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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mergence mechanism of employee deviant behaviors from the job 

stress.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318 employees of three enterprise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job stres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deviant behaviors; (2) emotional stability negativ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employee deviant behaviors; (3) conscientiousness negativ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employee deviant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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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且引入了情绪稳定性以及

尽责性人格特质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以贵州省以及湖北省三家企业 318 名企业员工为数据样

本，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显著正相关。此外，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能够

显著削弱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的直接关系；尽责性人格特质能够显著削弱工作压力与员

工偏差行为的直接关系。 

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员工自发性行为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关于员工负面自发性行为的研

究，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仍显不足。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以及不正当行为已经成为组织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关注[1]。组织中的偏差行为会增加组织的经

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如何控制和减少员工偏差行为，从而降低其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

失已经成为当今学界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普遍关注的问题。回顾以往文献可知，研究主要

从个体因素以及情境因素两个方面探讨员工偏差行为的前因变量。工作压力作为个体对外界

变化的反应，是个体从生理、心理以及情绪上对变化的适应和反应[2]。因此，本研究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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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角度，探讨工作压力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引入了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以及

尽责性人格特质作为调节变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 

一方面，工作压力可对个人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会影响员工的情绪状态，进而产生消极

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使个体更加消极的看待压力源，从而对压力做出更加过激的反应，进

而带来更多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3]。员工心理压力的增大，还会导致员工状态低迷，产生

一些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甚至会产生一些和平常举动相违背的行为，如迟到，早退，怠工

等。另一方面，工作压力过大，个体长期处于注意力过分集中的工作环境下，会造成个体心

理上的压抑，从而导致个体的判断力变弱，从而使个体处于一种情绪低控制的状态之下。而

低情绪控制状态下的与员工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诱发其产生偏差行为。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呈现显着正向关系。 

2.2 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情绪稳定性的人格特质通常是指员工的情绪稳定性和自我控制能力。低情绪稳定性的个

体，较容易与他人产生摩擦，很难和他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较差的人际关系更容易是

个体产生工作压力，从而出现人际偏差行为。具体而言，具有较低情绪稳定性的个体更加容

易感到焦虑、紧张、感受到压力。而高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则更加冷静、自信以及具有安全感。

因此，具有高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即使面对压力，也能够善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完

成工作任务[4]。Seibokaite 和 Endriulaitiene[5]的研究也指出低情绪稳定性的个体相对于高情绪

稳定性的个体共容易产生对工作环境不利的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情绪稳定性会影响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关系。当情绪稳定性的特质程度较高

时，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关系较弱；反之，情绪稳定性的特质较低时，工作压力与员

工偏差行为之关系较强。 

2.3 尽责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尽责性人格特质的个体是严谨和负责的，他们遵守规则，规避风险[6]。因此，具有尽责

性人格特质的员工通常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偷奸耍滑、降低工作效率、侵占公司财物以及

与同事进行恶性竞争等各种可能损害其尽责感特征的行为。具体而言，尽责性人格特质的个

体希望成功的完成工作任务，并且对待工作准时，细心，追求高效率并且高尽责性人格特质

的个体追求高目标的达成[4]。尽责性人格特质的员工对高目标，高质量的工作的追求会减缓

他们对工作压力的感知与认知评价，从而减少个体的偏差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H3：尽责性会影响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关系。当尽责性的特质程度较高时，工作

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关系较弱；反之，尽责性的特质较低时，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之

关系较强。 

3. 数据和变量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了贵州省以及湖北省的三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 样本以在职工作者为主要调

查对象。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380 份，通过筛除无效以及填答不完整的问卷，纸本问卷连同

电子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 3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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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变量测量采用的量表均来自顶尖期刊频繁使用的量表，使用“翻译-回译”对英文

量表进行翻译。采用 Likert 五点量尺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给予 1-5 分的分数。 

工作压力：工作压力衡量量表总共 18 题。角色冲突采用 Rizzo, House 和 Lirtzman[7]之 8

题量表，例题如：“我必须去做一些与我志愿不合的事”等。角色模糊采用 Rizzo 等[7]之 6 题

量表，例题如：“我了解在工作上我拥有多少权限”等。角色负荷采用 Kirmeyer 和 Dougherty[8]

之 4题量表，例题如：“我觉得太多的工作量让我无法兼顾质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员工偏差行为：采用 Robinson 和 Bennet[9]所开发的量表，由 9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我

嘲笑公司的其他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采用 Saucier(1994)的量表， 由 8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轻松的”

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3。 

尽责性人格特质：用 Saucier[10]的量表，由 8 个题目构成。例题如：“有效率的”等。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1。 

控制变量：对于控制变量的测量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工作年资、年龄、婚姻状况、

教育状况 5 个主要控制变量。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样本 318 份，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人口统计变量涵盖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年资、婚姻状况。在回收的数据中，男性有 145 人，占总人数的

