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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离职问题历来是企业家和学术界

关注的一个焦点。离职会对组织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有大量研究分析了离职的影响因素。关于

离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离职的

理论模型，二是关于离职倾向和离职的前因变

量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对离职倾向前因变量

的研究文献越来越丰富，而相对地对影响离职

行为的其他因素的研究较少，特别是结合离职

倾向与外在事件来共同分析离职行为的研究更

是缺乏。本研究试图从离职倾向、外在事件两

个方面共同分析离职决策行为，构建员工离职

决策多路径模型，并运用多案例分析来验证所

构建的模型。

一、员工离职决策文献回顾

（一）基于映像理论的离职决策展开

模型

Lee 等人（1996）总结传统的关于离职

的研究指出，传统的离职理论坚持认为，离职

包含三个主要部分：离职的过程是从工作不满

开始的；员工搜寻工作是在离开组织之前发生

的；人们评价这些可替代工作是采用主观期望

效用模型。而他们从映像理论出发提出：离职

过程可以从情感外的因素开始；员工也可能不

对目前的工作与可替代的工作进行比较；除了

主观期望效用模型之外，兼容性判断方法也可

能被采用。

映像理论认为，先前的决策经验和培训

会让人们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决策制定程序；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大部分决策任务都是以

先前形成的决策制定程序为依据进行处理的

（Beach，1993）。如果之前的成功策略无法

解决当前的决策问题，决策者会按照两阶段

过程来完成，包括放映可选项和选择合适的

可 选 项（Beach，1990；Mitchell & Beach，

1990）。放映过程中决策者会采用已经建立

起来的标准来评价可选项的兼容性。这种兼容

性的测试只是排除无法兼容的选项，而且认为

这种排除并不会影响到最后在可选项中的选择

（Beach，1993；Van et al.，1992）。 在 第

二个阶段，决策者可以选用不同的策略对可选

项进行选择，如传统的成本收益法和期望效用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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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职倾向与外在事件的两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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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基于对现有离职决策文献的回顾与评析，本文从离职倾向和外在事件的影响两方面

对员工的离职决策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冲击型、计划型、冲动型、诱发型、忠诚型和谨慎型，

并分别从个人目标和外在事件的性质将离职决策六大类划分为 22种子路径。采用多案例分析

的方法对论文所提出的离职决策多路径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提出的离职决策路径模型能够

较好地解释现实的离职行为；职业成长受限是引发员工离职的重要前因；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

在工作中追求的不仅包括职业目标的实现，还非常关注自身的生活目标和在组织中的情感目

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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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研究表明，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决策时间的限

制（Smith et al.，1982），而且还会受决策的重要性、

不可逆反映和要担负的责任的影响（McAllister et al.，

1979）。1994 年，Lee 和 Mitchell 在映像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描述员工自愿离职的模型。他们引入了两个主

