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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期望理论而建立的团队沟通模型，是对个体期望理论的进一步拓展。由于企业沟通方面 

存在着管理者对团队沟通重要性的忽视、缺少针对团队沟通的制度性规范和约束、管理层沟通不对称的问 

题，因而，需建立团队沟通满意度指数评价模型，为了团队沟通满意程度的变化趋势。对企业内沟通水平进行 

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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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矩阵式管理、项目式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 

广泛应用，通过团队协作来实现组织目标已经成为 

企业成长的关键。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虽然能大幅提 

高企业效率，但却使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变得越 

来越复杂，比如在软件工程中，项目经理 80％以上的 

时间都花在团队间的沟通上。在现实中。由于团队 

沟通不利而出现的责任推诿、相互抱怨的现象屡见 

不鲜，而造成团队间不协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相互 

间的期望出现不协调，因此，在团队管理中引入期望 

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建立和谐有效 

的团体期望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团体员工的 

内在动力和创造力，造就一支期望、动机一致的协同 

团队，以增强企业整体的作战能力。 
一

、期望理论及其实际应用 

根据行为科学理论的观点，期望是指一个人根 

据以往的经验，在一定时间里希望达到目标或满足 

需要的一种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生和形成 

是有条件的，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期望心理是 

人的行为表现的内在驱动力之一。当期望成功的概 

率较高，成功后满足需要的价值较大时，驱使行为表 

现的动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是美国心理学家 

威克托·弗鲁姆(Victor Vroom)在《工作与激励》一书 

中最先提出的，试图通过考察人们的努力行为与其 

所获得的最终奖酬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说明激励过 

程。该理论充分研究了激励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因 

素，并具体分析了激励力量的大小与各因素之间的 

函数关系。弗鲁姆认为当人们有需要，又有达到目 

标的可能时，积极性才会高。激励力(M)取决于期望 

值(E)和效价(V)的乘积，即M=E×V。其中，激励 

(M)是指激励水平的高低；期望值(E)是指人们对自 

己的行为在主观上估计达到目标，得到奖赏的可能 

性；效价(V)则指人们对某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与评价 

高低。根据期望理论，工作或目标对个体激励力量 

的大小。不单取决于效价或期望值的大小，也取决于 

二者合力的大小。例如某人对“获得晋升”的效价 

(v)ql~高，而期望值(E)很低，那么“获得晋升”对他的 

激励作用并不大。只有效价和期望值都很高，其激 

励作用才很大。总之，效价和期望值的不同结合，会 

产生不同的激励力量，主要表现为：E高×V高=M 

高；E中×V中=M中；E低×V低=M低；E高×V 

低=M低；E低×V高=M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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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期望理论主要应用于员工的有效激励、顾 

客期望研究及行为金融学领域。在员工的激励方 

面，根据期望理论，企业应为员工设置合适的工作目 

标，引导员工形成良好的期望概率。期望理论在服 

务业被延伸到顾客期望研究领域。顾客对服务期望 

理论可以引导服务业管理人员识别对顾客满意有最 

大影响的质量要素或服务标准及规范。此外，期望 

理论还与投资决策结合起来，成功地应用到行为金 

融学领域，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 

莱悖论、股份溢价之迹以及期权微笑(Option Smile) 

等。由于期望理论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行为 

进行分析和应用，因此，以上三种期望理论的应用领 

域也着重于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和判断上。随着越来 

越多的企业采用矩阵式、混合式组织结构现象的出 

现，在这些企业内部，团体而不是个体成为信息沟通 

的主体，因此，团体间沟通的期望及引导不能简单地 

套用“M=E×V”的激励公式，而需要在个体期望理 

论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拓展，从而更加深入地对团队 

沟通的期望进行分析。 

二、团队沟通的概念及期望模型 

(一)团队沟通的概念 

沟通(Communication)是指人们分享信息、思想 

和感情的任何过程。团队沟通则指以团队为主体对 

外进行信息交流，以实现团队间的协作和资源协调 

等为主要目标。 

在企业中，团队间的沟通与协调问题是影响企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服务水平的重要问题。不少学者 

的研究也说明了沟通对团队或项 目组成功的重要 

性。Brooks指出沟通是项 目开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 

工作量：人数n的变化，将引起沟通路径 n×(n—I)／ 

2倍的变化。这使得项目开发中人员与时间两个要 

素不能进行线性变换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McConnell在对软件业项目开发过程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指出：由于项目组间信息沟通不畅，嘈杂的办 

公环境，人员不稳定等因素导致企业的沟通成本增 

加。Curtis用访谈法研究了十七个大型软件开发项 

目后，也认为沟通和协调中断是导致软件项目失败 

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般来说，团队间可以利用的沟通方式有以下 

四种：(1)正式书面沟通，包括项目文档和备忘录、项 

目里程碑和交货时间表、需求变更和错误跟踪规程、 

系统分析模型等；(2)正式口头沟通，包括状态审查 

会、需求评审会、设计评审会、项目定期例会等；(3) 

