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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12 companies in Macao, Zhuhai, Guangzhou, Shanwei, 

Shenzhen and other regions by means of convenient sampl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such as SPSS and Process plug-i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wo factors,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power distance, were added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se four f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The results show that workplace spiritua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rough organizational trust, but power distance moderates 

this effect.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re as follows: when individuals are in a high power distanc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n organizational trust is reduced, thus weaken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On the contrary, when individuals are in a 

low power distanc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n organizational trust is enhanced, 

thus enhanc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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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PSS 的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分析：组织

信任与权力距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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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对澳门、珠海、广州、汕尾、深圳等地区的 12 家公司的一线员工进

行研究调查。运用 SPSS 及 Process 插件等统计软件分析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机制，同时加入

组织信任和权力距离两个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旨在探索这四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结果表明：

职场精神力通过组织信任对员工的组织承诺产生正向影响，但权力距离会调节这一影响效果。具体表现为：当

个体处于高权力距离的工作环境时，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效果降低，从而减弱了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

诺的正向影响；反之，当个体处于低权力距离的工作环境时，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效果则增强，从而

提升了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职场精神力, 组织承诺, 组织信任, 权利距离, 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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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和劳

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快速变革，以及员工职业的无

边界和工作价值观的转变，各行各业人才跳槽频繁、

主动离职率等现象正逐年上升，这已成为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面临的极具现实意义的挑战。在此情境下，大

量研究表明，组织承诺(Organization Commitment )

是继工作满意度之后，另一个是反映员工与组织之间

心理联系和依附程度的重要概念，其程度高低是决定

员工在组织内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此外，

组织承诺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员工离开组织的可

能性（ Allen & Meyer,2000;Rego & Cunha,2008; 

Vasconcelos,2018）。因此，组织承诺近年来得到了

学术界和管理界的广泛关注。在现有的大量研究中，

学者们已经分别从个体特征、激励、工作满意度、工

作绩效、工作特征、组织特征、团队和领导关系等多

个视角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相对

之下，在剖析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研究则比较少

见。然而，对于企业来讲，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的一

个 十 分 有 价 值 的 无 形 资 源 就 是 职 场 精 神 力

（Workplace Spirituality）。职场精神力体现了员

工个体通过理解自己的工作意义和工作使命，从而使

自己的身体、心智和精神与工作更好地相结合，并在

工作中寻求机会充分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内心体验

（Ashmos &Duchon,2000）。换言之，职场精神力可以

促使员工个体在不断思索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优势，从而全心身的为组织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从个人的内心深处

驱使自己来给组织一种正向的承诺，即组织承诺。 

为了进一步认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承诺产

生影响的过程和潜在机制，本文在分析职场精神力与

员工组织承诺的基础上，还将探索职场精神力影响员

工 组 织 承 诺 的 内 在 作 用 机 制 。 组 织 信 任

(Organization Trust)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

员工个体对所属组织具有正面情感的体现(胡培、蒋

玉石，2009；曾贱吉、欧小明，2016)。研究表明，

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感可以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促使员工对组织产生较高的承诺。因此，我们认

为组织信任是职场精神力与组织承诺的重要桥梁。基

于上述逻辑，本文将在探究职场精神力与员工组织承

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探究组织信任在职场

精神力对组织承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

本文将考虑到东方文化为背景的高权力距离的现实，

将权力距离作为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发挥作用的

边界条件。通过研究上述影响机制，以期为企业提供

一定的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图，见图

1。 

 
 

图 1 研究模型路径图 

2.研究假设 

2.1 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 

职场精神力(Workplace Spirituality)是精神

性(Spirituality)在职场情境下的概念细化和针对

性界定，是指个体在职场情境中通过自己对工作意义

和工作使命的理解而感知到的整体意义及完整自我，

进而这种整体意义和完整自我的感觉使个体的内在

精神生活得到充实与超越。职场精神力主要包括有意

义的工作、团队归属感及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性等三

个维度。 

组织承诺可以被定义为员工愿意留在组织且愿

意为组织付出劳动的一种心理状态(Allen & Meyer, 

2000)，这种状态表明了员工与组织的关系，并降低

了员工离开组织的可能性(Allen & Meyer, 2000；

Weng & Mcelroy,2016)。早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组织承诺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管理界的极大关注。

