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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制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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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时代发展，中日经济往来日益增多，研究中日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对中日跨国企业的管理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经济交换模型、集团价值模型、印象管理模型来探讨中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
制的异同。结果表明： 中日组织公民行为分为援助行为和协调行为 2 维度，中国员工的援助行为高于日
本员工，中日员工的协调行为没有明显差异性； 中国员工的职务满足度、过程公平、对人公平、情绪的组
织承诺、功利的组织承诺、公我意识、主动型印象管理策略均高于日本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制中
的相同点为中日员工如果感知到组织的尊重，受到组织的公平对待，就会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从而易
于援助行为的产生。其余的产生机制都因各自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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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for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LIU Y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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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re increasing． The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employe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Japa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mechanism of citizenship behavi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rough economic exchange model，group value
model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and Japanes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s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namely，assistance behavior and coordination behavior． Chinese employees'
assistance behavi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Japanese employees，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employees' coordination behavior． Chinese employees' job satisfaction，procedural justice，interactional justice，emotiona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utilitaria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public self-consciousness and proact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higher than Japanese employees． The same point in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s that Chinese and Japanese employees，if perceive to be respected and treated fairly by the organization，will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emergence of assistance behavior． The other production mechanism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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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组织成员自发行为的组织公民行为备
受关注。目前为止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主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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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特定团体的
组织公民行为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组织公民行为

通过相关研究得出促进组织公民行为的因素主
要有组织公平、职务满足感、组织承诺、自我意识、上

及心理契约、组织公平、绩效评价等综述研究，而以
组织公民行为为对象的国际对比研究数量较少 。国

司领导力类型、组织支持等。Farth 等 的研究表明
员工对分配公平、过程共平、对人公平的认识会影响

际对比研究也主要以欧美国家和地区为主 ，而同属
亚洲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因为文化中存在共通部

到组织公民行为。Moorman

分，所以常常被作为同一类型拿来与欧美国家和地
区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对比； 但是，通过众多的社会

貌、运动员精神有显著的相关性。 田中等

心理学研究发现，中国和日本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
征，即使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方式，但构成行为的动机

西田

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比中日组织公民行为 ，探讨

民行为有较强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以组织公平、组织承诺、职务满足

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因素中文化差异是否会带来影
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日企在中国

感、自我意识以及印象管理这 5 项为组织公民行为
的促进要素，探讨这些要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组

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中国的企业在日本也有较快的
发展。组织公民行为可以说是企业顺利向前发展的

织公民行为的产生，中日组织公民行为是否存在差
异以及引起差异的原因。

润滑剂，研究中日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可以为
中日企业提供更好的管理依据，有助于加强中日员

1． 2

工相互理解与协作，更好地共同为企业贡献力量。

1
1． 1

［7］

［8］

的研究证实职务满足
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他主义 、责任意识、文明礼
［9］

的实证
研究表明功利的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影响 。
［10］

通过对日本大企业的 2 076 名员工的组织
公民行为的调查中得出，情绪的组织承诺对组织公

研究假设模型

为了探明中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机制，本研
究通过经济交换模型、集团价值模型、印象管理模型
分类考察 2 者的差异及特点。
1） 经济交换模型。Niehoff 等［11］ 提出了个人和
组织之间的经济交换模型。经济交换模型主要指员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组织公民行为与促进因素
［1］
组织公民行为源于 Katz 年提出的角色外行

为。角色外行为主要是用来描述组织成员自发的承
［2］
担份内工作之外的行为。跟据这个概念，Organ 提
出了 OCB 理论，即组织公民行为理论，指组织成员
任意的，非正式职务中要求完成的，却能促进组织效
能的行为。这一任意的行为包含 2 项条件： 第一，这
种行为不是组织强制要求完成的，并不包括在基本
工作范围内； 第二，这种自发的行为所带来的成果并
不纳入薪资体系考核内容，即行为的付出和报酬的
收获没有直接明显的因果关系。 根据这一概念，Organ 从 5 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进行描述，即： 利他
主义，帮助工作中遇到问题的同事并带来较好效果
的所有行为； 诚实性，在工作中对于出勤、服从单位
制度等细小方面严格遵守的自觉行为 ； 运动员精神，
不抱怨工作环境不理想、对工作中不满意的细微问
题不诉苦，坚守岗位的行为； 文明礼貌，对于提建议、
信息传达等工作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麻烦 、引起问
题的自觉行为； 公民美德，用强烈的责任心完成工
作，
主动参加组织的各项活动等行为。 关于组织公
［3］