非正式口头沟通，包括小组碰头会、同行讨论、与直 

属业务领导讨论等；(4)电子沟通，包括电子邮件、内 

部 BBS等。 

(二)目前企业团队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由团队组成的企业来说 ，一个不可缺少的要 

素就是团队间有效的沟通。从 目前来看，企业团队 

沟通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者对团队沟通重要性的忽视。团队成 

员、项目管理者们没有体会到沟通对团队成功的重 

要性，因而对团队间沟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许 

多团队管理者或项目经理，甚至团队中相关成员还 

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沟通对于产品项目、市场营销 

等企业活动成败的重要性。企业的各个团队之间信 

息相对封闭，相互间得不到技术或服务支持，造成项 

目范围、进度、预算等的不协调，大量重复性工作造 

成企业资源的浪费，降低了企业整体效率，而且问题 

出现后，团队间相互推诿责任，进一步恶化了团队间 

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内部凝聚力。 

2．缺少针对团队沟通的制度性规范和约束。目 

前，很多企业团队间的沟通常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 

沟通的方式和频率受到团队管理者的个人影响，随 

意性较大。如沟通语言的表达、沟通背景和沟通方 

式的选择等策略行为可能完全因人而异，各团队的 

沟通效果也相差很大。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需 

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团队沟通制度规范，将 

团队间重要沟通活动的频率、沟通渠道的选择、沟通 

对象的确定等战略层面的问题，用制度的形式确定 

下来，当作团队的一种沟通规范或组织工作的一项 

任务，使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稳定性，而不能随意 

更改。 

3．管理层沟通不对称。由于团队在企业资源分 

配方面有一定的竞争性，造成有些团队间虽然成员 

沟通频率较高，信息也较充分，但管理层却相互对 

立，缺乏对实质性问题的经常性沟通，造成管理层在 

项目计划、预算等方面很难获得一致性的认识，不利 

于团队间的团结协作，从而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率，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团队间沟通的期望分类及模型 

根据团队对沟通的期望要求程度，可以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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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沟通的期望分为两类：合意期望(Adequate Expec— 

tation)和理想期望(Desired Expectation)。理想期望 

(E1)代表团队希望接受的沟通水平，也是团队认为 

其它团队或部门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服务水平。团 

队对沟通的理想期望来自于团队的实际需求、过去 

的沟通经验以及其他团队的职能、当前企业内通常 

的沟通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多方面的信息。理想期望 

水平的高低还与团队成员的构成、成员的价值观念、 

企业文化和个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关。团队成员对 

沟通的理想期望的水平是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这就 

使企业内提高团队间沟通满意程度面临更大的挑 

战。合意期望(E2)与团队认为可以接受的沟通或服 

务水平相关，是一种较低水平的期望。因此，合意期 

望(E2)是团队在沟通过程中对其他团队实际提供信 

息或服务的容忍底线，低于这一底线的沟通会导致 

团队成员的不满。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理想期望要 

大于合意期望，即E1>E2。理想期望(E1)实际上代 

表一种较高的沟通预期，成员实际的体验即感知期 

望越趋近于它，团队间的满意度就越高(见图1)。 

感知期望是团队成员对将要感知到的实际沟通 

水平的预期。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这种对未 

来感知的预期取决于当前团队间沟通满足特定团队 

要求的程度以及满足这些要求的可靠性。感知期望 

对团队沟通满意度指数有直接的影响。团队成员实 

际感知到的沟通水平与理想期望越接近，其满意程 

度就越高。 

合意期望和理想期望之间的差距(El—E2)被称 

为“容忍区域”(Zone of Tolerance)。容忍区域是指团 

队认可的、并且愿意接受的沟通水平区间。企业团 

队成员实际的感知期望，即感受到的实际沟通水平 

只要落在这个区间内，团队就会接受这种信息传递 

和共享，并认为团队间沟通可以被容忍。其中感知 

期望与理想期望之间的距离称为“感知一理想差 

距”，感知期望与合意期望之间的距离称为“感知一 

合意差距”。“容忍区域”的存在，表明团队可以接受 

沟通水平的一定程度的多相性(Heterogeneity)，即团 

队对沟通的期望可以在“容忍区间”内进行动态变 

化。研究表明，理想期望(E1)是相对较稳定的，但合 

意期望水平会根据团队环境和需要上下浮动。合意 

期望(E2)的变动是随团队可预测的期望水平而变化 

的。可见，一个团队对沟通的期望并不是处在单一 

水平上，而是处于由最高(理想期望)和最低(合意期 

望)两个边界所构成的多维水平区间(容忍区域)内。 

在这个区间内，团队沟通期望的变化，并不会带来团 

队对沟通满意度的显著变化，而是处于态度的“冷淡 

区”。 

图1 团队沟通期望概念模型 

企业内的团队沟通，一般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过其理想期望，团队成员会因此受到激励，积极性得 

