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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外派管理人员的离职率较高，人才流失严重不利于企业长久发展。为探究外派管理人员离职问题，

在工作嵌入概念中考虑环境嵌入问题，并验证其对外派管理人员离职意愿的影响。先将工作嵌入的维度由社区嵌入和组织嵌
入拓展为环境嵌入和组织嵌入；在此基础上检验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外派管理人员工作嵌入对其离职意愿的影响；进而检验工
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在工作嵌入和离职意愿关系上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受工作
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部分中介。该研究丰富了工作嵌入概念的内涵，验证了工作嵌入对员工离职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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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Embeddedness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Expatriate Manag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EN Yong-qiang，SONG Ge，ZHANG Wen-ji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E-mail：xiaogeer416@163.com）

Abstract：To explore the issu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expatriated managers’ high turnover，this paper applies job
embeddedness model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First，we expanded the community embeddedness，which is a
dimension of job embeddedness，to environment embeddedness. Then we tested the effect of job embeddedness on turnover intention
and whether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mediate this process. Results show that job embeddedness explains
turnover intention very well.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 embeddedness enriches job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also
supports that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are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embeddedness and turnover
intention.

Keywords：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expatriation；job embeddedness；environment embeddedness；turnover intention；job
satisfaction；organization commitment

员工离职对企业和员工都会造成一定损失。高

关的因素，或员工的主观感受，例如薪酬、晋升机

离职率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不利于其稳定发展。

会、工作满意度[1]。而 Mitchell 等[2]提出的工作嵌

《2011 年全球迁移趋势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员

入，从员工为什么留职的角度，分组织和社区两个

工在外派期内离职的比率达 22%，回国后两年内离

层面分析员工嵌入工作的程度，来预测员工离职。

职比率达 52%。近年来我国国际工程业务规模不断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该理论能很好地解释员工主动

扩大，需要的外派管理人员数量也相应增加。研究

离职，以及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缺勤

如何减少外派管理人员的离职率，是非常必要的。

率等[3

以往对于离职的研究，较多关注与工作直接相

，4]

。国内已有一些实证研究，以中国员工为

样本，验证了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5

，6]

，但

尚未发现有研究将其应用于外派人员离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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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嵌入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已有学者将工

言文化、宗教政治等。外部环境对于国际工程外派

作嵌入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2

， 8 ，9]

管理人员的影响可能远高于国内管理人员。衡量其

尚未涉及外派人员。在外派背景下研究工作嵌入需

工作嵌入程度，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影响。

要考虑：一是行业适用性。工作嵌入目前样本多来

，但

自医院、银行、商店，而不同的行业特征，例如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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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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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离职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关注与工作

生影响，故工作嵌入的行业通用性有待验证；二是

直接相关的因素，并将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衡

化。但在跨文化背景下，各维度可能会产生差异、

量员工态度的变量作为中介。然而，只考虑工作直

甚至新的关系，有时可能需要引入新维度来解释跨

接相关因素无法解释某些主动离职行为，例如员工

文化差异。如 Ramesh 等[8]在对印度员工离职的研

工作满意度较高，但仍选择离职。因此，近年来离

究中，就将“家庭嵌入”引入到工作嵌入的概念中。

入稳定性、专业要求，会对员工与组织的依附性产

职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始考虑非工作因素。

文化适用性。该概念提出是基于美国的社会和文

目前国内学者所做的工作嵌入研究中较多关

Mitchell 等 [2] 于 2001 年提出工作嵌入（Job

注组织嵌入维度。这是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和故乡

Embeddedness）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员工与组织和

情结较重，生活追求稳定，不太愿意四处迁移；户

社区的依附关系，有以下三种：联系，即员工与他

口制度使得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与居住

人或活动的关联程度；匹配，即员工感受到的对组

地绑定，居民在购房后不太会考虑向其他省市迁移

织和周围环境的相容性和舒适程度；牺牲，即联系

[10，11]

