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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task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umbl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s, and then introduc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a mediato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variables. Through the issuance of the supervisor-employee matching questionnaire, 301 valid 
matching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SPSS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test each 
hypothe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humble leaders are positively affecting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humble leaders are affecting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afety. Sens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ecur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humble leader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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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再引入心理安全感作为中

介变量来探讨变量之间的作用效果。通过发放主管-员工配对问卷，获得有效配对问卷 301 份，

再采用 SPSS 分析软件对各个假设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建言行

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正向影响员工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

在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引言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建言行为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组织内部的人

际关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员工的智慧并激励员工能够为组织的发

展建言献策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焦点。在中国组织情境之下，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十分重要，

但是受到传统上下文化的影响，敢于向组织提出建言者寥寥无几。因此，本篇从领导风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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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探讨如何促进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谦卑型领导作为一种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领导

类型，能够与下属保持一种亲密的状态。而心理安全感是是谦卑型领导和员工建言行为关系

发展的一种路径，因此引入心理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以进一步研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

行为的影响。 

2．文献综述与假设 

2.1 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 

谦卑（Humility）在中西方文化中都被广泛认知为一种美德或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质，

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开始有学者将谦卑型领导看作是一个新的领导类型来进行研究，Morris
在 2005 年首次提出谦卑型领导应该具有以下三种维度：自我认识、开放性以及超越性 [1] 。

在该理论基础上，Owens 和 Hekman 深入研究，重新总结出三个维度特质，即：能够承认自

身的失误以及不足之处；能够欣赏下属的优点并对其贡献进行表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之处并虚心学习 [2] 。 
员工建言行为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为组织改进提供积极的口头或是书面上建议的一

种组织公民角色外行为，并且是组织内部员工与组织之间上下沟通的重要行为。Morrison 和

Milliken 认为：员工建言行为涉及到了对组织现状的挑战，可能会带给建言着被误解的风险

或是其他社会压力 [3] 。Detert 和 Burris 认为，由于建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员工在发生建言

的行为的时候需要处于一种亲和、舒适的氛围，如果员工感受到领导者能够“虚心纳谏”，那

他们提出建言的行为动机就会增强 [4] 。相较于其他领导类型，谦卑型领导的三个行为特质均

能够使下属感受到：他们可以向领导提出意见而不会受到苛责，员工建言的风险性较低，且

提出的意见更容易被领导吸收并采纳，这有利于提高员工建言的积极性。基于上述分析，提

出假设： 
H1：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2.2 谦卑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感 

Kahn 在 1990 年的研究中将心理安全感定义为：员工在自我表现或展示的时候，自己是

否会受到负面影响和打击的感知 [5] 。在实际工作中，员工会面临较多的人际交往活动，在这

些人际交往活动中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人际风险，例如在组织中提出现存的问题、指出同事

或领导在工作上的错误或是在工作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这些行为都会引起他人一定的反应，

员工会为了规避风险而预测行为可能引起的回馈，只有当他们认为在组织中的行为给予的反

馈是正向的、对自身形象、地位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是安全的，他们才会付诸行动。 
王永跃在研究中表明，领导对员工行为作出的回馈性行为对员工是否认为组织是安全的

影响较大，即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取决于领导的行为和态度 [6] 。谦卑型领导的行为特质决定他

们十分擅长因遭一种亲和、舒适的氛围，从而降低员工在发生角色外行为是所产生的焦虑感，

以及在提出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同看法时的恐惧感，从而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假设： 
H2：谦卑型领导对心理安全感产生正向影响。 

2.3 心理安全感与员工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是建言行为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前提。Walumbwa 和 Schaubroeck 的研

究中认为，心理安全水平能够影响员工建言的意愿 [7] 。钟建安将其归纳为：员工在组织情境

内感知到的心理安全程度越强，员工越容易降低对建言行为的风险感和焦虑感，从而增加建

言动机 [8] 。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越高，他们在向组织建言献策的时候，就越相信自身形象、地

位和职业生涯不会受到负面的后果与打击，内心对建言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就会降低，建言的

动机或行为必然会增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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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2.4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者普遍将建言行为看做是员工角色外行为，即这一行为并不是工作所需要，而是员

工的自主行为，因此，员工在建言时需要考虑多重影响因素，例如组织环境因素以及领导者

行为因素。只有员工认为向领导者提出建言的行为是安全的，不会自身造成负面影响，或者

是可以得到领导者的肯定与奖励，他们才会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就是，领导者给予员工足够

的心理安全感是员工建言行为产生的先决条件。谦卑型领导的特质决定他们愿意放低姿态、

尊重下属、与下属平等交流、愿意听取下属的意见与建议，在他们的领导下，员工对自身建

言行为产生的结果有确定感和可控感，双方能够建立起平等、公开且相互信任的互动关系，

员工会对环境产生较高程度的心理安全感，同时降低员工在建言时的焦虑感与恐惧感，从而

促进建言行为的产生。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4：心理安全感在谦卑型领导及员工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谦卑型领导能够通过心

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正向效用。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进行资料收集，选择广东、四川、山西及北京等地 20 家企业发放问卷，

