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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n enterprises, and introduce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relationship 

closenes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voice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umble leadership sty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that is, the humble leadership type increases the occurrence of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n 

enterprises. Humble leadership promotes relationship closeness, while relationship closeness also 

promotes voice behavior. Relationship closeness plays a part in mediating between humble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that is, humble leadership influences voice behavior by positively affecting 

relationship closeness. In this paper, the leader-employee pai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268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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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分析研究企业中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影响，

并引入关系亲近性这一中介变量来解释谦卑型领导对建言行为影响的机制。结果表明，谦卑

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有正向影响作用，即企业中谦卑型领导类型增加员工建言

行为的发生。谦卑型领导对关系亲近性有促进作用，同时关系亲近性对建言行为也有促进作

用。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和建言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谦卑型领导通过正向影响

关系亲近性来影响建言行为。本文采用领导-员工配对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共回收有

效数据 268份。 

1. 引言 

员工作为企业各类信息的直接接受者和传递者，他们对于企业的建言往往是最直观的。

随着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日益重视，如何增加建言行为的发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

对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致使很多企业中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处于“上尊

下卑”的模式，唯我独尊的领导方式让员工有苦说不出。谦卑型领导的管理方式着重贯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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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这一中华传统美德，总的来说谦卑型领导风格促进建言行为的发生。同时本文引入

关系亲近性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研究谦卑型领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谦卑型领导与建言行为 

建言行为是员工出于希望组织越来越好的心态而自愿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具有风险性

的。而谦卑型领导风格是一种区别于其他领导类型的领导风格：是“自下而上的领导”、“从

基层开始的领导”[1] 。这样的领导风格弱化了领导和员工之间的等级隔阂，良好的沟通氛围，

为组织间的交流和融合协作保驾护航。杨陈等从三个层面分析谦卑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

谦卑型领导肯定员工的付出，他们对于努力工作付出的员工是赞赏的态度，这种行为会促进

并增加员工的建言信心 [2] ；谦卑型领导是一种从善如流的领导风格，他们接纳员工的新想法、

新意见，意味着员工建言的风险性大大降低，同时他们建设性的意见也更容易被接受，从而

促进他们的建言行为的发生[3]；谦卑型领导具有虚怀若谷，直面自身的缺点的特点，他们乐于

学习的态度为下属创造了“畅所欲言的”安全氛围，在这种情境下，员工敢于表达自己的真

实想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员工不会因为自己的积极建言而受到领导的苛责和为难。同时根

据社会交换理论，正因为领导对员工的包容行为，更加促进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他们想以

向组织积极建言这种方式来回报领导，通过建言让组织有更好的发展[3]。基于此，本文提出假

设： 

H1：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建言行为。 

2.2 谦卑型领导与关系亲近性 

在人与人日常交流的过程中，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属性的表达和重要的实现手段。而关

系亲近性则更好的为人际关系程度做出了表达。在组织中谦卑型领导正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这种对自我明确的定位容易激发起员工的共鸣，谦卑型领导的这种特质让员工感受到领导的

真心诚意，而Anderson通过对 555 个描述特质的词进行研究分析，真心诚意是良好人际关系

中的重要因素[4]。所以，谦卑型领导的处世风格中透露的真心诚意可以提高领导与员工亲密关

系的建立。谦卑型领导可以正视员工的长处和短处，不会因为员工的某些方面优于自身而产

生妒忌心理，反而更愿意虚心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1]。同时谦卑型领导虚怀若谷，在这一前

提下，容易和员工产生互补关系，领导和成员之间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拉近两者之间

的关系，从而促进员工和领导亲近关系的建立[5]。综上所述，本篇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关系亲近性。 

2.3 关系亲近性与建言行为 

在组织中，领导和员工从相识到建立良好的领导成员关系，在良好的领导和成员亲近关

系模式中，员工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工作机会，在不断的彼此交往过程中，增加员工建言行

为的发生[6]。与领导亲近性程度高的员工，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支援、尊重和机会，以及两者