要的概念：震撼和映像。震撼性事件既可能来自于组织内

部的事情，也可能来自于生活、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这种

事件导致员工重新搜索他们之前的决策记忆、原则以及对

决策映像的习得反映。如果当前的事件和某一决策映像是

匹配的，就会产生离职是合适的想法，如果不匹配，则就

通向了另一条路经。他们以震撼和映像为依据描述了人们

离职的不同方式，识别出了四种不同的离职路径。（1）路

径 1 包含了三个决策步骤。第一步，某一突发事件（如更

好的发展机会、亲属责任的要求）使员工产生震撼。第二步，

这一震撼促使员工开始回顾之前的决策记忆、原则和习得

的反映框架。这种框架是基于之前的经验，对其他事件的

观察、社会期望之上形成的。第三步，如果震撼事件与原

有的决策框架相匹配，这样就会产生离职是合适的想法并

产生离职行为；如果不匹配，就通向了另外一条路经。（2）

路径 2 要求经历四个阶段。第一步，震撼事件对员工产生

触动。第二步，寻找可以与此震撼相匹配的基于原有经验

的决策框架，然而失败。第三步，个体评价这种震撼与自

己的原则、目标、计划（涉及到价值观映像）的融合或匹

配程度。第四步，如果这种震撼并没有和个体映像相匹配，

那么，个体要么离开组织，或者调整自己的映像（Lee & 

Mitchell，1994）。（3）路径 3 也是由震撼引起的，但这

种震撼既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也可以是中性的。匹配

性检验发现此种震撼与之前的决策框架并不相匹配，而工

作不满促使了对可替换工作的搜索。如果有可替代性的工

作，则会比较个体的映像与工作环境的一致性。通过比较

留职与可接受的替代工作的收益做出决策：如果目前的工

作更能体现员工的利益，员工就会留下来；如果是可替代

工作提供更高的利益，员工就会离职（Lee & Mitchell，

1994）。路径 3 与前面两种路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路径 3

包含了对可替换工作的搜索和评价。（4）路径 4 与前 3

种路径是有差异的，路径 4 不是由一次震撼事件开始的。

对有些员工来讲，离职并不是由一些在生活中的改变或不

愉快的事情引起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已经不

再适合在当前组织中继续发展。这种不协调是由员工工作

满意度、组织承诺下降引起的。路径 4 又可以分为路径 4a

和路径 4b，二者的差异主要是离职前是否进行了工作搜索、

可替代性工作评价以及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工作。 

Donnelly 和 Quirin（2006）对展开模型进行了拓展，

将经济因素加入进去。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对于离职

时考虑到工作搜索和替代工作评价的员工来讲，经济结果

是决定其是否离职的重要因素。另外，他们还发现男性和

女性在离职的路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女性更可能在怀孕

和生孩子期间因为震撼产生离职，而男性则较少。

离职展开模型从理论上弥补了先前关于离职问题研究

过于强调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一研究提出了震撼概念，表

明员工离职可能存在多种类型，而外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也

非常重要。然而，展开模型提出的四种离职路径在实践中

较难辨别，而且对员工流失问题的实践指导意义也不明显。

（二）离职决策分类模型

Maertz 和 Campion（2004）从离职决策类型的角度，

将离职者分为四种类型，包括计划型、冲动型、比较型、

条件型。

冲动型离职是受到明显的负面情感因素的影响，而立

刻做出离职的决定。冲动型离职者受可替代工作的吸引不

强。他们经历了一个强烈的负面情感影响，可能是因为心

理契约的破裂引起的。冲动型离职相对于计划型离职更具

有可控性，但是由于这种离职决定具有自发性，也使得冲

动型离职难以事前预知和管理。

比较型离职者主要是受到了可替代工作的吸引而产生

的离职，他们对组织并不一定会有负面情感因素。与条件

型离职者相比，他们对组织存在更为积极的情感，而且可

以在组织内部预期到更好的发展前景。比较型离职者主要

关注的是获得更好的工作，他们相对比较理智，而不是以

情感因素来主导自己最后的决策。这种离职者与 Mobley

（1977）等传统研究中将工作不满作为离职决策的重要驱

动不相符。

计划型离职者会计划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间离开组

织。计划型离职者的工作不满相对于冲动型离职者更低。

这种类型的离职者甚至在他们进入组织时已经安排好了自

己何时要离开。这种类型的离职者，往往为计划在某个事

件（如怀孕、配偶退休等）发生时离职，因此，这种离职

行为很难进行预测和管理。管理好这种离职者的关键是要

了解他们的计划，但要表示并不惩罚他们的这种行为，将

他们的自我规划和组织的计划相挂钩，从而在他们离职前

尽快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以减少因缺乏人员而产生的工作

无效率。



50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组织管理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条件型离职者计划在某些不确定的时间或突然事件发

生时离职，或者说当一些设定条件出现时他们就会产生离

职行为。与比较型离职者有所不同，他们对替代工作的各

种条件有比较明确的想法，而不是通过评价外在工作与当

前工作的好坏来确定是否要离职。条件型离职也包括那些

对工作的不满达到自己不能承受的情况，比如，有些员工

在内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类似的问

题，我肯定会离职”，这种情况也属于条件型离职。

在此基础上，2012 年，Maertz 和 Kmitta 在原有离

职类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增加了第五类——满足型离

职者。这类离职者在接收某个满足关键标准的工作机会时

进行离职。这些标准可能包括更好的薪酬，更好的管理，

更好的工作职责或更好的工作安排等。与比较型离职者相

区别的是，如果这种工作机会满足这些关键条件，他们会

毫不犹豫地接受而不是进行比较后再作决策。与条件型离

职者不同，满足型离职行为的引发条件是得到另一份工作

机会，而条件型离职行为的引发因素往往更为广泛。在最

终做出离职决策时，满足型离职者已经拥有可替代的工作，

而条件型离职者尚未获得其他的工作机会。

（三）现有研究评析

关于离职的理论模型研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新的进

展，特别是 Lee 等人（1996）提出的离职展开模型，摆

脱了传统研究中仅仅重视离职倾向研究的不足，在离职的

研究中考虑到外在震撼（冲击）事件的作用，从而进一步

拓展了人们对离职问题的理论认识。然而，正如 Maertz

和 Campion（2004）所指出的，离职展开模型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第一，在 Lee 等人（1996）的研究中，许多