的易中断程度，即离开需付出的代价或做出的牺

目绑定，外派时间视项目持续时间而定，项目所在

牲。人们活动的范围大部分是工作场所和生活社

国家地区的文化、政治、气候、习俗可能差异很大，

区，与组织（工作内）和社区（工作外）所产生的

对外派管理人员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国内管理人

依附关系，使其依附于这份工作，不愿离职。因此，

员所不曾感受的。故国际工程企业外派管理人员迁

[3]

。但国际工程企业外派管理人员工作地点与项

Lee 等 将工作嵌入划分为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

移性强、面临的环境不具有同质性，工作外嵌入对

这样，工作嵌入就细化为 6 个子维度，如图 1 所示。

他们的影响可能强于其他一些非外派行业。工作外
的影响因素除去社区是否舒适便利之外，还有当地
整体的大环境。因此，“社区嵌入”无法涵盖所有
工作外嵌入的因素，需要进行外派情境下工作嵌入
概念的修订，再考察其对离职意愿的影响。
而且在中国国际工程企业中，存在外派人员在
海外住公司集体宿舍，以及公司补贴外派人员租住
当地房屋的现象，社区的范围更难以定义。外派员

图1

工作嵌入概念的结构

工需要适应并建立联系的是当地的大环境，社区只
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社区的很多特质，是由外派

工作嵌入与以往用于预测离职的变量的主要

当地的特质所决定的或深深影响的，例如宗教、文

区别是：综合考虑工作内外因素，即组织和社区，

化、风俗、饮食等，仅考虑社区很难涵盖员工所受

更加全面；既考虑员工理性上的判断，例如衡量离

到的影响。因此，需要对 Mitchell 等的工作嵌入概

职所要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也考虑员工感性上的

念进行了外派情境下的相应修订，将工作外嵌入由

态度，例如觉得自己是否适合该组织或社区。

社区嵌入（Community Embeddedness）扩大为环境

已有许多相关实证研究支持工作嵌入，表明工
作嵌入能很好地预测离职[4

，7]

。并发现工作嵌入的

嵌入（Environment Embeddedness）。
环境嵌入（工作外嵌入）也同样分为 3 个维度：

两个维度中，组织嵌入（工作内嵌入）对离职的影

环境匹配，即员工是否适应当地的整体环境；环境

响较大，社区嵌入（工作外嵌入）对离职没有显著

联结，即员工与当地他人或活动的关联程度；环境

影响，但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

牺牲，即离开该国家或地区付出的代价（经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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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工作嵌入概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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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为动机理论，个人的态度影响行为。那么员
工不满意当前工作时，或者调整心态、降低自己的
期望；或者寻找更符合其期望的工作。
组织承诺也是预测员工离职最主要的因素之
一，是指随着员工对组织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感
情等的增加而希望继续留在组织中的一种心理现
象，是促使员工持续其职业行为的心理契约[15]。组
织承诺越高，员工离职的可能性越小。在提到组织

图2

2

外派情境下工作嵌入的概念

T3˘—fliß

承诺时除非特别指明，一般指的都是情感承诺；连
续承诺和规范承诺形成机制的理论比较薄弱，也和
情感承诺存在概念上的重叠[16]。另外，Lee 等[3]认

工作嵌入是员工对于一份工作的依附。由于员

为，持续承诺与工作嵌入的组织牺牲维度非常相

工生活和工作在组织和社区构成的网络中，与组

近，都指的是员工离开一份工作的 “沉没成本”
，

织、社区的关系会影响这种依附的形成，影响员工

因此只选取组织承诺中的情感承诺维度。在本研究

工作嵌入的程度。当员工觉得自己合适这个组织/

中，如无特别说明，组织承诺指的是情感承诺。

社区（匹配程度高），与组织/社区中的人和活动联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是两个态度变量，反映

系较多（联结程度高），离开这个组织/社区会有很

员工感性上对工作的满意承诺和认同程度。而工作

大损失（牺牲程度高）的时候，员工与组织/社区

嵌入综合反映与工作相关的非情感因素，即员工对

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工作嵌入程度高，离职意愿低。

相关因素的认知，包括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是

Mitchell 等 以商店及医院雇员为样本进行实

否与组织内外的人联系较多、放弃这份工作是否会

证研究，结论表明工作嵌入与员工离职意愿呈显著

有很大牺牲。认知对态度会产生一定影响作用。因

[2]