民行为的维度研究还有 Smith 等 提出的 2 维度，
Van Dyne 等［4］ 的 5 维度、Moorman 等［5］ 的 4 维度，
Podasakoff［6］等的 3 维度等； 其中 Organ 的 5 维度是
至今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领域采用最多的维度结构 。

工与组织之间在工作中建立的相互作用的双向关
系。在高质量的交换活动中，组织给成员较为肯定
的工作评价、更多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支持、更高的提
升空间，员工就会回报以积极地工作态度 、更频繁的
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忠诚，减少离职现象的发生。
［12］
据西田 的研究发现，当组织成员感知到自身的行
为会带来某种切身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促进组织公
［13］
民行为的产生。Hui 等 研究发现，中国员工被赋
予交易心理契约动机，就会主动完成组织公民行为。
即中国员工在意识到自己和组织处于交换关系时 ，
组织会公正的给予自己相应的报酬，那么作为交换
行为，他们会通过组织公民行为来维持这种交换关
系。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较之日本员工，中国员工如果感知到分
配的公平，就会有强烈的职务满足感，获得较强的功
利的组织承诺，相对产生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2） 集团价值模型。Lind 等［14］ 年提出了集团价
值模型。集团价值模型认为员工认为程序公平之所
以重要并不是在意公平带来的分配结果，更为重要
的是因为这体现了员工在组织中的重要价值 。由公
平带来的这种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才决定了组织成
员是否可以自发的接受和服从集团或组织的决策 。
当组织成员意识到组织是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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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组织成员就会具有荣誉感，和组织缔结的相互关
系也较为牢固，随之产生的结果就是积极主动地按
照组织的方针行事，自发地为组织提供更多的贡献。
［15］

林洋一郎等 的研究发现日本员工比起功利的组
织承诺，情绪的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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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我意识，作为主动型印象管理策略，更容易完成组
织公民行为。

研究方法

2

研究样本

2． 1

响。也就是说日本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往往是受对
组织的一体感、对组织的爱护和留恋等情感因素的

本研究的样本包含中国和日本 2 部分。采用问
卷调查法 进 行 研 究，调 查 时 间 为 2015 年 11 月 至

影响而产生的。因此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较之中国员工，日本员工如果对过程公

2016 年 3 月。 中国的样本主要以有工作经验的某
高校 MBA 课程的在职研究生、通信和机械制造行业

平和对人公平的感知程度越强，就越容易唤起情绪
的组织承诺，完成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相关的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在职员工为主，共发放问
卷 4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1 份 （ 回收率 58% ） 。 日

3） 印象管理模型。 印象管理是指组织成员在
社会情境及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自我期望印象 ，并将

本的样本是由日本某大学 MBA 的在职研究生、商
社、流通行业和制造业为主的 12 家企业的在职员工

其期望印象维护下去的过程。社会心理学对印象管

构成，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54 份 （ 回
收率为 63． 5% ） 。

理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情境与交互客体对印
［16］
象管理的影响方面。Bolino 的研究论述了组织成

2． 2

员常常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而主动完成组织公民行
为，
这种行为动机是极为利己的。 日本人在表述自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采用 5 点记分法，测试者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 ”