(1)El<E3，则目前的沟通状况高于团队的理想 到显著提高。 

期望，团队内大部分成员认为企业内的沟通效率高， (2)E2<E3<E1，则表示团队沟通期望处于低 

部门间关系融洽，信息表达完全通畅，已经达到并超 效率的“容忍区域”，需要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沟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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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对团队期望进行适当的引导和调整，实现各团队 

间的良好沟通和协调。而大部分情况下，企业内可 

能没有明显的部门间的相互推诿、相互抱怨的情况 

发生，但这并不代表各个团队成员对他们之间的沟 

通情况表示满意，而是可能其期望落在容忍区域内 

(E1一E2)，未达到其理想期望(E1)的状况已经严重 

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了企业的整体 

效率。 

(3)E3<E2，则团队成员认为其他团队提供的信 

息或服务低于合意期望，团队正处于低水平的沟通 

状态。成员普遍认为团队间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 

彼此缺乏沟通，矛盾不易解决。这种状况会使团队 

成员对其大失所望，对外沟通积极性明显减少，从而 

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三、企业团队沟通满意度指数评价模型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内部运行效率 

和团队间沟通状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有必 

要通过定期的团队沟通满意度测评来了解团队间沟 

通满意程度的变化趋势，从而对企业内沟通水平进 

行监控。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间效率的提高，也可 

以促使团队间树立起内部服务营销理念，自觉地促 

进团队间的信息沟通。 

从整体上说，对团队沟通满意度的测评工作可 

以依照以下流程图来进行(见图2)。 

反馈改进 

图2 团队沟通满意度评价的工作流程图 

(一)测评模型及变量设置。本文在美国费耐尔 起团队沟通满意度指数评价模型(见图3)。 

逻辑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团队沟通期望的特点，建立 

图 3 团队沟通满意度指数评价模型 

模型中共有五种变量，即团队成员对沟通的理 系融洽”和“团队间关系恶化”等三个为结果变量。 

想期望、感知期望、团队对当前沟通的满意度、团队 当团队成员在沟通中的实际感知低于先前的理想期 

间关系融洽、团队间关系恶化。其中团队成员对沟 望时，团队沟通满意程度就低，就容易产生团队间的 

通的“理想期望”和“感知期望”决定着团队成员对企 抱怨，造成团队间关系的恶化；当团队在沟通中的实 

业内沟通状况的满意程度，是系统的输入变量，也是 际感知高于先前的理想期望时，团队沟通满意程度 

内生变量。“团队对当前沟通的满意度”、“团队间关 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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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进行测评时，可分为四个层次的指标体 

系进行分析。总的测评目标“团队沟通整体满意度” 

为一级指标；团队沟通满意度评价模型中的五大要 

素——团队成员对沟通的理想期望、合意期望、团队 

对当前沟通的满意度、团队间关系融洽、团队间关系 

恶化作为二级指标；由二级指标具体展开而得到的 

指标，要体现出不同行业、企业的特点，为三级指标； 

由三级指标具体展开为调查问卷上的问题，形成四 

级指标。 

(二)指标的量化——使用态度量表。团队成员 

满意度指数测评指标主要采用态度量化方法。一般 

用李克特量表，即分别对五级态度“很满意、满意、一 

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分别赋予“5，4，3，2，1”的值 

(或相反顺序)，让被访者打分，或直接在相应位置打 

勾或划圈。有时会遇到许多定量的测评指标，而这 

些指标又不能直接用于李克特量表，为方便数据信 

息的搜集和统计分析，必须将这些指标转化成李克 

特量表所要求的测评指标。因此，可以将指标的量 

值恰当地划分为五个区间，每个区间对应于李克特 

量表的五个赋值，这样就实现了指标的转化。 

(三)确定测评指标权重。每项指标在测评体系 

中的重要性不同，需要赋予不同的权数，即加权。加 

权方法除了主观赋权法以外，有直接比较法、对偶比 

较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企业可以依据测评 

人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选择适用的方法。 

(四)数据调查及分析。按照已经建立的团队沟 

通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把三级指标展开，成为问卷 

上的问题。然后对问卷上每个问题的每项回答的人 

数(频数)，及其所占被访者总数的百分比(频率)进 

行计算，可以用 SPSS或 SAS软件进行分析。另外， 

还应了解问卷设置的测评指标对总体评价的影响程 

度。如果设定“总体评价≥80”的为满意评价，“总体 

评价<80”的为非满意评价，可以分析单项测评指标 

的频数和频率对总体评价有何影响。当发现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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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对沟通的满意度都低于60时，企业高层管理者 

或项目负责人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团队沟通进 

行管理。 

总之，企业管理者要充分理解并创新性应用期 

望理论，结合部门或团队的经营状况和员工的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和制度安排，从 

而引导成员建立合理的理想期望和合意期望，调动 

团队间沟通的积极性，以促进企业管理工作的科学 

性、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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