负相关 。后续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工作嵌入

此可以推断，工作嵌入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有

对员工离职的预测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显著相关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承

[2]

假设 1：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工作嵌入与

诺在工作嵌入和离职意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6]。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离职意愿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 2：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很多情况下，更换公司并不需要更换居住的社
区。但在外派情境下，会出现不更换公司，却更换

与工作嵌入正相关，与离职意愿负相关。
假设 3：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外派地点的情况。如果外派人员并不适应工作外派
的国家，却没有办法调到其他项目上，也有可能因

中介了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
假设 4：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组织承诺与

此而对工作产生负面情绪，甚至辞职。那么对于身
处海外环境的外派人员，环境嵌入对离职意愿也很

工作嵌入正相关，与离职意愿负相关。
假设 5：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组织承诺中

可能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组织嵌入与

介了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
各假设之间关系如图 3 所示。

离职意愿负相关。
假设 1b：中国国际工程外派人员的环境嵌入与
离职意愿负相关。

3

T¡iaFfiıv¥ˇ”T¤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是传统上最常用来预

测离职的变量之一。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环
境的态度和评价，是员工长期积累形成的对工作的

图 3 研究假设示意图

情感反映[12]。但工作满意度受突发事件或情绪的影

4

øZE

响突然升高或降低[13]。Price[14]认为，工作满意度是

4.1

"’
对约 300 名中国国际工程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

最主要的离职中介因素，低满意度是离职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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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通过邮件于 2014 年 3 月至 5 月分发，

V¥"

变量
环境嵌入
组织嵌入
离职意愿
组织承诺
工作满意度

填好的问卷以匿名形式交回，其中有效问卷 207 份，
回收率为 69%。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表 1 所示。
由样本结构可以看出，工程行业外派人员中男
性居多、年龄大多为 20~30 岁，文化程度大多为本
科及以上，绝大多数所在企业为国有企业。

Cronbach's α 系数
0.747
0.792
0.715
0.802
0.872

项数
7
7
2
6
3

个人信息方面，测量了以下项目：性别、年龄、

'
调查问卷包括组织嵌入、环境嵌入、职业嵌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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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年限、职位、教育程度、单位性质。其中在以
往的工作嵌入和离职的研究中，性别、教育程度、

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及调查对象的个

单位性质，常被用做控制变量[2

，3，17]

人信息。除个人信息部分，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情境，还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外派次数、在当地

法（5=非常同意）。各量表来源如下：

的时间、所在地区、职业规划（是否计划出国工作）。

。考虑到外派

[17]

（1）组织嵌入。采用了 Clossley 等

开发的

量表，共 7 个题项，例如其中一个题项为“我太在
乎这个组织了，不能离开”。该量表是反映式的，
也就是说，衡量员工工作嵌入的表现而不是导致其

5

†Ts

5.1

M1s
使用 SPSS 19.0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嵌入的原因。量表长度适中，信度达到 0.88[7]。
V 1
项目
性别

ƒgs+
类别

男

年龄

V 3
变量

1

M1"V
2

3

4

5

1. 环境嵌入

人数

有效百分比（%）

168

82.0

2. 组织嵌入

.459**
.851**

女

37

18.0

3. 工作嵌入

.858**

22~29

112

59.9

4. 离职意愿

-.266**

-.440**

-.414**

30~39

68

36.4

5. 工作满意度

.296**

.495**

.464**

-.537**

40-49

6

3.2

.344**

.688**

.606**

-.621**

50 以上

1

0.5

6. 组织承诺

.665**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大专及以下

20

9.7

本科

135

65.5

研究生及以上

51

24.8

1 年以内

108

71.5

1 年以上

43

28.5

同时工作嵌入的两个维度都和离职意愿有显著的

1次

109

54.8

1 次以上

90

45.2

负相关关系；其中，组织嵌入和离职意愿的相关系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195

94.7

其他

11

5.3

职位

一般管理人员

139

67.5

中高级管理人员

67

32.5

在本国工作

76

39.2

说明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间或外派出国

89

45.9

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嵌入之间相关系数 0.464，显著

外派工作

29

14.9

正相关。故假设 2 得到验证。

文化程度

在当地的时间
外派次数

职业规划

工作嵌入与离职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414，说
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 1 得到验证。