正如 Allen 和 Meyer (2000)指出的那样，“在组织

心理学家研究的‘几个工作态度’变量中，只有工作

满意度比组织承诺受到更多的研究关注”。这种广泛

的关注可能是由于组织承诺对一系列与组织相关的

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如离职率、工作满意度、组织公

民行为等(Meyer & Herscovitch，2001)。 

关于职场精神力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

认为可以从职场精神力的三个具体维度进行分析：首

先，当感知到自己的工作十分有意义的时候，员工会

认为自己这份有意义的工作与组织密不可分，从而做

出有利于组织的归因，进而提高员工与组织之间的联

结，伴随着员工对组织的心理依附程度和付出劳动的

意愿增强，其组织承诺也随之增强。其次，当员工具

有高团队归属感知时，员工与团队其他成员之间这种

患难与共、亲如一家的感知会促使员工对组织产生强

烈的归属感(Townley, Kloos, & Green,2011)，进而

员工体验到心理和情感上的安全感。作为回应，员工

倾向于以更多的合作和支持作为回报，并具有更大的

忠诚度、热情和程度(Eisenberger et al., 2001; 

Rego & Cunha,2008)。再次，当员工感知到组织的价

值观与自己内心的价值观高度契合时，员工会更加认

同组织，从而更愿意留在组织中发展(Marques,2007;

刘祥得、吴宗霖，2012)，此外，他们的工作态度也

会更加积极，其组织承诺也就更高(Chuang ,Han, & 

Chiang,2011; 王建敏、何隧，2014；赵然、石敏、

叶和旭，2015)。 

基于上述逻辑，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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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 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产生正向影响 

2.2 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的影响 

组织信任可以分为组织内信任和组织间信任(曾

贱吉，2006)，本文主要研究组织内信任。组织或个

体之间的信任是一方愿意并且期待同另一方达成某

一种特定约定的行为，而且在实施过程中相互间没有

监视和试图控制对方等不正当的行为，人和人间的相

互信任，有利于相互深入的了解对方，最终能在合作

关系上形成正面的效益(Mayer,1995)。 

在职场精神力较好的组织中，员工对自身与同事、

团队、组织之间产生紧密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又会

促使他们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龚美

富，2010；Fu & Deshpande,2014)，从而提高组织信

任。此外，职场精神力可以营造出一种风清气正的良

好组织文化和组织信任氛围，员工自然而然产生组织

信任感(Marques,2007)。因此，依据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产生正向影响 

2.3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组织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体现了员工

对所属组织的正面评价和情感反映(曾贱吉、胡培、

蒋玉石，2010)。较高的组织信任将会使员工更支持

其所在的组织，这种支持的表现之一就是员工的组织

承诺。如果员工信任组织，他们将相信并肯定组织所

做出的决策，并且会更认同组织所提出的共同愿景和

价值观，他们更愿意继续留在这个组织中，更愿意为

了组织的利益而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现有的大量研

究也表明，组织信任是员工组织承诺的重要来源，对

组织承诺起着促进作用 (Fuglsang & Jagd,2013; 

Sousa,Michel, & Caetano,2013)。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构建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认为组织信任在职场精神力和员工组织承诺之

间发挥中介作用。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如

下： 

假设 3： 组织信任在职场精神力和员工组织承

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4 权力距离导向的调节作用 

高权力距离的环境氛围容易对员工产生一种无

形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使得员工与领导之间保持一

定的社交距离，避免与领导进行沟通和互动，久而久

之，使得员工产生一种不信任感。相反，低权利距离

的环境氛围中，职场中会产生一种轻松、公平的文化

氛围，使得员工下属愿意与领导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

和交流，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信任感，即在低权利距

离的氛围下，员工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的影响作用

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权力距离调节职场精神力和组织信任之

间的关系。当权力距离较低时，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

任的影响增强。反之，影响减弱。 

上述中介假设提出组织信任在职场精神力和员

工组织承诺之间起中介作用，调节假设提出权力距离

和职场精神力的交互作用影响员工组织信任。基于上

述假设，有理由认为权力距离会对中介效果产生影响，

即有调节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效果。综合

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职场精神力通过组织信任对员工组织承

诺产生的间接作用受到权力距离的影响。当权力距离

较低时，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间接作用增强；反

之，作用减弱。 

3.研究方法 

3.1 被试与调查程序 

本研究模型涉及到的各变量来自于组织行为学

的研究领域。此研究领域尚未有公开的数据库供研究

者获取数据，所以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需要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获取。本研究的问卷发放时间在 2019 年