护士被归类为扩展模型中路径 1“震撼—映像驱动”离职

者，她们已经计划好在将来的某个时点（如，当我的老公

/ 老婆退休的时候）离开原来单位。Maertz 和 Campion

（2004）认为这种类型离职者并不是由震撼事件与决策

框匹配引起的，他们已经计划好在将来某个时点某个条件

达成时离职。Maertz 和 Campion（2004）指出扩展模型

路径 1 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计划在将来某个时候离

职；二是当某个具体条件发生时就会离职。第二，拓展模

型坚持认为对于路径 1 和路径 2，负面的情感并不起作用，

但是在他们后续的研究中（Lee et al.，1999；Mitchell & 

Lee，2001）又提出在路径 2 中也包含情感的因素。其实

在路径 1 中，当负面的震撼产生时同样也会有情感上的反

应。路径 3 中，当一个可替代的工作与目前的工作进行比

较时，Mitchell 和 Lee（2001）认为会有负向的情感发生，

但是当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提供时，并不必需有负面的情感

因素才能让员工产生离职决策（Bretz et al.，1994）。第

三， Mitchell 和 Lee（2001）提到冲动型离职，但是他们

在扩展模型中并没有进行单独命名和认定为某一条路径。

Mobley（1977）提出，冲动型离职的发生可能会与他假设

的模型完全不一致，但是他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现

实中，有一些人确实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非常冲动

地离开原单位。第四，震撼被定义为不和谐的外在事件和

潜在事件（Lee et al.，1996）。从广义上来讲，所有的决

策都包含着某种引起离职思考的震撼（如，事情、记忆、

认知和情感）。在路径 4a 和路径 4b，并没有包含震撼，

工作不满的增长被认为是逐渐增长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很

好地对此进行验证。事实上，许多震撼的发生会持续一段

时间，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离职。

离职展开模型一方面较难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对管

理实践的指导作用不足，另一方面它过多地强调了外在震

撼事件的作用，而忽略了员工自身个性特征的作用，并没

有很好地揭示不同员工个体可能经历的不同离职路径，从

而无法实现有效地预测和管理员工的离职问题。Maertz 和

Campion（2004）所提出的离职分类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

创新和应用价值，然而，他们提出的四种分类无法从一个

视角进行区分，分类标准不明确。其次，四种分类间存在

一定的交叉和歧义，特别是条件型和计划型之间往往很难

分清。因此，关于离职的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产

生更为科学合理的离职决策理论模型。

二、员工离职决策两维多路经模型构建

离职决策和离职行为相对于离职倾向更为复杂，员工

可能会有高的离职倾向而没有离职行为，也有可能在低的

离职倾向下突然作出离职决策。在实际的离职行为发生的

过程中，外在突发事件往往对人们的离职行为产生重要影

响，Lee 等人（1996）将这种外在事件称为震撼事件。因

此，仅仅通过离职倾向无法很好预测员工的离职行为，为

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测员工的离职行为，我们从员工离职倾

向的高低与外在事件的影响程度大小两个维度构建了如图

1、表1的离职分类模型和如表2所示的离职决策路径模型。

其中，外在事件影响程度的划分依据是该事件是否对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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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职行为产生促进作用，而离职倾向的高低主要以个人

是否体会到工作不满意并进行相应的工作搜索或者对可替

代性工作的评价。如图1所示，员工的离职决策可以分为“冲

击型”、“计划型”、“冲动型”、“诱发型”、“忠诚型”

和“谨慎型”。

在离职倾向较低时所发生的离职行为主要是受到了外

在事件的强烈冲击，这种离职行为我们称之为“冲击型”。

对于“冲击型”离职者，他们主要受到新的发展机会、生

活变化和其他突发事件的诱导，这些外在事件对他们产生

冲击，让他们重新思考选择继续为当前组织服务还是离职，

这种离职行为一般发生得十分突然。“计划型”离职者的

离职倾向也比较低，但外在事件对他们产生的冲击比较小，

这种类型的离职者一般对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比较明

确的规划。对于离职倾向较低的“冲击型”和“计划型”

两种离职行为，组织一般较难预测和管理，“冲击型”的

离职行为往往连员工自身也未预想到。

对于中等离职倾向的员工，他们发生离职的路径主要

有“诱发型”和“冲动型”两种。“诱发型”离职者已经

存在了中等的离职倾向，他们在外在事件的诱发下产生离

职，这种外在事件并没有加强他们对组织的消极情感。“冲

动型”离职者的离职倾向也处于中等水平，与“诱发型”

离职者相比，受到外在事件的影响程度比较低。

“诱发型”和“冲动型”离职者都受到了外在事件的

影响，但“诱发型”相对于“冲动型”来讲相对比较理智，

他们的离职决策并没有受到强烈的消极情感影响。“诱发

型”离职者一般具有中等偏高的离职倾向，他们对是否要

离职比较犹豫，等待更为成熟的离职条件，往往会在外在

条件诱导下产生离职行为。而“冲动型”离职者虽然具有

一定的离职倾向，但还并没有做出离职的具体计划，一般

是由于组织方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员工对组织产生极

为消极的情感，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引发了离职行为。

在离职倾向非常高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离职决策，主要

有“忠诚型”和“谨慎型”两种。“谨慎型”离职者存在

较高的离职倾向，但做出的离职决策一般经过深思熟虑，

源自于自我规划，他们通过对离职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裁决

自己是否应离职，而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在事件的干扰和影

响。“忠诚型”离职者的离职倾向也非常高，与“谨慎型”

不同的是，这类离职者只有在受到强烈的外在事件的影响

时才引发离职行为，故称之为“忠诚型”。

 在这六类离职行为中，“谨慎型”和“忠诚型”的离

职倾向最高，其次为“诱发型”和“冲动型”，而“冲击型”