我意见时往往不会明确说明，这种暧昧性成为日本
民族固有的性格特征。 日本人在评价对方的时候，

的 5 个选项中选出相应选项，并给予 1 ～ 5 的分值。
［19］
组织公民行为量表，主要参照 Podsakoff 等 ，

往往注重“和 ”的关系，尽量避免出现对立的一面，
这也是日本集团统一性的体现。从印象管理观点来

Farh 等［20］，以及田中［21］ 的 3 个量表编纂而成。 其
中包含帮助同事行为 9 项，工作的思考 10 项，对自

看，日本人非常注重对方对自己的看法 ，因此往往采
［17］
取防卫型印象处理方式。齐藤勇 的研究表明，与

身职务的想法 6 项，对公司的想法 10 项，人际关系
4 项，公司资源的利用 6 项构成。

其说日本人具有暧昧性，不如说日本是具有较高公
我意识文化的国家，日本人中公我意识高的人，往往

职务满足感参考西田的工作满意度量表，包含
6 项目。对组织公平的认知，参照 Moorman［22］、Niehoff 等量表，包含分配公平 3 项目，过程公平 5 项目

会采取防卫型印象管理方式； 同时，在组织公民行为
发生较多的组织中，组织公民行为往往被看成常识
性的行为，为了避免受到周围成员的批评和责难 ，采

变量测量

和对人公平 4 项目。组织承诺参照林·大渕的组织
承诺量表，包含 4 项情绪承诺和 4 项功利承诺。 菅
［23］

根据测定个人对自身的注意程度的差异性 ，开
发出的自我意识尺度。 本研究根据这个尺度，编纂

取防卫印象管理的人往往会更主动的完成组织公民
行为。因此，得到如下假设：

原

假设 3： 日本员工较之中国员工有着更高的公
我意识，作为防卫型印象管理的策略，更容易完成组

出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各 7 项的量表。印象管理量
［24］
表是根据植田等 的日本版 MLAM 承认欲求尺度

织公民行为。

和菅原

于此相对，采取主动型印象管理方式的人，往往
以获得对他人的影响力为目的，即使牺牲自我，也尽

做成的，包含主动型印象管理和防卫型印象管理各
4 项。

力的为对方花费时间和精力采取亲善行为 ，最终获
取他人 的 好 感。 这 一 点 与 私 我 意 识 相 关 联，Buss

3

［18］

提出，私我意识高的人，会按照自我的价值观
和理想采取相应的行为； 因此，可以推断出私我意识

等

高的人，为了获取对他人的影响力，以及操控他人对
自己的印象，作为得到他人好评的方法之一，采取主
动型印象管理的人会更倾向完成组织公民行为 。因
此得出的假设如下：
假设 4： 中国员工相对于日本员工有着更高的

［25］

3． 1

的赞赏获得欲求、规避拒绝欲求尺度量表

研究结果
组织公民行为因素量表

本研究对组织公民行为所包含的 45 项内容进
行最小二乘法的因素分析，设定固有值为 1． 0，考虑
到因素的可诠释性，抽出 2 个因素。 再对各项目中
因素负荷低于 0． 45 的项目进行检测，删除掉 24 项，
再做最小二乘法的因素分析，最终得出 2 因素。 第
1 个因素中包含“帮助同事的行为”，“对公司的思

第5 期

刘宇楠： 中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制的对比研究

考”等负荷量较高的项目，因此把第 1 因素命名为
“援助行为 ”。 第 2 个因素包含“对自己职务的思
考”，“对人关系”等负荷量较高的项目，因此第 2 因
素命名为“协调行为”。对每个因素测算出 α 系数，
表1

61

第 1 因素“援助行为 ”的 α 系数为 0． 89，第 2 因素
“协调行为”的 α 系数为 0． 79，因此得出 2 因素都有
较高 的 可 信 度。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因 素 量 表 如 表 1
所示。

