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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阐述了 ３ 种职业决策策略的内涵，
分析了各策略与工作胜任之间的关系，说明自我意识和环境意识是职业

决策策略与工作胜任之间的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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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重要。

０ 前言
新经济形势下组织的不稳定性打破了

１

职业决策策略

人的愿望出发所做出的对自己职业的选择。
这是一种在自我意识和环境意识不充分的
情况下所应用的策略，以搜集和加工外部趋

企业固有的边界。企业员工要在无边界、流

职业决策，即对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做

动性较大的社会中生存，就必须使自己在职

职业决策策略能
出选择。Ｈａｒｒｅｎ（１９７９）认为，

决策策略，指个体依靠于自己当时的情感、

业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无限性［３］。为

够反映稳定的品质特征与行为风格，并将其

愿望以及情景意识做出对自己职业的选择。

此，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１９９９）认为个人在组织中应该时

看作是个体的一种品质特征［１０］。但我们也有

直觉决策的特点是个体在决策时内部的情

刻意识到设计自我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与责

理由认为，职业决策作为一种策略而不是品

感线索起了主要的作用，甚至是凭一时的感

任感，进而追求以无限发展为目的的职业生

质特征，也不是一种行为风格。因为个体完

涯设计，培养能够应用于各种职业背景下可

全具有选择策略的能力，他们会在不同情景

迁移的基本技能［４］。这种无限的生涯设计与

下选择使用不同的决策策略，甚至在具体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提出的职业生涯设计概念相一致，

境下使用几种策略的结合［１１］。尽管目前出现

即员工应学会在独立自主条件下的自我职

了 大 量 职 业 决 策 的 理 论 文 献 ， 但 Ｈａｒｒｅｎ

业定向，
在职业设计中学会自己发展自己［５］。

（１９７９）提出的 ３ 种决策策略（理性、直觉和被

由于个体追求无限性的生涯设计具有

动的决策）仍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并

很大的可变性，因此他们要凭借自己已有的

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验证［１０］。

向的信息为主要特征。第三种策略为直觉的

觉或灵感做出对自己职业的选择。尽管
Ｈａｒｒｅｎ 决策模型适用于大学生进行职业决
策，而成人职业决策的过程和阶段与大学生
的职业决策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我
们也应该探讨 ３ 种决策策略在成人职业决
策中的有效性，这主要凭借其决策后的工作
胜任力来体现决策有效性。

经验，尽可能地做出有科学依据的职业决

Ｈａｒｒｅｎ 发现学生的决策策略主要包括

策。要想探讨员工决策的有效性，就必须了

以下 ３ 种。第一种策略为理性决策策略，指

解其决策前后的工作行为，即通过工作行为

个体在决策时严格按照理性思维进行推理，

分析得出员工的工作胜任力状况，即员工的

依照科学的程序做出对自己职业的选择。

知识、技术、能力、需要和组织需要、期望的

Ｈａｒｒｅｎ 认为个体进行理性职业决策时，主要

和加工与其相关的信息，进而在具体情境中

有效匹配程度 。目前，
将工作胜任力作为反

反映出个体内在的、理性的需要，并获得了

对自己的职业作出决策。搜集和加工信息的

映职业决策有效性的指标已成为人们的共

一定的有关自我与环境的信息作为依据。在

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提高了对自己和工作环

识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决策的有效性能够

此过程中，个体对信息的搜集和加工是一种

境的认识，
增加做出有效决策的可能性［１］。然

预测相关职业行为的结果，从而使组织实现

系统化的过程，受到外部趋向和内部趋向信

而，个体所采用的不同决策策略主要受到他

获得最佳职业行为结果的目标［９］。因此了解

息的综合影响。第二种策略为被动的决策策

们所获得的有关自己和环境信息的影响。也

职业决策策略与工作胜任之间的关系就显

略，指个体主要凭借别人的帮助，或者从别

就是说，
３ 种决策策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

［６］

［７，
８］

２ 职业决策策略与工作胜任之间的
关系
个体在选择特定职业之前，首先要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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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己、对工作环境在认识水平上的差

主要依赖于别人的被动决策具有不同

异。因此，个体在决策时首先要认识自己和

的形式，直觉决策也存在多种形式。研究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１９－

环境的特点，个体的意识水平是用来解释决

发现了依赖于自我直觉决策的几种形式，从

５４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策有效性的重要心理机制，人们越是能够准

依赖于知识经验、情绪情感、单纯预感到依

确地认识自己和工作环境，他们就越有可能

赖于超出科学预测范围的潜意识决策。直觉

做出与其需要、价值观、兴趣、才智相一致的

决策的概念来源于 Ｈａｒｒｅｎｓ（１９７９）最早的解

职业决策。换句话讲，越高水平的自我和环

释，直觉决策的个体依靠于当时的情感、愿

境意识就越有可能做出胜任工作的决策［１２］。

望以及情景意识作出职业决策，个体决策时

［２］Ｃａｐｐｅｌｌｉ， Ｐ．（１９９９）． Ｃａｒｅｅｒ ｊｏｂｓ ａｒｅ ｄｅａｄ． Ｃａｌｉｆｏ－
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２（１）， １４６－ １６７．
［３］Ａｒｔｈｕｒ， Ｍ．Ｂ．， Ｉｎｋｓｏｎ， Ｋ．， ＆ Ｐｒｉｎｇｌｅ， Ｊ．Ｋ．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４］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Ｓ． Ｅ．（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