离职决策类型 离职倾向 外在事件影响

冲击型 低 高

计划型 低 低

诱发型 中 高

冲动型 中 低

忠诚型 高 高

谨慎型 高 低

图 1 离职决策分类模型

离职倾向

冲击型

计划型

诱发型外
在
事
件
影
响
程
度

低

低

高

高

冲动型

忠诚型

谨慎型

表 1 离职决策分类模型

和“计划型”的离职倾向最低；“冲击型”、“诱发型”和“忠

诚型”受到外在事件的影响很大，而“计划型”、“冲动型”

和“谨慎型”受外在事情的影响很小（如表 1 所示）。

虽然离职决策和行为非常复杂，但对于理性决策者来

说，他们总是希望作出正确的、成功的决策，从而促进自

身的职业目标、生活目标和情感目标的实现。然而，人们

的决策很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离职决策，很

容易受到消极情感的影响，部分决策主体容易产生偏激、

浮躁、高傲甚至情感失控的情况，从而影响到决策的有效

性（景士文，2007）。樊春雷等（2003）通过文献回顾指

出，情绪唤醒会造成认知负荷加重、理性决策受阻，导致

行为的冲动性。在六种类别的离职行为中，“冲动型”离

职者由于受到消极情感的影响，他们的离职决策很可能缺

乏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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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离职者产生离职的内在动

机，我们构建了如表 2 所示的离职决策路径模型，将六种

离职类型细分为22个小类别。其中，“谨慎型”、“冲动型”、

“诱发型”和“忠诚型”离职者可以分别分为职业目标型、

生活目标型、情感目标型和混合目标型，而“计划型”离

职者可以分为职业目标、生活目标和混合目标。其中职业

目标型指的是个人作出离职决策主要从个人长远职业发展

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做出有利于自身职业成长的决策；生

活目标型是指个人做出离职决策主要是由于个人的生活、

家庭原因而做出的，这种决策与职业领域的因素无关，工

作与家庭冲突是产生生活目标型离职的动因；情感目标型

是指个人做出离职决策主要因为在工作中感到不愉悦，现

有的工作不能满足其在情感上的需要，表现为个人与组织

的价值观不一致、同事关系不和谐、工作环境较差等；而

混合目标型则指个人的离职决策是建立在综合职业目标、

生活目标、情感目标中的两者以及三者的基础之上。

“冲击型”离职者可以分为新机会冲击型、生活变

化冲击型和其他突发事件冲击型。其中新机会冲击型主

要是指个人受到新的工作机会或者发展机会的冲击而重

新思考当前的工作，比较新的机会与当前机会的价值，

最后决定离职的行为；生活变化冲击型则是个人由于自

己生活情况、家庭环境的变化而导致个人决定离职的行

为；除了新的机会和生活变化外，个人还可能受到其他

突发事件的影响而产生离职，这些突发事件是一些离职

者本人无法控制的事件。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在

管理学领域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Yin（2014）认

为在现象与其背景具有复杂联系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通过使用多种资料源可以对当前现实世界背景内的现象进

行深入与全面的调查。案例研究在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上

独具优势，对于探讨“过程与机制（how）”或“原因与

机理（why）”等问题时是最为合适的方法之一，它通过

多方收集资料的方式进行三角互证，可以系统地对相关现

象进行解释，并对案例信息作出详尽的描述，而且案例资

源的丰富性，也可允许研究者结合案例情景，了解其动态

发展的历程，从而可以对研究问题得到一个较全面系统的

认识（Gerring，2007）。

根据研究中运用案例数量的不同，案例研究可以区分

为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本研究采取多案例研究的

范式，目的在于通过多案例之间的编码、归类，阐明离职

决策中的个体差异与一般性规律。为了证明我们所提出的

离职决策模型具有解释力度，我们的案例主要来自两个途

径：一是 Lee 等人（1996）在离职研究中的 23 个具体案

例，我们根据已有研究的案例材料和作者提供的案例背景

资料，对这 23 个案例进行重新分析；二是在企业筛选出

21 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案例。在本土案例的选取上，

为了避免所选案例的局限性，在样本选择上尽量兼顾抽样

要求和案例之间的差异性。

分类 离职路径

冲

动

型

职业目标

个人目标进展不顺→离职倾向

→离职行为

生活目标

情感目标

混合目标

谨

慎

型

职业目标

个人目标进展不顺→离职倾向

→ ( 工作寻找→评价可替代工

作→ )离职行为

生活目标

情感目标

混合目标

诱

发

型

职业目标

个人目标进展不顺→离职倾向

→外在事件→离职行为

生活目标

情感目标

混合目标

忠

诚

型

职业目标

个人目标进展不顺→离职倾向

→ ( 工作寻找→评价可替代工

作→ )外在事件→离职行为

生活目标

情感目标

混合目标

计

划

型

职业目标

个人规划→离职行为生活目标

混合目标

冲

击

型

新机会

外在事件→离职行为生活变化

其他突发事件

表 2 离职分类和离职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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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收集及分析的过程中参照 Yin（2014）所提