之间更积极的联系和互动[7]。员工因为得到领导的支援和肯定，会产生努力工作来“回报”领

导和组织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积极建言就是回报组织的一种方式[8]。同时在良好

的亲近关系的情境下，员工容易产生责任感，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承担企业责任，有责任改

进企业内部环境和促进组织工作发展[9] 。众多研究证明，在高质量的关系亲近性中，员工可

以获得更多积极的态度响应、较高的工作回报以及工作满意度，从而增加建言行为的发生[10]。

因此，提出假设： 

H3：关系亲近性正向影响建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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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系亲近性的中介作用 

谦卑型领导通过自身的特质吸引下属并和下属建立起关系亲近性的桥梁，根据自我验证

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 个体为了证明自己决定的正确性，会不断探索,并通过自己的建言

行为来帮助领导和组织不断发展进步，取得更好的成绩。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就是企业和员工

所展示的出的绩效。由此证明自己与领导建立亲近关系这一决定的正确性，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通过企业高绩效状态，让员工感受到，领导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更加验证了自己的决

定。领导在吸引员工建立亲近关系后，员工会不计较得失的做出有利于组织和领导的事情，

因此谦卑型领导增加与下属的关系亲近性后，员工建言行为也会增加。另一方面，根据根据

自我扩张理论(self-expansion theory)，在人际关系相处中，个体会将有亲近关系的人的资源、

责任以及观念归因到自我认知中去。关系亲近性是两者把对方的观念纳入自我(inclusion of 

other in self)的主要因素[11]。因此，谦卑型领导和员工建立了良好了亲近关系后，员工会渐渐

的把领导的责任和认识融入到自我意识中区，并通过积极建言来促进企业发展。谦卑型领导

通过与员工交流建立良好的关系，认清自身的不足和他人的长处，使得员工在心理上得到安

全保障，不用担心因为提出批评意见而惹怒领导受到惩罚，增加了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并且敞

开心扉去向别人学习[12]。他们不抵制负面的反馈，这种特质，在关系亲近的领导面前，员工

可以没有负担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增加建言行为的发生[13]。同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工

作、能力、行为的欣赏，肯定了他们的价值和付出，在这种氛围中，更加刺激并激励员工去

产生动力回报企业，回报领导的赞赏，员工积极主动的向组织提出建议和想法。因此本文提

出假设: 

H4：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本文选取的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山西、内蒙古、河北、广东的 15 家企业的的

研发、行销和行政部门的员工以及直接主管进行配对问卷的发放并回收数据。剔除无效数据

后，回收的有效数据为 268 份。本文量表运用 Likert 五点量表法，分别为：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问卷填答者对此项题目同意程度越

高。 

(1)谦卑型领导，采用Owens等 2013 年所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 9 题，分别是调查领导清

晰的自我认识(4 题)以及领导欣赏员工的优点(5 题)，由企业内员工进行填答，同时分数越高

代表谦卑型领导的质量越好，反之相反[1]。 

(2)建言行为采用的是Liang(2012)的量表，该量表共 10 题[14]。采用配对的方式让领导填

答建言问卷，评价员工建言行为发生情况。样题如“员工用于指出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并不

怕同事怪罪”、“针对影响组织工作效率的不良行为，员工会积极劝阻”、“员工主动提出过

合理化的建议，并促使工作的达成”等。 

(3)关系亲近性采用Vangelisti 和 Caughlin 1997 年开发的 7 题项量表[15]。该量表的题项主

要包括“我和领导的关系很亲近”、“我很享受和领导一起工作”、“我经常和领导交流我的

私事”等。由企业内员工进行填答，选项值越高，代表企业内员工和领导的关系越亲近，反

之相反。 

(3)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中，影响建言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以性别、年龄、年

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年资以及和领导共事年限作为该研究的控制变项。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为谦卑型领导，其平均值为 3.85，表明所调查的企业员工中基本同意自己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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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为谦卑型领导。中介变量为关系亲近性其平均值为 3.39，表明所调查员工基本认为自己

