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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and introduce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n work 

engage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work engagement; 

Affective commitmen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work engagement. Moreover, affective 

commitment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n work 

engagement, That i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n work engagemen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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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社会交换理论基础上，分析研究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引入情

感承诺这一中介变量。研究结果发现，资质过剩感知负向影响工作投入，情感承诺正向影响

工作投入。此外，情感承诺在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资

质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通过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实现。 

1．引言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核心人才，随着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企业在招聘人才过程中会更注重

个人所具备的教育知识背景、个人能力、工作经验和个人所掌握的技能等方面，希望招聘到与工

作岗位最匹配的员工。但是并不是所有员工都完全符合当前岗位的需求，国内外劳动力市场都存

在这一状况，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认为自己具备了较高的教育背景，或者具有比别人更

多的经验和技能，组织却没有给自己应有的回报。那么这些员工就会对组织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

对工作态度和行为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进一步探讨自我感知资质过剩的员工对其工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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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引入情感承诺为中介变量，分析研究资质过剩感知对工

作投入的影响。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 

资质过剩可以通过客观或主观的测量标准评判个体是客观资质过剩或者主观资质过剩。以客

观的工作岗位的需求为标准，若个体所具备资质超过工作岗位所需，则为客观资质过剩；以个体

自我感觉来看，若个体认为自身所具备资质超过工作岗位所需，则为主观资质过剩。主观资质过

剩也被称为资质过剩感知。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如果一个人与他人或某个标准进行比较时认为自

己处于劣势，那么这个个体就容易产生被剥夺感。Feldman(1996)的研究中发现，个体认为自己应

该获得的回报和实际获得的回报二者之间存在差距，而个体对这种差距的感知与被剥夺感之间存

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即被剥夺感越强，个体更容易感觉资质过剩。感知到资质过剩的个体更

容易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同时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当组织

能够给员工一定的尊重和满足，能满足员工的需求时，员工自然会对组织产生更深的感情，进而

更大的发挥个人效能，对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都会产生较好的影响。而个体感知到自身资质过剩

时，员工会认为组织没办法满足自身需求，所以对组织的情感衣服也并不会那么强烈，在工作态

度和行为上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资质过剩感知负向影响工作投入。 

2.2 情感承诺与工作投入 

情感承诺作为组织承诺三维度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维度，指的是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上的依附，

是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工作投入表现在个体对待工作时投入高度热情，积极向上有活力，工

作时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工作过程中专注于工作内容，全身心投入。李金波在研究中发

现，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情感承诺较高的员工，其工作投入程度和

工作行为的有效程度都会较高[2]。张大力在研究中发现，情感承诺的稳定性较强，其他情境因素难

以对它产生较大影响，若个人没有获得理想中的回报，其情感承诺仍然会正向影响个人的工作行

为[3]。郭腾飞等人的研究中，如果员工认为当前工作没有挑战性，那么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情

绪或者对当前工作不满意[4]。员工如果认为自己资质过剩，在当前工作岗位感受不到自身的发展前

途，对组织在情感上的依恋就会较少。对他来说就会缺乏工作的动力，工作热情下降，同时工作时

的专注度也会下降，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个体的资质过剩感知并不是对工作投入直接产生影响，

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会产生心理上、情感上的变化，所以引入情感承诺这一中介变量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情感承诺正向影响工作投入。 

H3：情感承诺在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来源于问卷的发放，主要在澳门、广东、湖北、江西等省份通过线上和线

下共同发放问卷并回收，在后期数据整理过程中，对不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所答问卷以及无效

问卷进行剔除，最终有效问卷为 256 份。 

(1)自变量为资质过剩感知。资质过剩感知的测量采用 Fine 和 Nevo(2008)提出的资质过剩感知

量表，量表分为感知不匹配和感知无发展两个维度，一共 9 题，包括 7 题正向题，2 题反向题，量

表采用的是 Likert 5 点量表，问卷填答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选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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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非常不符合，2=有点不符合，3=一般，4=有点符合，5=完全符合。数字越大表明问卷填答者

感知自己资质过剩程度越高。 

(2)因变量为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情感承诺的测量采用Meyer 和 Allen(1991)的组织承诺量表