出的案例研究指导建议来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一方

面，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一手或二手数据，以提高案例研

究的效度；另一方面，运用电子化或纸质的方式记录所

收集的资料，按照不同的案例分别整理为资料集，从而

确保研究的信度。

四、员工离职决策案例分析

在案例分析中，为区别起见，Lee 等（1996）研究中

的原案例编号分别为 A1，A2，…，A23，国内的新案例

编号分别为 B1，B2，…，B21。

（一）“冲击型”离职路径案例分析

“冲击型”离职者的离职倾向比较低，受到了较强的

外在事件的影响，如表 3 中所列出的 10 个案例。这些案

例中，受访者大多是女性，而且诱导其产生离职行为的突

发事情主要与家庭有关。实质上，从 10 个案例可以看出，

“冲击型”的离职行为主要是受到了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

规划与生活安排的影响，在这 10 个案例中，受访者原先

的离职倾向非常低。但是，当与他们原先计划好了的整个

职业生涯的规划和整个人生的规划相符合的事件发生时，

他们会按照自己原有的规划进行安排，从而离开现有的组

织。Lee 等（1996）认为震撼事件产生，且这种震撼事件

与原有的决策框架相匹配，就会产生离职是合适的想法。

比如案例 A18 中，受访者计划要去念研究生，这是其个人

的职业规划，当她在某一时刻实现了这一目标时，就会产

生离职行为。案例 A17、A20、A14、B7、B19 和 B21 中，

受访者离职的原因都是到了另一个城市或国家，也就是以

生活的规划为主线，这受到了她们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她

们把生活看得比工作本身更重要。案例 A4 和 A17 受访者

的离职主要是缘于个人对生活和工作规划的安排。案例 B8

主要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对现有状态产生冲击，受访者希

望能借新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概括地说，“冲击型”离职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某

个时点上发生的事情，对已有的工作产生了冲击，或者是

序号 外在事件 离职原因 路径分类

A4 她的老公退休了 “我们准备出去旅游一年，只有辞职之后才能去实现这个计划” 生活变化

A12 她移民到另一个国家
“我离职主要是因为我想移民到另一国家去，因此，实际上我不继续留任就是由

于我不再在当地居住”
生活变化

A17 她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我停止工作的原因是由于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的家庭，仅此而已，我现

在期待着我第三个孩子的诞生”
生活变化

A18 她被一家研究生院录取了
“我很简单，就是想去念研究生。我离职与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是根据个人

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收到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我的离职决心就下了。”
新机会

A20 她老公决定搬迁到另一个地方 “去年夏天，我们搬家了，我老公考虑在其他地方找工作” 生活变化

A14
她老公聘上了另外一个城市的

工作

“我离职与我工作的医院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我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如果我

老公并没有在另外的城市找到工作，我会继续留在原来单位的。”
生活变化

B7 她老公被公司指派到苏州任职
“我老公调动后，我们就计划一起到那边去发展，苏州是个不错的城市，我也喜

欢到那边生活”
生活变化

B8 同学的高薪邀请 “原来没有想过要离职，不过既然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试试” 新机会

B19 老公到其他城市工作
“我丈夫考上公务员去了另一个城市，而且小孩即将出生，我不希望和爱人两地

分居，所以想辞去工作和他一起去另一个城市”
生活变化

B21 母亲生病无人照看
“母亲生病，无人照看，短期内我又无法接母亲过来生活，于是我只能选择离职

回到老家，其实我对原来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
生活变化

表 3 “冲击型”离职的多案例分析结果

注：以上 10个案例，离职者都没有进行工作搜索并对可替代工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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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出现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是生活变化导致个人不得不

离开已有工作单位。这种离职行为一般与工作满意度、工

作寻找行为不相关。“冲击型”离职与 Lee 等（1996）提

出的离职展开模型的离职路径 1 相符合。

（二）“冲动型”离职案例分析

“冲动型”离职者存在一定的离职倾向，在外在事件

发生之前，他们已经产生了对组织的一些不满或者觉得自

己的职业目标、生活目标、情感目标在组织内部很难实现，

正是这种不满使他们产生了离职行为。

表 4 列出了“冲动型”离职的 8 个案例，其中，案例

A9、案例 A22、案例 A15 都涉及到职业目标进展问题，

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当前组织内部“职业目标进展缓慢或难

以实现”，职业目标进展缓慢成为离职倾向产生的重要原

因，而在震撼事件发生时，个人就产生了离职行为。

案例 A21 和案例 B1 中，虽然受访者没有直接提到个

人职业成长的问题，但是“护士主任已经决定要辞退她”