8 月。本研究选择了来自澳门、珠海、广州、汕尾、

深圳、贵州等地区的 12 家公司的一线员工作为调查

对象。问卷的发放是通过上述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

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先将此次问卷调查的目告

知员工，即进行科学研究所用。同时还告知员工：该

调查结果和数据会严格保密，不会单独呈现个人调查

结果，并鼓励员工参与调查，对于完成两次调查的员

工有小礼物赠送。共有 347位员工表示愿意参与此项

调查。之后通过上述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分两次向这

347 位员工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时对问卷进行了

编码，同员工的内部工号配对，以确保两次调查问卷

为同一个人填答。第一次问卷调查在 8 月初发放，此

次问卷收集员工的人口传记背景，员工评估职场精神

力及其自身的权力距离感。第二次发放问卷是在 8 月

底。该次调查请员工评估自己在职场中的组织信任感

和组织承诺。完成两次问卷回收后，本研究对回收的

问卷进行筛选，将无效问卷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5%。员工样本平均年龄为

28.2 岁；性别方面，男性占 63%，女性占 37%；学历

水平方面，本科及以上占 80.4%。 

3.2 研究工具 

变量测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 点量表进行

评分，“1、2、3、4、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的不同评价。 

自变量为职场精神力量，表采用了 Rego 和 Cunha 

(2008)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4 个维度，包括

17 个条目。举例条目：我所在的部门（团队）鼓励

大家构建一种精神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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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为组织承诺，量表采用 Francesco 和 

Chen (2004)在对中国企业进行的组织承诺量表，共

有 6 个条目，举例条目：我对现在的团队（部门）很

有归属感。” 

调节变量为权力距离量，表采用 Earley 和 Erez 

(1997)开发的量表，共有 8 个条目，举例条目：“在

我们部门（团队）中主管做决定时无需了解员工的意

见”。该量表采用了李克特 5 点量表评分（1=非常不

同意，5=非常同意）。 

中介变量为组织信任，量表采用 Mayer（1995）

开发的量表，包括 6 个条目，举例条目：“我相信公

司高层在决策时会全方面平衡员工的利益。” 

本研究将员工的工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作

为控制变量。 

4.检验过程及结果 

4.1 描述统计分析 

表 1 中报告的结果包括均值、标准差、克朗巴哈

阿尔法（Cronbach’s α）信度值和各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假设模型中各变量的克朗巴哈阿尔法

（Cronbach’s α）信度值均大于 0.90，说明量表

具有较好的信度。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职场精

神力和组织信任（r = 0.72, P < 0.01）及组织承诺

（r = 0.81, P < 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组织信

任和组织承诺（r = 0.64, P < 0.01）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信度分析及相关分析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47 .49 —         

2. 年龄 
28.2

3 
8.24 .12

*
 —       

 

3. 工龄 4.69 6.52 .11 .78
**
 —       

4. 教育程度 2.58 .84 .07 
-.20

*

*
 

-.10 —     
 

5. 职位 1.66 .87 -.06 .23
**
 .25

**
 

-.16
*

*
 

—    
 

6. 职场精神力 2.12 .74 -.05 -.01 -.04 .06 
-.21

*

*
 

(.9

5) 
  

 

7. 权力距离 2.77 .92 .17
**
 .02 .01 .08 -.10 

.31
*

*
 

(.91

) 
 

 

8. 组织信任 2.24 .87 .01 -.01 -.04 .08 
-.19

*

*
 

.72
*

*
 

.28
**
 

(.93

) 

 

9. 组织承诺 2.01 .62 .02 -.05 -.09 .07 
-.22

*

*
 

.81
*

*
 

.23
**
 .64

**
 

(.92

) 

注：N = 300; ** P < 0.01,*P < 0.05；括号内数值是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4.2 中介检验 