数最大-0.440，环境嵌入和离职意愿的相关系数
-0.266，也是显著的。故假设 1a、1b 得到验证。
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537，

（2）环境嵌入。因为没有测量环境嵌入的量
[17]

组织承诺与离职意愿的相关系数为-0.621，说

的组织嵌入量表编制了反映

明组织承诺与离职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组织

式的环境嵌入量表。共 7 个题项，含一个反向测量

承诺与工作嵌入之间相关系数为 0.606，存在显著

题项。例如，其中一个题项为“我对外派当地有感

正相关。故假设 4 得到验证。

情了，不能离开”。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计算工作

5.2 Bs
5.2.1 工作嵌入与离职意愿的回归分析

表，参照 Crossley 等

嵌入中两个维度各自的内部一致性。结果表明，组
织嵌入、环境嵌入都只包含一个因子。
信度大于 0.7。

相关分析只能用来验证相关关系，变量之间不

（3）其余量表分别为：Mobley 量表测量离职

一定有因果关系。因此，为了探讨工作嵌入与离职

[23]

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离职意愿作因变量，工作

意愿

；Meyer 和 Allen 量表测量组织承诺

[22]

；

[2]

Mitchell 的 3 个题项对工作满意度进行整体测量 。
各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嵌入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
模型 2 通过 F 检验，调整 R 方为 0.25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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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4

Model

R

1

.483a

T3˘—flißB1"

仍显著，但解释能力有所下降（∆B=0.313，0.483）

R Square R Square Change F Change Sig. F Change
.233

.233

50.071

.000

2
.503b
.253
.020
4.364
.038
a. Predictors：（Constant），工作嵌入；b. Predictors：（Constant），工
作嵌入，性别

对因变量的解释总量达到了 25.3%。模型公式如下：
离职意愿=-0.689×工作嵌入-0.367×性别+5.380
（性别：男=1，女=2）
由公式可见，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有负向影
响，而性别上，在相同的工作嵌入水平下，男性较
女性离职意愿更强。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a。
为探讨外派管理人员工作嵌入的两个维度分
别与离职意愿的关系，采用逐步多元复回归分析，
将离职意愿作为因变量，组织嵌入、环境嵌入作为
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
V 5
R

1

.518a

R Square R Square Change F Change
.268

.268

Sig. F Change

60.509

.000

2
.537b
.288
.020
4.508
.035
a. Predictors：（Constant），组织嵌入；b. Predictors：（Constant），组
织嵌入，性别

模型 2 调整 R 方为 0.288，表示对因变量的解
释总量达到了 28.8%。自变量为组织嵌入和性别，
环境嵌入在引入模型过程中被排除，说明环境嵌入
虽与离职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对离职意愿的预
测并不显著。模型公式如下：
离职意愿=-0.634×组织嵌入-0.364×性别+5.499
（性别：男=1，女=2）
根据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验证中介作用的方
法，在前文已经验证的变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再
次进行回归分析，探索中介作用。具体步骤如下：
第 1 步因变量（工作嵌入）、控制变量进入回
归方程的；第 2 步让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中介
变量）分别和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第 3 步先让
自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都进入回归，观察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结果如表 6 所示。
T¡i—FfiıvT„ˇ”M¥Bs

B
B’
R方
Sig.
△B

第3步

-0.603
0.393
0.017

-0.376
-0.504
0.424
0.000
0.313

-0.689
0.253
0.038

组织承诺

第2步

6

)