以及申请调到其他部门遭到拒绝，这些都反映了受访者在

在组织内部的未来职业成长上受到限制，或者感到在情感

上很难得到认同。

案例 A23 中，个人产生离职倾向的主要原因是价值观

不匹配，这种价值观不匹配直接导致个人在当前组织中的

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她不想在“官僚组织”中工作。

案例 B6、B11 中，员工离职倾向的产生主要源自对工作条

件，如薪酬、上司等方面的不满。

对以上 8 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员工在组织内的职

业成长受限是员工产生离职的重要因素。范秀成和张运来

指出，经历消极心境的人将有更强烈的动机改善和提升他

们的不满心境（范秀成、张运来，2006）。在关于情绪对

冲动性购买的研究中，Maxwell 和 Kover（2003）的研究

证明了消极心境的顾客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即刻带来满足、

感觉好的产品来修补心境。而对于“冲动型”的离职者来说，

他们由于受到了消极情感的影响，更加可能通过离职来消

除自己对组织、对管理者或对组织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不

满，从而产生了冲动型离职。

（三）“诱发型”离职案例分析

“诱发型”离职者与“冲动型”离职者有些相似，主

要差别在于“诱发型”离职者在中等离职倾向情况下受到

了外在事件的冲击，所发生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

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或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外在事件

的诱发下，他们产生了离职行为。

表 5 中列出了“诱发型”离职者的 5 个案例。分析这

5 个案例可以发现，其中案例 A1 和 B9 出现的映像违背都

是直接与职业目标进展相关，而案例 A8、B3 和 B10 中的

映像违背则是与生活目标或生活环境相关。可见，职业目

标、生活目标的进展缓慢或无法实现将直接导致个人产生

离职倾向，而当个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离职倾向时，可能会

开始寻找可替代性的工作并进行评价，但不一定会直接产

生离职的行为。而在“完成了护理硕士学位”、“丈夫在

序号 离职原因 路径分类

A9 从长远来看，她的个人的和职业的目标很难通过护士来实现 职业目标

A22 在工作中她只要达到中等水平就可以了，并不想在心脏科室工作，而且她的职业目标进展并不好 职业目标

A15 她感觉个人的和医院的价值观并不相符，目前的职业目标并没有进展得像期望的那样，她的职业目标在那里很难实现 混合目标

A21 在她休产假的时候，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极评价，她确信护士主任已经决定要辞退她 混合目标

A23 医院从以前的个人看护转变成现在的团队看护，她感觉在一个大型的官僚组织下工作很不舒服 情感目标

B1 他不想一直在行政岗位上发展，希望下一步做财务方面的工作，而且他的直接上司能力很一般，跟着他学不到东西 职业目标

B6
在原先公司，她已经工作了五年，但一直没有新的变化，原有的工作让他感到厌倦。并且原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工资

一直没有发生变动
混合目标

B11 他感觉上司对自己过于挑剔，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 情感目标

表 4 “冲动型”离职的多案例分析结果

注：对于这 8个案例，工作寻找、可替代性工作评价和获得的工作这些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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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城市找了一份工作”、“考上了公务员”、“父

亲生病”和“大学学长介绍工作”这样一些外在事件的影

响下，个人选择了离职，以采取更好的方式来实现他们个

人的目标。

“诱发型”离职与“冲击型”离职的主要差异在于，“冲

击型”离职在外在事件发生之前，个人的离职倾向不高，而

“诱发型”离职者在外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对组织产生不满，

有了较高的离职倾向，甚至有的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四）“谨慎型”离职案例分析

大多数的员工离职，都属于“谨慎型”，他们在离职

之前已经有很高的离职倾向，对组织不满，并且会在组织

外部寻找可替代的工作。对于“谨慎型”的离职者而言，

他们的离职基本没有受到外在事件的影响，而是通过权衡

序号 外在事件 离职原因 路径分类

A8  完成了护理硕士学位
生活的开支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她供养家庭的想法不相容 ,她想要一个与

目前的工作和当地社区提供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生活目标

A1  她的老公在其他城市找了一份工作 她的个人目标不太可能在原来单位得以实现 职业目标

B3 她的父亲生病，需要人照顾
她与部门领导工作方法的冲突致使其无法很好地开展工作，觉得在原工

作中发展空间不大
混合目标

B9 她的大学学长介绍他去另一家大公司
原公司收入待遇较差，不能令她满意，工作比较累，设计项目也比较少，

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职业目标

B10 他考上了公务员
他之前一直负责单位的文字工作，能力突出，但是他想考上公务员，能

有一份更保障的收入，同时在岳父面前争口气
混合目标

表 5 “诱发型”离职多案例分析结果

序号 框架匹配 路径分类

A10 她开始对工作感到厌烦；要实现她的目标，在这个单位里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做出很多让人不自愿的牺牲。 混合目标

A6
在这个城市里，她不但很难找到朋友，而且很难适应。她对医院的护理制度和实践不太赞同；她觉得在这个单位里，

很难在不久后看到个人和职业目标实现的可能。
混合目标

A3
她对同事之间的关系感到沮丧，缺乏护士长的尊重；由于医院整体成本缩减和保健界的恐慌，一些人开始觉得自己并

不能保持对组织高承诺；她的职业目标在单位里很难得到实现。
混合目标

A5 她觉得对她的工作安排和病人护理的持续瓦解感到沮丧。 混合目标

A13 她对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感到非常恼火。 情感目标

A16
她对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各方面都显得不满意，她感知到个人的价值观和医院的价值观不一致；她的职业目标的实现辗