和领导之间建立亲近的关系。因变量建言行为的平均值为 3.55，表明所调查的领导认为该员

工有建言行为的发生。 

4.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pss回归分析，以建言行为作为因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谦卑型领

导、关系亲近性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应。表 1 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 1 可以看出，谦卑型领导和建言行为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谦卑型领导与关系亲近性呈显著相关关系，关系亲近性与建言行为依然呈现显

著相关关系。 

表 1 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性别 .53 .50        

2.年龄 1.34 .48 .00       

3.学历 1.89 .31 -.04 -.30**      

4.年资 1.06 .24 -.03 .39** -.16*     

5.与主管共事年资 1.04 .19 -.01 .31** -.12* .76**    

6.谦卑型领导 3.85 .82 -.07 -.10 .06 .04 -.03   

7.关系亲近性 3.39 .82 .05 -.10 -.03 -.04 -.15* .73**  

8.建言行为 3.55 .76 .05 -.01 -.10 .04 .02 .56** .61** 

注：*p<0.05; **p<0.01; ***p<0.001. 

接下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根据表 2 模型 1 可以看出，在对员工性别、年龄、学历、

年资和与主管共事年资进行控制以后，谦卑型领导正向预测建言行为(β = 0.58, p< 0.01)。因此

H1 得到验证，即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从模型 2 可以看到，谦卑型领导对关系亲近性有正向影响(β = 0.73, p< 0.01)，同时具有显

著水平，此结果证明与本研究预期的结果一致。谦卑型领导促进关系亲近性的建立，当谦卑

型领导质量高时，领导和员工的关系亲近性越高。因此H2 成立。 

从模型 3 中可以看到，关系亲近性对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03, p< 0.01)。因此H3

成立。 

模型 4 表明，将谦卑型领导和关系亲近性同时纳入模型，谦卑型领导仍然显著影响建言

行为，说明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和建言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4 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关系亲近性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检验，

设定 5000 随机抽取样本，置信区间为 95%。由表 3 可以看出，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和员

工建言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 0.30，CI95%=[0.18,0.42],直接效应为 0.23，

CI95%=[0.10, 0.36]。由此可见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和建言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因此H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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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建言行为 关系亲近性 建言行为 建言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 0.08 0.09 0.01 0.04 

年龄 0.19 -0.02 0.02 0.03 

学历 -0.13 -0.08 -0.07 -0.09 

年资 -0.05 0.06 0.07 -0.08 

与主管共事年资 0.06 -0.12 0.16 0.14 

谦卑型领导 0.58** 0.73**  0.26** 

关系亲近性   0.03** 0.44** 

R² 0.34** 0.57** 0.40** 0.43** 

ΔR² 0.33** 0.52** 0.38** 0.41** 

ΔF 130.78** 314.91** 165.64** 27.75** 

表 3 关系亲近性的 Bootstrap 检验 

   95% 

 b Boot SE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0.30 0.06 0.18 0.42 

直接效应 0.23 0.06 0.10 0.36 

5. 总结 

本文通过以山西、内蒙古、河北、广东的 15 家企业的的研发、行销和行政部门的员工以

及直接主管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探讨谦卑型领导、关系亲近性和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得出以下结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建言行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关系亲近性；关系亲

近性对建言行为有促进作用；关系亲近性在谦卑型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证明，谦卑型领导对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企业中员工更喜欢谦卑型

领导风格的领导，因此在日常管理中，企业领导为了加强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转

变自身的领导风格来和员工建立亲近的关系并促进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 

员工有效的积极的建言行为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很多企业员工选择沉默，不仅仅是因

为领导者的专制风格，有时还因为自己所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并没有得到组织的回应，无形

中抑制了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因此，组织正确对待员工的建言行为，对他们所提出的对企

业发展有利的办法或意见进行适当的口头表扬或者实物激励，都可以让员工感受到自己被企

业所重视，从而增加建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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