理性决策与工作胜任

内部的情感线索起了主要的作用。同时，由

许多研究者都支持理性决策的观点，认

于个体搜集和加工具有内部趋向的信息，直

为只有在理性的、科学的、严格推理的情景

觉决策者通常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依靠当时

［５］Ｈａｌｌ， Ｄ．Ｔ． （１９９６）．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下，人们才能做出最有效的决策，但是仍然

能够获得的信息和情感来认识决策情景，因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１０，

２．１

没有实证研究来支持理性决策是最优越的

此，获得自我和工作环境方面的信息较少，

决策策略。而且，许多职业设计的理论家及

自我和环境意识水平较低。

其研究者都将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意识水

２．４

平作为反映理性决策有效性的主要依据，但

决策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职业决策策

这仅仅是理论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略与工作胜任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
当

Ｈａｒｒｅｎ 认为，进行理性决策的个体能够整合

个体面对日益迫近的决策时有可能使用不同

自我以及其它相关的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

策略的结合，
因此，
研究工作胜任与不同策略

解自我和所处的工作环境，有助于做出有效

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
在决策策

的决策。应用理性决策的个体能够形成准确

略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

的、客观的自我观，在作出决策时对工作环

就我们所知，对决策有效性的研究很少

境有充分的了解，更有可能带来胜任工作的

注意到决策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有人

机会。

设想在决策时理性的作用为“头”
，直觉的作

２．２

被动决策与工作胜任
被动决策的有效性也得到了许多人的

支持，这是一种在自我意识和环境意识不充
分的情况下所应用的策略。被动的职业决策
主要凭借别人的帮助，以搜集和加工外部趋
向的信息为主要特征。同时，被动决策试图
得到别人的支持，是建立在别人期望基础上
的决策类型。这种决策行为具有一定的可变
性，主要是为了满足别人而不是自己本人的
需要，根据几种特定类型的职业决策，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２００１）认为，过分依赖别人建议和愿
望的决策没有其它决策方式或向别人咨询
相关信息后所作的决策有效 。
［１３］

在一定程度上，每一决策者都会受到别
人的影响，都会考虑别人提供的建议，希望
作一个客观、准确的决策。然而，
决策者所获
得的信息、建议和帮助的质量受到他们所求
助“专家”的限制，别人不一定提供给你准确
可靠、有助于你理解自己和决策情景的信
息。结果，在决策的过程中得到的信息越多，

８－ １６．
［６］Ｃａｂｌｅ， Ｄ．Ｍ．， ＆ Ｊｕｄｇｅ， Ｔ． Ａ．（１９９７）．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８２， ５４６–５６１．
［７］Ｐａｒｓｏｎｓ， Ｆ． （１９０９）．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ａ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ｉｎ．
［８］Ｈｏｌｌａｎｄ， Ｊ．Ｌ． （１９８５）． Ｍａｋ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ｓ，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９］Ｂｅａｃｈ， Ｌ．Ｒ．，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Ｔ．Ｒ．（１９９６）． Ｉ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ｏｒ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Ｒ． Ｂｅａｃｈ， ＆
Ｔ．Ｒ．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ｄ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ｃｅ： Ａ ｕｎｉ．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 ２０）． Ｍａｈｗａｈ， Ｎ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些研究认为，决策策略之间的协助、结合将

［１０］Ｈａｒｒｅｎ， Ｖ．Ａ．（１９７９）．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产生有效的行为结果［５］，然而，在职业决策的

ｍ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

过程中，策略结合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从未见

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４， １１９－ １３３．

到。通过在各策略结合的具体情景下分析其

［１１］Ｅｂｙ， Ｌ．Ｔ．， ＆ Ａｌｌｅｎ， Ｔ．Ｄ． （１９９８）．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最大的有效性，能够获得解释决策过程的有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用信息。
由于此领域缺少具体的理论和应用研
究，我们无法提供科学的假设，但下面的问
题值得我们去思考：①理性决策与直觉决策
的相互作用是否可以预测到员工的工作胜
任力？②理性决策与被动决策的相互作用是

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３， ４４７－ ４５８．
［１２］Ｄａｗｉｓ， Ｒ．Ｖ．， ＆ Ｌｏｆｑｕｉｓｔ， Ｌ．Ｈ．（１９８４）． Ａ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Ｍ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３］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ｉｓｋ， Ｅ．Ｋ．， ＆ Ｇｒａｖｉ－
ｎｏ， Ｋ． Ｌ． （２００１）．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

否可以预测到员工的工作胜任力？③直觉决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９，

策与被动决策的相互作用是否可以预测到

１９３－ ２１３．

员工的工作胜任力？
今后我们应该从实证的角度对上述理
论总结进行验证，并分析其在学生群体和成
年员工中的适用性。有可能的话，我们将分
析不同策略的结合与工作胜任之间的关系。

识的准确性越差，
决策的有效性也就越低［１３］。

［
１］Ｇｒｅｅｎｈａｕｓ， Ｊ． Ｈ．（２００２）．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Ｗ．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 ４５７－ ４８４．

种策略相结合后的有效性［１４］。决策科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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