转不前，而且看来不可能会有所改善。
混合目标

A2
工作的很多内容让她觉得不是很重要，她觉得没有时间来处理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她感觉在原来医院不能实现自己的

目标。
职业目标

B2 他觉得在高校当老师与自身能力优势不相符，希望在桥梁、道路行业发挥自己的才能 职业目标

B12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公司高层在经营理念上存在分歧，领导对于工作不支持；自身业务发展不错，积累了丰厚资源，

个人主观有能力也希望自己创业
混合目标

B13
职业环境不是自己想要的，常年从事野外施工监理，很是辛苦且无法照顾家庭，工作又承担较大风险责任，常年与领

导关系不睦 
混合目标

表 6 “谨慎型”离职的多案例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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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的成本和收益来确定是否应采取离职行为。这种类型

的离职者与传统研究的离职行为基本一致，存在高的离职

倾向，或者通过工作寻找和评价来确定是否应离职，或者

已经感知到自己离职之后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工作，

在这样的状况下，产生了离职行为。Lee 等（1996）认为，

对有些员工来讲，离职并不是由一些在生活中的改变或不

愉快的事情引起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发现自己

已经不再适合在组织中继续发展。这种不协调是由员工的

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下降引起的。

表 6 列出了“谨慎型”离职的几个案例。分析这几个

案例可以发现，大多数的案例中产生离职倾向的重要原因

都是职业成长受限，如“要实现她的目标的话，在这个单

位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她觉得在这个单位很难在

不久后看到个人和职业目标实现的可能”， “她的职业目

标在单位里很难得到实现”，“她的职业目标的实现辗转

不前，而且看来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高校当老师与

自身能力优势不符”，“个人主观有能力也希望自己创业”

等。通过案例可以看出，“谨慎型”离职者主要是混合目

标型，他们在考虑是否离职时，往往充分考虑到职业目标、

生活目标和情感目标的协调问题。虽然离职者在离职前拥

有较高的离职倾向，但是他们的离职行为基本不受外在事

件的干扰，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决策。

（五）“计划型”离职案例分析

在实践中，“计划型”的离职者相对来说比较少。

他们在离职之前，并未对组织产生不满，基本上也未受

到外部事件的冲击。他们只是对自己的职业或者生活有

着明确的规划，希望离职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或满足其他

方面的需要。

表 7 列举的 6 个案例中，个人的离职倾向非常低，而

且外在事件对于员工的离职行为基本上不产生影响。其中，

案例 A19 和 A11 都是出于职业目标的实现对未来进行规

划，如“希望获得一个护理的硕士学位”、“想取得基层

经验”等，于是通过离职完成自己的计划。案例 B14、

B16 和 B17 中个人产生离职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生活目

标的思考，如“追求稳定的生活”。而案例 B4 中被访者

进行离职既有生活方面“退休后有保障”的目标驱使，也

包含职业上“事业单位比较稳定”的思考。

（六）“忠诚型”离职案例分析

忠诚型离职者的离职倾向非常高，并且外在事件对其

产生的影响也很强烈。之所以称之为“忠诚型”离职，是

由于这类员工在外在事件发生前，已经对组织产生强烈的

不满，并且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但这种不满并不足以

使其立即离职。而外在事件的产生相当于一种催化剂，加

速了这种离职行为的发生，表 8 列举了 5 个相关的案例。

这 5 个案例中，受访者原有离职倾向已经非常高，基

本上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并没有立即离职，而

是边工作边寻找新的机会，直到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外在事

件发生，成为离职的导火索，这种事件正好与拟定的“职

业生涯规划和生活目标”相吻合，于是选择离开。如案例

B5 中，“原来的工作不够体面，家人也反对”，被访者萌

序号 框架匹配 路径分类

A19
她想要的是教学—社区医院，而不是目前工作的这种综合医院，她想取得基层经验，但没有如愿，以后转到一个基层

岗位也不太可能
职业目标

A11 从长远看，她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护理的硕士学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离职，然后回到学校 职业目标

B4
他没有对原有企业单位产生不满，但是他认为事业单位比企业单位稳定、有保障，且将来有机会转为公务员，退休之

后有保障
混合目标

B14
她在原基金公司掌握了相关的证券知识，也学会了如何与客户交流，但身为一个传统女性，为了追求稳定，她选择去

传统行业银行工作
生活目标

B16 他在原来的公司已经成为业务骨干，发展前景很好，但考虑到以后还是要回老家，于是选择离职趁早回家乡发展 生活目标

B17
与公司内部一名男同事谈恋爱已比较稳定，考虑到公司规定夫妻双方不能同时在公司工作，于是想早点换份工作，等

稳定后再结婚
生活目标

表 7 “计划型”离职的多案例调查结果

注：在这6个案例中，工作寻找、可替代性工作评价和获得的工作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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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职的想法并寻找机会改变现有状况，此时事业单位的

录取通知无疑使他的离职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 Lee 等（1996）在离职研究中的 23 个具体案

例以及 21 个访谈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职业成长是预测员工离职行为的重要变量。在