中的情感承诺的部分，一共 6题。工作投入采用的是Schaufeli等(2002)开发的工作投入量表(UWES)，

包括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活力为 6 题，奉献为 5 题，专注为 6 题，一共 17 题。两个量

表同样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问卷填答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选项。其

中 1=非常不符合，2=有点不符合，3=一般，4=有点符合，5=完全符合。数字越大表明问卷填答者

的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性别、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职级和单位性质这五个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进行研究。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为资质过剩感知，数据显示其平均值为 3.44，表明问卷填答者基本认为自己资质过剩。

这是因为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为感知自己资质过剩的员工。因变量为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数据

显示其平均值分别为 2.65 和 2.51，相对偏低，表明感知自己资质过剩的员工的情感承诺和工作投

入会较低。 

4.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 SPSS 进行实证分析，在线性回归中，以资质过剩感知为自变量，分析资质过剩感知

对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及情感承诺在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

显著负相关，情感承诺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本文进行了四次分析，如表 2 所示，第一个模型检验自变量资质过剩感

知与因变量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模型检验自变量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模型检验情感承诺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第四个模型检验情感承诺作为中介变量时资质

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表 1 相关性分析 

变数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性別 1.68 .46        

2.学历 1.70 .71 .08       

3.工作年限 2.17 1.25 -.19** -.64**      

4.工作职位 1.44 .78 -.15* -.11 .31**     

5.单位性质 3.49 1.33 .12 -.38** .12 -.10    

6.资质过剩感知 3.44 .45 -.12 .07 .04 .17** -.11   

7.情感承诺 2.65 .85 .06 .20** -.35** -.26** -.14* -.15*  

8.工作投入 2.51 .68 .03 .20** -.31** -.22** -.19** -.25** .75**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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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情感承诺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別 -.015 -.043 -.018 -.033 

学历 -.077 -.049 -.010 .004 

工作年限 -.331 -.279 -.051 -.051 

工作职位 -.157 -.122 -.032 -.014 

单位性质 -.154 -.206 -.089 -.100 

自变量     

资质过剩感知 -.127* -.244***  -.156*** 

中介变量     

情感承诺   .711*** .689*** 

R2 .180 .202 .568 .591 

ΔR2 .015 .056 .422 .389 

ΔF 4.653 17.626 243.460 235.591 

注：*p<0.05; **p<0.01; ***p<0.001. 

根据表 2 的回归分析结果中的模型 2 可知，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β=-0.244，

p<0.001),表明感知资质过剩的个体会有较低的工作投入，验证了假设 1 的资质过剩感知负向影响

工作投入，假设 1 成立。根据模型 3 可知，情感承诺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β=0.711，p<0.001),表

明情感承诺较高的个体其工作投入程度也会较高，验证了假设 2 的情感承诺正向影响工作投入。 

根据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可知，资质过剩感知与情感承诺呈负相关关系(β=-0.127，p<0.05)，

情感承诺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资质过剩感知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关系，模型 4 将资质过剩

感知和情感承诺同时纳入模型，资质过剩感知仍然显著影响工作投入(β=-0.156，p<0.001)，说明情

感承诺在资质过剩感知和工作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3 成立。 

5. 总结 

本文探讨了资质过剩感知、情感承诺和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资质过剩感

知负向影响工作投入，情感承诺正向影响工作投入，情感承诺在资质过剩感知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中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资质过剩感知较高的个体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较低，表明当个体感知到

自己具有超过工作职位本身所需的资质时，其对工作的热情降低，工作时难以全身心投入。组织

管理者若察觉到员工的资质过剩，即予以重视，为留住人才，可在组织内部进行人员调配，让员

工在更合适的工作岗位工作，使其感受到工作具有的挑战性以及工作的发展前景。对员工来说，

在进行职业选择之时就应当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选择自己喜欢的并且合适的工作，尽量避免资质

过剩情况的出现。如果感知到资质过剩，应及时调整现状，可与上级管理者沟通，表明自己确实

有实力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接受工作中的新任务新挑战，专心投入工作。 

数据结果也表明，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越高时，其工作投入程度也会越高，表明当个体对

组织有了较深的情感时，工作中更易出现正向的行为。组织管理者可以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来增强

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恋，注重组织文化价值观、技能培训、晋升机制、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发展，

增强员工对于组织的情感，促进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效能，为组织创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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