组织公民行为因素分析表
因素

项目内容
1

2

a4 － 1 在职场之外积极宣传自己的公司或所属集团。

0． 873

－ 0． 122

a4 － 5 努力的向外推广公司的正面形象，帮助公司解除来自外部的误解。

0． 790

－ 0． 053

a4 － 4 为了维护公司形象，采取积极的行为。

0． 763

0． 054

a4 － 7 主动向外界介绍自已所属公司（ 部门） 所开展的活动信息。

0． 758

－ 0． 053

a4 － 8 建议优秀的人才加入自已的公司。

0． 721

－ 0． 123

a4 － 6 为了改善公司业务，努力地谏言献策。

0． 716

－ 0． 055

a4 － 2 主动参加不是员工义务的公司的庆典等活动。

0． 712

－ 0． 022

a4 － 10 努力的尽早了解公司内部情况和将要开展的活动。

0． 684

0． 066

a4 － 9 为了更好完成工作而牺牲家庭。

0． 564

－ 0． 149

a3 － 6 会在公司需要的时候，为公司提供自已的人脉信息或有利帮助。

0． 525

0． 179

a1 － 3 为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会主动帮助同事推进工作。

0． 493

0． 156

a1 － 2 乐于帮助工作中有困难的同事。

0． 487

0． 087

a1 － 4 随时准备好为周围的人服务。

0． 477

0． 111

a1 － 9 会主动帮助其他部门的同事。

0． 459

0． 019

a3 － 3 会注意避免给同事带来麻烦和困扰。

0． 086

0． 642

a3 － 2 一旦接受工作，就会富有责任感的努力完成到最后。

0． 167

0． 638

a5 － 3 为了个人利益会规避责任，甚至采用过激的行为去争取。

－ 0． 234

0． 619

a3 － 1 发现工作中出现了错误或过失会马上纠正。

0． 063

0． 597

a3 － 4 细心仔细地对待自已的工作。

0． 183

0． 576

－ 0． 176

0． 547

a5 － 2 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会使用自已的权限
a3 － 5 认真细致地回答同事或部下提出的问题。
a5 － 1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违反公司规定，破坏人际关系。

3． 2

组织公民行为的中日比较

为了比较中日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通过计算
中日组织公民行为各自的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采用

表2

0． 177

0． 494

－ 0． 181

0． 482

组织公民行为及促进要素的平均值及标准偏差

尺度

中国（ N = 261）

日本（ N = 254）

M

SD

M

t值

SD

无对应的 T 检测，得出检测结果。 中国员工 （ M =
3. 82，SD = 0． 61） 比日本员工 （ M = 3． 15，SD = 0． 73）

援助行为

3． 82

0． 61

3． 15

0． 73 7． 46 ＊＊＊

协调行为

4． 51

0． 47

4． 49

0． 46 0． 67n． s．

在职场上更主动频繁的采取组织公民行为中的“援
助行为”（ t = 7． 46，P ＜ 0． 01） 。 而组织公民行为中

职务满足感

3． 25

0． 71

3． 11

0． 81 2． 03 *

分配公平

2． 99

0． 97

2． 92

0． 91 0． 72n． s．

过程公平

3． 24

0． 75

2． 85

0． 85 5． 22 ＊＊＊

对人公平

3． 43

0． 89

2． 95

0． 93 5． 75 ＊＊＊

情绪的组织承诺

3． 76

0． 77

3． 21

0． 91 7． 02 ＊＊＊

功利的组织承诺

3． 25

0． 91

2． 86

0． 96 4． 46 ＊＊＊

公我意识

5． 16

0． 89

4． 36

1． 14 8． 44 ＊＊＊

私我意识

5． 25

0． 98

5． 11

0． 96 1． 51n． s．

主动型印象管理策略

3． 15

0． 76

2． 60

0． 90 7． 25 ＊＊＊

防卫型印象管理策略

2． 97

0． 84

2． 95

0． 77 0． 21n． s．

的“协调行为”在中国员工 （ M = 4． 51，SD = 0． 47） 和
日本员工（ M = 4． 49，SD = 0． 46） 中间没有看到有意
差异（ t = 0． 67，n． s． ） 。
同时，对中日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要素进行对
比分析，算出各促进要素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采用
无对应的 T 检测，对比结果如表 2 及图 1 所示。 其
中，职务满足度、过程公平、对人公平、情绪的组织承
诺、功利的组织承诺、公我意识、主动型印象管理策
略，均显示出中日员工之间存在有意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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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印象管理模型

图5

日本印象管理模型

中日组织公民行为及促进要素的平均值比较

本研究中假设模型的检验

考虑到各要素的相关关系，把经济交换模型和
集团价值模型合并成整体模型，对中日数据同时采

此假设 2 也不成立。 日本的印象管理中，相比防卫
型的管理策略，是以主动型管理策略为媒介的公我

用路径分析方法检测。各模型表示的路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具有有意性。中国和日本的整体模型，如

