.1 得到验证遥
从表 3 中工作满意度及其维度对工作自主性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袁工作自主性可以解释工作满

意度 39.3%的总变异量袁回归系数 Beta 值为 0.627袁
达到显著水平袁说明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满意度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遥 工作自主性对内在满意度的回归系

数 Beta 值为 0.719袁 远大于对外在满意度的回归系

数 0.435袁 说明工作自主性对于二者均具有正向影

响袁但对于内在满意度有更强的作用遥 由此袁假设

H2尧H2.1尧H2.2 均得到证明遥
表 3 工作满意度对工作自主性的回归分析

工作满意度 内在满意度 外在满意度

Beta
R2

t 值
显著性

0.627
0.393

13.369
0.000

0.719
0.516

17.169
0.000

0.435
0.189
8.022
0.000

表 2 中第二步将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各维度对

工作满意度作回归分析袁结果显示袁工作满意度能

解释组织公民行为 66.1%的总变异量袁Beta 值为

0.813袁达到显著水平袁这说明工作满意度对组织公

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结果也表明工作满意度

对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遥 由

此袁假设 H3尧H3.1 均得到证明遥
从表 2 中第三步将因变量同时对自变量和中

介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袁自变量工作自主性的

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值比第一步中的值有明显降

低袁 同时 R2 对变异量的解释比例从 14.9%提高到

68.8%袁 由此可见将工作自主性与工作满意度联合

作为自变量要好于工作自主性单独作为自变量袁因
此工作满意度在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遥由此袁假设 H4 得到证明遥积极主动尧助
人行为尧组织参与对自变量工作自主性的回归系数

比原先相比降低不少袁因此工作满意度在工作自主

性与积极主动尧助人行为以及组织参与之间存在部

分中介作用遥 组织忠诚尧意见表达对工作自主性的

回归系数与原先相比降低不少袁但却不显著袁因此

工作满意度在工作自主性与组织忠诚尧意见表达之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袁由此假设 H4.1 得到验证遥
五尧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袁工作自主性对组织公民行

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袁并且工作自主性通过工作满意

度对组织公民行为起作用遥 当一项工作拥有自主性

时袁意味着从事该工作的员工实际获取了一定的决

策空间和自由度袁 不仅体现了组织支持和领导信

任袁还能使员工体验到对工作成果的责任感遥 工作

过程中袁员工得到的是对工作的轻松掌控袁工作结

果中袁员工收获的是成就和自豪袁员工实际从工作

过程和结果中都获得了满意感受袁而高的工作满意

度又会激发员工实施组织公民行为来回报组织袁具
体表现为继续保持对组织的忠诚袁积极主动地承担

工作责任袁自觉维护组织利益袁通过言行为组织做

贡献袁这些将促进个人及组织绩效的提升遥

组织公民行为 积极主动 助人行为 组织参与 组织忠诚 意见表达

第一步院
工作自主性

Beta
R2

显著性

0.382
0.149
0.000

0.389
0.152
0.000

0.199
0.039
0.001

0.247
0.061
0.000

0.330
0.109
0.000

0.341
0.117
0.000

第二步院
工作满意度

Beta
R2

显著性

0.813
0.661
0.000

0.746
0.556
0.000

0.640
0.409
0.000

0.624
0.389
0.000

0.573
0.329
0.000

0.568
0.322
0.000

第三步院
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满意度

Beta
R2

显著性

0.210
0.688
0.000

0.129
0.566
0.012

0.334
0.477
0.000

0.237
0.423
0.000

0.049
0.330
0.440

0.024
0.323
0.535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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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LIU Ju-qin, WANG Chuan-po
渊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冤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78 employees from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u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organizational cit鄄
izenship behavior, and job satisfac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it will stim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gani鄄
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by enhancing job autonomy of the staff to improve their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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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工作自主性对于促

进员工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性袁对员工授权赋

能袁为其提供完成工作所需的资源袁并给予指导性

的意见曰丰富工作内容袁使员工的工作更富挑战性

和成就感曰在决定工作方法尧工作顺序尧工作节奏等

方面袁给予员工更多的自由度曰鼓励员工参与组织

管理和决策袁共同制定组织发展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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