45.60%，女性为 173 人，占总人数的 54.40%，在本研究调查中以女性居多。在年龄方面，20

岁及以下的 32 人(10.06%)、21-30 岁的 112 人(35.22%)、31-40 岁的 85 人(26.73%)、41-50 岁

的 58 人(18.24%)及 50 岁以上 31 人(9.75%)，可以看出，调查对象重要机制在 21-40 岁之间。

就婚姻状况而言，其中未婚者有 127 人，占总人数的 39.94%，已婚者有 156 人，占总人数的

49.06%，其他有 35 人，占总人数的 11.01%。在教育程度方面，国(初)中或以下学历者为 36

人(11.32%)、高中(职)学历者为 81 人(25.47%)、专科学历者为 133 人(41.82%)、大学本科学历

者多 53 人(16.67%)及博士/硕士学历者 15 人(4.72%)。从工作年资角度来看，工作未满一年者

为 75.5%、1~3 年者为 17.92%、3~5 年者为 27.04%、5~7 年者为 21.38%、而工作 7 年以上者

占 19.50%，总体来看，分布相对均匀。本研究各个变量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基于工作压力

和员工偏差行为显着正相关(r = 0.47，p < 0.01)。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显着负向影响员工偏差

行为(r = -0.18，p < 0.01)。尽责性人格特质显着负向影响员工偏差行为(r = -0.12，p < 0.05)这

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1 2 3 4 

1. 工作压力 (0.88)    

2. 员工偏差行为 0.47** (0.82)   

3. 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 -0.10 -0.18** (0.63)  

4. 尽责性人格特质 -0.03 -0.13* 0.14** (0.61 

注：N = 318；**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对角线括号中是各变项量表利用所有有效样本计算出来的信度

(Cronbach’s α)；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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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假设检验结果 

各个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由模型 2 可以看出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

育状况、工作年资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后，工作压力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偏差行为(b = 0.482，p 

< 0.001)。因此， 假设 1 成立。由模型 4 的结果可以看出， 工作压力与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

的交互项对员工偏差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159，p < 0.001)。因此，假设 2 成立。由模

型 6 的结果可以看出， 工作压力与尽责性人格特质的交互项对员工偏差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b = -0.185，p < 0.001)。因此，假设 3 成立。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员工偏差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项       

性别 0.057 0.051 0.040 0.044 0.052 0.061 

年龄 -0.059 -0.019 -0.016 -0.027 -0.019 -0.017 

婚姻状况 -0.011 -0.009 -0.019 -0.018 -0.019 -0.022 

工作年资 0.063 0.089 0.082 0.080 0.094 0.087 

教育状况 -0.030 -0.038 -0.034 -0.026 -0.032 -0.036 

自变量   .    

工作压力  0.482*** 0.465*** 0.473*** 0.474*** 0.476*** 

调节变量       

情绪稳定性   -0.120** -0.112**   

工作压力* 

情绪稳定性 

  

 

 

 

-0.159*** 

 

 

 

 

 

尽责性 

工作压力* 

尽责性 

 

 

 

 

 

 

 

 

-0.118** 

 

-0.142** 

-0.185*** 

R2 0.022 0.242 0.261 0.285 0.260 0.294 

△R2 .0000 0.227 0.239 0.262 0.239 0.271 

F 值 0.022 0.229 0.239 0.025 0.239 0.033 

△F 值 0.990 16.545*** 12.068*** 12.257*** 12.054*** 12.761*** 

       

注：N = 318；**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双尾检验。 

5. 总结 

首先，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工作压力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员工偏差行为。当员工在职场中知

觉到压力时，会增加其工作场所的员工偏差行为。研究结论表明，工作压力越大，员工越有

可能通过工作场所的偏差行为来缓解其所感知到的工作压力，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对于

企业管理者而言，建立科学的企业工作压力管理机制尤为重要。在组织的日常工作中，管理

者要注意减少工作压力源，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心理辅导机制，重视员工的心理问题，对员工

采取积极的心理疏导措施使其工作压力得到释放，从而减少偏差行为的发生。 

其次，本研究证实了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在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中有显着调节效果。

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越高的员工，对于工作压力更加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削弱了工作压

力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反之，当情绪稳定性越低时，当面对工作压力时员工更加容易出

现负面情绪如焦虑、沮丧、烦躁等，从而产生一些偏差行为。本研究还证实了尽责性人格特

质在工作压力与员工偏差行为中的调节效果。在职场中，尽责性高的员工对工作以目标为导

向，追求高质量的工作质量，从而减缓他们对工作压力的感知和认知评价，因此尽责性高的

员工较少产生员工偏差行为。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应重视员工的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的人

格特质，如企业在进行招聘时，将人格特质作为标准纳入企业的招聘准则中，可以加入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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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员工的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重视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对工作的影响。同时建立完善的

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营造良好，轻松的工作氛围，缓解因工作压力

引起的负面情绪的发生，从而减少员工偏差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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