6.1

T3˘—fliß
工作嵌入是离职研究领域的新兴概念，与传统

预测离职的态度变量相比，工作嵌入综合考虑了组
织内外因素，但对组织外嵌入，仅限定于社区范围，
本研究将社区嵌入扩大为环境嵌入，并测量环境嵌
入、组织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
都与离职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只有组织嵌
入与离职意愿的回归关系成立，支持国内学者所普
遍认为的组织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更大。
环境嵌入与离职意愿回归关系不成立，有可能
任、家庭-工作冲突、职业阶段等。也可能由于本
研究样本来自国际工程行业，其海外项目多存在集
中住宿的现象，即外派人员住在项目安排的驻地，
日常生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仍是本国人，故受异
国环境冲击较小，环境嵌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不明
显。另外本文样本大多在项目上时间不久（在项目
一年之内的达到 71.5%）
，可能对国外环境尚处在新
鲜和好奇的阶段，环境嵌入程度尚未稳定。
性别也会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在同等嵌
入水平下，男性较女性的离职意愿更高。这可能是
上的期许和要求也更高，而女性对于事业更强调稳
定，对于工作上的不合意，更加能够忍耐。
6.2

FfiıvaT¡i¥ˇ”T¤
以往研究关于工作嵌入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

诺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西方研究大都支持工作
嵌入较这两者能更好地预测员工离职；而国内学者
则发现，对于中国员工，工作嵌入受到工作满意度
和组织承诺的中介。
本文的结论支持后者，说明中国国际工程企业
外派人员在考虑去留时，虽然会考虑组织内外因

工作满意度
第1步

用，其中组织承诺的中介更强，假设 3 成立。

由于男性有更强的竞争意识，社会对于男性在事业

5.2.2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嵌入的中介作用

V 6

说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

是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或中介，比如亲属责

Ffi3˘a3˘—flißB1"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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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第2步

第3步

-0.780
0.433
0.048

-0.216
-0.674
0.447
0.045
0.483

-0.689
0.253
0.038

从表 6 可知，当自变量工作嵌入与中介变量同
时进入回归方程之后，工作嵌入与离职意愿的关系

素，但更看重与工作、组织直接相关的因素。一方
面可能是由于目前的薪酬水平和就业形势使得员
工在考虑离职时更为谨慎；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
国文化是集体主义，中国人在社交中非常遵守互惠
原则，会更重视公司对其的投资和承诺，例如薪酬
福利、学习机会、团队参与等。因此出于互惠原则，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并会对公司产生承诺，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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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能以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来回报公司，而这种
对公司的承诺本身也是一种回报形式

[11]

。

另外，本文发现组织承诺比工作满意度起到更
强的中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是员工对组织一
个比较持久的态度的反映，后者可能随员工彼时情
绪而变化较大[13]。因此，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更强。
6.3

3˘¥“ˆø
将工作嵌入的社区嵌入维度在外派情境下扩

展为环境嵌入，并发现它与离职意愿的负相关关
系。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和扩
展。首先，非外派情境下，也可以考虑将社区嵌入
扩展为环境嵌入。这是因为非外派员工雇佣条件中
对环境的嵌入也对员工的离职意愿有很大影响，例
如是否解决户口、是否提供住宿、是否优惠买房等。
第二，环境嵌入构成式量表的开发。本文开发环境
嵌入的反映式量表测量出来的是员工的态度和表
现，可能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这种态度变量相
重叠，另外也无法分别衡量环境匹配、环境联结、
环境牺牲 3 个子维度。后续研究可开发环境嵌入构
成式量表，分别研究环境嵌入的 3 个子维度对离职
意愿的影响，以及环境嵌入子维度与组织嵌入子维
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7

†
为探究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外派管理人员离职

问题，考察工作嵌入对外派管理人员离职意愿的影
响，及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工作嵌入对离职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受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部分中介。
本研究将工作嵌入中的社区嵌入扩大为环境
嵌入，编制相应量表，丰富了工作嵌入理论。同时，
为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对外派管理人员进行人力资
源管理提供了一定参考，即：中国国际工程企业可
考虑通过帮助外派管理人员适应当地环境和公司、
加强与员工的正式或非正式联系、提高其待遇、福
利、生活条件等的方式减少外派管理人员的离职意
愿。而其中与组织、薪酬直接挂钩的做法是更为有
效的。组织承诺较强的中介作用说明，如果能使外
派管理人员感受到公司对员工的承诺，例如对其重
视或长期投资，员工也会对公司产生忠诚和承诺，
从而减少离职意愿，并可能希望回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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