问卷以主管-员工匹配模式发放配对问卷，遵循一比十比率，共计发放 400 份配对问卷，选择

并删除填写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01 份，有效回收率为 75.3%。 

3.2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问卷包括谦卑型领导量表、心理安全感量表、员工建言行为量表以及研究对象

的基本资料五个部分。量表部分均采用 Likert5 点量表作为衡量工具，分别为“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维度，分别对应 1~5 分。 

(1) 谦卑型量表采用 Owens(2013)开发的量表，共有 9 个题项，分别从三个维度测量领导

者向下管理过程中展示出来的谦卑，每个维度均为三个题项，坦诚自己的不足与过失：“当不

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时候，我的领导会承认这一点”等；欣赏下属的优点与贡献：“我的领导

能赞赏他人所做的贡献”等；谦虚学习：“我的领导乐于向他人学习”等。该部分由员工填写，

得分越高表示领导者的谦卑程度越高 [9] 。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3，信度较好。 
(2) 心理安全感量表采用 Liang (2012)开发的量表，共有 5 个题项：“在我的工作单位，我

可以表达我对工作的真实感受”、“在我的工作单位，我可以自由表达我的想法”等。该部分由

员工填写，得分越高表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知程度越高 [10] 。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为 0.82，信度较好。 
(3) 员工建言行为量表采用 Liang (2012)开发的量表，共有 10 个题项：“我的员工勇于指出

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我的员工能够指出对可能造成组织的严重损失的问题”等。该部分由员

工对应的主管填写，得分越高表示团队员工的建言行为越多或建言的意愿越强 [10] 。该量表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4，信度较好。 
(4) 个人资料部分内容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资、与主管共事年

资、任职机构属性以及个人职位，并将这些资料作为该研究的控制变量。 

4．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讨论谦卑型领导、员工建言行为以及心理安全感之间的关联性，通过运用

SPSS25.0 对最终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并对本研究提出假设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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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人口统计变量以及谦卑型领导、员工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和组织支持知

觉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从表 1 可以看出，

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变量，两两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谦卑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感和员

工建言行为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心理安全感与员工建言行为同样呈现为显著正相关。 

表 1  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48 .50 -        

2、年龄 1.37 .55 -.07 -       

3、学历 1.86 .35 -.01 -.34** -      

4、工作年资 1.16 .47 -.11 .59** -.33** -     

5、与主管共事年资 1.07 .33 -.01 .42** -.29** .68** -    

6、谦卑型领导 3.95 .71 .12* .04 .11 .01 -.03 -   

7、心理安全感 3.51 .61 -.04 .10 .10 .08 -.03 .36**. -  

8、员工建言行为 3.54 .63 .08 -.04 .09 -.04 -.02 .42** .55** - 

注：*p<0.05; **p<0.01; ***p<0.001 

4.2 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检验 

为准确的了解已呈现出显著相关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度，本文采用阶层回归分

析方法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对员工建

言行为的影响之后，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42 (p<0.001)，即谦卑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建言行为，假设 1 成立。模型 2 表明，加入

控制变量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后，谦卑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感呈现显著正相关，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35 (p<0.001)，说明谦卑型领导能够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假设 2 成立。模型 3 表明，

加入控制变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之后，心理安全感与员工建言行为呈现出显著正相关，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57 (p<0.001)，员工心理安全感越强，建言行为或意愿也会增加，假设 3 成

立。模型 4 表明，将谦卑型领导和心理安全感同时放如回归模型时，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

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为.48 (p<0.001)，同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解

释力度减弱，标准化回归系数降为.25 (p<0.001)，因此心理安全感在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

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果，假设 4 成立。 
为进一步建言心理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所产生的效用，本文采用 PROCESS 进行 Bootstrap

检验，设置随机抽取样本 5000，置信区间为 95%，结果如表 3 所示，心理安全感在谦卑型领

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果(间接效应=.15, CI95%[.09, .20]; 直接效应=.23, 
CI95%[.14, .32])。假设 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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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3 -.06 .09 .05 

年龄 -.03 .09 -.07 -.08 

学历 .03 .09 .01 -.01 

工作年资 -.04 .11 -.08 -.09 

与主管共事年资 .04 -.11 .08 .09 

自变量     

谦卑型领导 .42*** .34***  .25*** 

中介变量     

心理安全感   .57*** .48*** 

ΔR2 .17*** .14*** .31*** .36*** 

F 10.98*** 9.03*** 23.48*** 25.43*** 

ΔF 10.98*** 9.03*** 23.48*** 25.43*** 

注：*p<0.05; **p<0.01; ***p<0.001 

表 3  心理安全感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b Boot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15 .03 .09 .20 

直接效应 .23 .04 .14 .32 

5．总结 

本文基于对 20 家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来探讨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引入心理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建言

行为；谦卑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正向影响他们的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在谦卑型领导和员工建言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实证证实了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随着崇尚自

由、平等理念的新生代员工成为主要劳动力，传统的领导类型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管理者

应该寻求转变领导模式，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践行谦卑型领导的管理理念，主动消除由于权力

所产生的等级壁垒，注重员工的主体地位，使员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来自管理者的支持与关

心，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从而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为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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