意识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假设 3 不成立。
中国的印象管理模型中，私我意识并不是以主动型
印象管理策略为媒介，而是直接对组织公民行为当

图 2 和图 3 所示。 采用相同分析方法，中国和日本
的印象管理模型，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中的援助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假设 4 不成立。

4

结论

组织公民行为不论在何种文化中，在提高组织
机能方面都是不可欠缺的存在。本研究以同属亚洲
文化却又各自拥有独特风土文化的中国和日本为研
究对象，考察了其组织公民行为的特点。 通过因素
分析，抽取出“援助行为 ”和“协调行为 ”2 个因素，
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2

中国整体模型

为了明确中日组织公民行为的特点，对其 2 种
组织公民行为的平均值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组
织公民行为中的“援助行为 ”的平均值存在有意的
差异，即比起日本人，中国人在组织中更愿意采取援
助行为，包括主动向外界宣传自己的公司 ，维护公司
形象，帮助同事解决工作问题，乐于助人等。这种结
果体现了中国人具有比日本人更高的集体荣誉感 ，
更重视人际关系的特点。“协调行为 ”并没有体现
出明显差异，这可以看作员工在组织协调行为上的
差异性不大。

图3

日本整体模型

在中国的整体模型中，功利的组织承诺没有影
响组织公民行为，因此假设 1 不成立。 日本的整体
模型中，情绪的组织承诺仅仅对协调行为有影响 ，因

本研究通过经济交换、集团价值、印象管理这 3
4 种假设，对中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机制的
种模型、
差异进行考察。结果显示： 中国员工如果意识到组
织分配公平和对人公平，就会具有较高的职务满足
感，更愿意采取援助行为； 如果感知到对人公平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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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平，就会强化和组织的一体感，从而采取援助行
为； 私我意识高的人更愿意采取援助行为。 日本员
工如果感知到组织分配公平和对人公平，就会加强
和组织的功利关系，在职场上更愿意采取援助行为；
如果感知到对人公平，就会通过对组织的爱护感和
一体感来促进援助行为的产生； 公我意识高的日本
员工，作为主动型印象管理策略，会采取援助行为。
中国员工如果感知到对人公平和过程公平 ，为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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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田中坚一郎，林洋一郎，大渕宪一． 关于组织公民行为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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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3） ： 137．
效性的影响［J］． 经营行动科学，
［11］ NIEHOFF B P，MOOＲＲMAN Ｒ H． Justice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s of monitoring and organizational cit-

织就会经常采取协调行为，公我意识较高的中国员
工，如果采取防卫型印象管理策略，就会抑制协调行

izenship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
（ 36） ： 527．

为的产生。日本员工中私我意识高的人愿意采取协
助行为，具有主动型印象管理策略的日本员工反而

［12］ 西田丰昭． 企业中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 企业内自主行为的

尽量避免采取协调行为。 总结以上结果，得出中日

［13］ HUI C，LEE C，ＲOUSSEAU M 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or-

组织公民行为在产生机制上的相同点为中日员工如
果感知到组织的尊重，能够受到组织的公平对待，就

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a： investigating general-

1997（ 11） ： 101．
原因和动机［J］． 经营行动科学，

izability and instrumentalit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 2） ： 311．

会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从而易于援助行为的产生。

［14］ LIND E A，TYLEＲ T Ｒ．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

不同点表现为中国员工中私我意识高的人会主动采
取援助行为，而日本员工中公我意识高的人易于采

［15］ 林洋一郎，大渕宪一． 员工的组织公平知觉和组织志向： 经济

取援助行为的产生； 中国员工中公我意识高的人反
而避免采取协助行为，而日本员工中私我意识高的
人却愿意采取协助行为。
因此，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探明了中日 2 国
的组织公民行为在产生机制方面各有不同 ，虽然同
属亚洲文化圈，但各自的风土文化对组织公民行为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今后的组织行为研究中，从
文化角度探讨行为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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