这 44 个案例中有 29 个案例中的离职行为与职业成长高度

相关。由于原有 23 个案例来源于对护士的调查，大都为

女性，21 个中国案例中女性被访者占一半左右，而女性员

工的工作转换容易受到生活的影响。因此，如果换一个群

体进行案例分析，显然职业成长对离职的预测作用会更加

显著。之前的研究虽然已经通过实证表明，职业成长与离

职倾向显著负相关（翁清雄、席酉民，2010），但并没有

研究职业成长对离职行为的影响方式，而本文则拓展了这

一方面的理论研究。

其次，将离职行为分为“冲击型”、“诱发型”“忠

诚型”、“计划型”、“冲动型”和“谨慎型”得到了 44

个案例的支持，而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这种分类的方

法和 Lee 等人（1996）的展开模型有些相符之处，如“冲

击型”与展开模型中的路径 1 基本相符。本研究通过离职

倾向与外在事情影响两个维度对离职进行分类的方法，相

对 Maertz 和 Kmitta（2012）将离职分为计划型、比较型、

冲动型、条件型和满意型的分类方法显得更为清晰，而且

更为全面。这种分类方法更容易在管理实践中加以应用，

可以较为有效地预测员工的离职行为。

再次，个人目标进展受挫是离职行为的重要动因。在

“冲动型”和“诱发型”离职者中，职业目标型、混合目

标型占比较大的比例。在“忠诚型”、“谨慎型”和“计

划型”离职者中，大部分的离职者都属于混合目标型。可见，

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在工作中追求的不仅仅是职业目标

的实现，而且也非常关注自身的生活目标和在组织中情感

目标的实现。

综上分析，本研究所提出的离职决策 6 大类路径和 22

类子路径能够更有效地理解员工离职产生的内在动机，从

而更有利于企业预测和管理员工的离职行为。

六、管理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出

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应加强招聘中的匹配性管理。由于员工职业目

标进展状况是产生离职行为的重要动因，因此，在人才招

聘时要注重考察员工自身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目标，如果员

工个人的职业目标、职业规划和企业所提供的工作岗位、

发展环境比较匹配，则录用后员工更可能持续地为组织服

务，有利于降低招聘过后的人才流失风险。同时，招聘中

还要考察应聘者的个人职业与生活规划和岗位需要之间的

匹配性，以克服潜在的“计划型”离职对人力资源管理带

来的问题。

第二，应重视员工的情绪管理。随着生活和收入水平

表 8 “忠诚型”离职的多案例调查结果

序号 外在事件 框架匹配 路径分类

A7  一个秘书在她的病房里自杀了
她想学习护理的不同领域，但是在可以看得到原来的未来原单位无法提供这种机

会，她已经不满，外在事件的发生促成了她的离职
混合目标

B5  参加事业单位考试被录取
他认为原来的工作不够体面，父母也要求其换个工作，多次参加事业单位考试，

早已做好离职准备
混合目标

B15
收到另一主管的录用通知，且

自己很满意
原来的公司待遇不高，她很不满意，早就萌发了离职倾向，暗地里应聘各种工作 混合目标

B18 他被研究生院录取了
原工作与生活冲突很大，他很不满意，并且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于是边忍受工

作边考取研究生
混合目标

B20
猎头公司在众公司中挖人，并

邀请其应聘
她之前在KFC工作比较辛苦，对工作氛围也很不满意，多次寻找机会跳槽 混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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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人们在职场中越来越重视个人的工作幸福感。一

些员工的离职并不是因为收入太低或者晋升机会的问题，

而是在组织中感到不快乐。加强组织员工的情绪管理，有

利于提高员工的整体工作幸福感，使员工对组织和工作产

生高水平的情感依附，促使员工愿意持续为组织服务下去

并产生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积极行为。

第三，应定期开展员工发展对话活动。本研究结果表

明，一些员工的离职行为很难预测。因此，要降低核心人

才流失对组织带来损失的风险，很有必要对关键岗位的员

工进行定期的对话沟通。一方面是了解员工在工作和生活

中的困难，以指导和支持员工实现更好的发展，让核心人

才尽心为组织效力。另一方面，及时了解员工的一些动态，

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可预知的离职行为，通过相关措施降低

离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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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Employees’ Turnover Decision-making Multi-
path Model:Based on Two-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Turnover 
Intention and External Events

Weng Qingxiong, Chen Yinling and Xi Youmi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turnover decision-making, the 

paper classified employees’ turnover decision-making from two aspects of turnover 

intention and external events. Turnover decision-making was divided into six styles, 

including impactive style, preplanned style, impulsive style, inductive style, loyal 

style and prudent style. Then the six classification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22 paths 

from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 goals and external events. Case study was conduct to 

test the multi-path model. The results of case study found that the turnover decision-

making multi-path model can explain the actual turnover behavior. It indicated that 

andante career growth was apt to induce employee produce turnover behavior, and 

for most employees, they pursued not only career goal, but also life goal and affective 

goal.

Key Words: Turnover Decision-making; Turnover Path; Turnover Intention; External 

Events;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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