中 介 检 验 采 用 了 Hayes(2012) 的 拔 靴 法

（Bootstrap），中介检验结果的报告参照了 Cole, 

Walter 和 Burch(2008)的检验结果报告方式。在表 2

的结果中报告了：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任产生正面影

响（B =.72, p = .00）；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产生

正面影响（B =.18, p = .00）。Bootstrap 的结果进

一步说明了在 90%的置信区间条件下，经过组织信任

的中介作用没有包括 0（.26, .45）。综合上述结果，

本研究认为，组织信任在职场精神力和组织承诺之间

发挥中介作用。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300)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p 

直接效应和总效应(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职场精神力—组织承诺 .18 .04 3.50 .00 

职场精神力—组织信任 .72 .05 16.94 .00 

组织信任—组织承诺（控制职场精神力） .67 .03 14.68 .00 

职场精神力—组织承诺（控制组织信任） .12 .03 2.4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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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职场精神力和权力距离交互作用对组织信任的

影响 

4.3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依然采用 Hayes(2012)的拔靴

法（Bootstrap）。表 3 报告的是职场精神力和权力距

离的交互作用效果（Interaction Effect）对组织信

任的影响。当权力距离提升时，职场精神力对组织信

任的影响力下降(B = -.09, p < 0.05)。基于 Aiken

和 West(1991)的方法，画出调节效果图（图 2）。表

3报告的是在权力距离取不同值的情况下有条件的间

接作用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在权

力距离导向取低数值（-1SD）的情况下，职场精神力

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力是.12，在 90%的置信区间是

（.06, .19），没有包括零。在权力距离取高数值

（+1SD）的情况下，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力

是.09，在 90%的置信区间是（.04, .14），没有包括

零。表 4 报告了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2，在 90%的

置信区间是（-.04, -.01），没有包括零。基于上述

结果，有调节的中介假设得到支持。 

表 3 调节效应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条件效应 

 变量 
组织承诺 

Boot Indirect 

effcet 

Boot SE  BootLL90%CI BootUL90%CI 

权力距离导向 

取值 

均值-标准差

（-0.91） 

.12 .04 .06 .19  
 

均值 .10 .03 .05 .16   

均值+标准差

（0.91） 

.09 .03 .04 .14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指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Index Boot SE  BootLL90%CI BootUL90%CI 

权力距离导向  -.02 .01 -.04 -.01 

 

5.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并检验了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

的理论模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职场精神力通过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增强员工的

组织承诺。该结论表明，职场精神力较高时，员工更

容易相信组织，表现出较高的组织信任感和组织归属

感，进而能让员工向组织回报以较高的组织承诺。(2)

权力距离调节职场精神力通过组织信任对员工组织

承诺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权力距离氛围较高

时，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信任的正向影响就减弱，

从而减弱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

反之，当权力距离氛围较低时，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

织信任的正向影响就提升。此情况下，职场精神力对

员工组织承诺的正向影响就更强。 

5.2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如下：第一，本

研究证明了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拓宽了研

究组织承诺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组织承诺的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特征、激励、工作满意度、工作绩

效、工作特征、组织特征、团队和领导关系等方面。 

而对于企业来讲，职场精神力是提高员工的组织

承诺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无形资源。虽然近年来，不

断有学者在公共管理领域呼吁关注职场精神力，并指

出员工心理需求的满足能够激发员工高质量的工作

(Krogsgaard, Thomsen, & Andersen,2014)，但至今

为止，很少有研究从职场精神力视角探究员工组织承

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承诺

有积极影响。第二，本研究揭示并证明了职场精神力

对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机制，为理解职场精神力和员

工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有效的参考

信息。 

通过本文关于职场精神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的

研究，在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具有丰

富的实践意义。第一，企业应高度重视职场精神力的

重要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只是关注对员工

的管理、设备的改良等方面，而未能从工作氛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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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职场精神力的角度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

无论是私人组织还是公共组织，都应该将职场精神力

纳入管理和研究议程，并关怀和支持员工去发现自己

所事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意义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当

企业鼓励员工追求工作意义，员工职场精神力得以发

展和提升时，必然激发其对组织的认同感和情感依赖，

对组织更加忠诚，从而提升组织承诺，自愿为组织付

出更多的努力，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第二，基于低

权力距离会提升职场精神力对员工组织承诺的正向

影响的研究结果。企业可以营造一个轻松、平等的工

作氛围和管理情境，鼓励领导和员工之间平等的互动

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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