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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岗教师计划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评估项目总报告》[1]
显示“特岗计划”已覆盖全国 22 个设岗省/自治区，

十年来招聘教师占乡村教师 15.1%，极大推动乡村

教育改革与发展。由于政策特殊性，特岗教师在三

年合约期满必然面对是否离职选择，其离职可能性

远高于在编普通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令人担忧[2]。

特岗教师短暂任教无益于优秀乡村教师短缺问题的

解决，更不利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整体稳步提

升。离职倾向是一种离职的意向，离职倾向越高越

可能离职 [3]。薪酬较低、社会地位不高、前景难料等

因素导致特岗教师离职 [2]，离职倾向严重程度存在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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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特岗教师离职倾向模式、分析不同离职倾向模式特岗教师人口学特点以及比较不同类型特岗

教师在职业认同及维度上的差异。方法：使用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离职倾向量表对1325名特岗教师进行调查。结

果：①潜在剖面分析得到4个类型：无离职倾向组、轻度离职倾向组、中度离职倾向组、高度离职倾向组。②男性教

师比女性教师离职比率更高、轻度离职倾向组中的未婚教师比已婚教师比率更高、中度离职倾向组中已婚教师比未

婚教师比率更高、农村教师比乡镇教师离职比率更高。③相对于无离职倾向组，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和职业行

为倾向负向预测轻度离职倾向组、中度离职倾向组、高度离职倾向组；职业归属感负向预测高度离职倾向组。结论：

特岗教师可分为无离职倾向、轻度离职倾向、中度离职倾向、高度离职倾向潜在类别群体；离职倾向模式人群分布受

性别、婚姻状态、学校位置等影响；职业认同及其子维度影响特岗教师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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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patterns of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special-post teachers, analyze demographic char⁃
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turnover intention pattern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imensions of
different 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Methods: 1325 special-post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eacher career identity
scale and turnover intention scale. Results: ①Four latent classes were identified: non-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mild-turn⁃
over intention class; moderate-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and high-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②Male had higher turnover inten⁃
tion than female; unmarried teachers had higher turnover intention than married teachers in mild-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married teachers had higher turnover intention than unmarried teachers in moderate-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Teachers in
countryside had higher turnover intention than those who worked in towns. ③Career values, role values and occupational be⁃
havior tendency negatively predicted turnover intention of mild, moderate and high intention class. Occupational belonging
negatively predicted turnover intention of high intention class. Conclusion: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special-post teach⁃
er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4 classes: non-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mild-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moderate-turnover inten⁃
tion class and high-turnover intention clas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urnover intention was influenced by gen⁃
der, marital status and school location; career identity could influences turnover intention among special-post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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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Mueller离职模型 [4]认为个体进入组织时

带着期望和价值，如果组织能满足期望、体现价值，

就会留下。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认同教师角色的过

程和形成一种与职业有关的积极态度[5]。教师职业

认同度越高，离职倾向越低 [6]。教师职业认同包括

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

向[6]，哪些因子会影响离职倾向结论不一致，大多研

究认为角色价值观预测离职倾向 [7]，而职业价值观

不能预测离职倾向 [8]，但也有研究认为职业价值观

会影响离职倾向 [9]。又如，有学者认为职业归属感

能预测教师的离职倾向 [8]，还有研究显示两者没关

系 [7]；有研究表明职业行为倾向负向预测教师离职

倾向[6]，也有研究表明两者没关系[9]。研究结果之所

以不一致可能是以往研究常从变量角度出发、使用

聚类分析方法，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将所有教师离

职倾向作为整体，组内异质性导致结果不准确 [10]。

了解特岗教师群体内部异质性，可帮助区分不同模

式的离职倾向亚群体，进一步分析亚群体差异。

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将具

有相似反应的个体归类在同组中，从而避免了依据

被试表面得分划分被试时可能出现在不同题目上的

反应模式不同但得分相同的个体被分在一组，进而

导致组内群体异质性较大 [11]。本研究采用 LPA 模

型探索特岗教师离职倾向模式、人口学特征以及不

同类别特岗教师群体职业认同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

系。

1 方 法

1.1 被试

选取全国 27个县市特岗教师 1325人（25.88±
3.10 岁），男教师 342 人（25.81%），女教师 983 人

（74.19%），接近北师大“中央特岗计划”政策实施成

效评估（2006-2016）项目取样比例。

1.2 研究工具

1.2.1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采用魏淑华[6]编制的教

师职业认同量表，共18题，包含职业价值观、角色价

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行为倾向４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职业认同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

卷α 系数为0.92，各分量表α 系数分别为0.89，0.87，
0.82，0.74。
1.2.2 离职倾向量表 采用樊景立[12]编制的离职意

向量表，共4题，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离职倾向

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α系数为0.80。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相关分析见表1，职业认同与其各维度正相关，

离职倾向与职业认同及其各维度负相关。

变量

1.职业认同

2.职业价值观

3.角色价值观

4.职业归属感

5.职业行为倾向

6.离职倾向

M±SD
4.41±0.50
4.64±0.52
4.08±0.76
4.40±0.65
4.63±0.48
2.60±0.87

1
1

0.86***
0.85***
0.66***
0.83***

-0.36***

2

1
0.59***
0.56***
0.76***

-0.22***

3

1
0.32***
0.52***

-0.49***

4

1
0.57***

-0.06*

5

1
-0.18***

6

1

表1 相关分析

2.2 特岗教师离职倾向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参考 Nylund等做法 [13]，以两类型为起点，逐步

增加类型的数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中 LL、AIC、BIC、SSA-BIC的值越小模型拟合越好，

Entropy指数表示分类准确率，一般判定标准为 0.8
[14]，Entropy 指数越大分类准确率越高，模型 K 的

LMR和 BLRT的值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

模型K比模型K-1的方差解释率高，模型更优。

本研究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2，随着模型类别数

增加，各拟合信息指数在四类别模型中减少的幅度

达到最大并开始平缓下降，且比五类型模型更简约，

比三类型模型更精确、模型Entropy值达到1且方差

解释率更高，选择四类型模型为最佳模型。

离职倾向潜在类别在各题目上分数分布如图

1，1类教师占19.77%，相较于其他3类，该类教师在

所有题目得分均最低，命名为无离职倾向组（C1）。

2类教师占26.34%，该类教师所有题目的得分高于1
类，低于3、4类，命名为轻度离职倾向组（C2）。3类
教师占比39.47%，该类教师“常想辞职”、“明年可能

离职”、“认为工作前景差”得分高于 1、2类，低于 4
类，“不打算长期发展”得分高于1、2、4类，命名为中

度离职倾向组（C3）。4类教师占 14.42%，该类教师

“常想辞职”、“明年可能离职”、“认为工作前景差”得

分高于 1、2、3类，“不打算长期发展”得分高于 1、2

注：N=1325; *P<0.05, **P<0.01, ***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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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略低于3类，命名为高度离职倾向组（C4）。
2.3 特岗教师离职倾向潜在类别人口学特点

以潜在剖面分析结果为因变量，性别（女性为参

照）、婚姻状态（已婚为参照）、学校位置（农村为参

照）为自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无离

职倾向组（C1）作为比较参照类别，分析得出 Odd
Ratio（OR）系数，反映不同性别、婚姻状态、学校位置

在各离职倾向潜在类别的比值，见表 3。与女教师

相比，C2、C3组中男女教师无显著差异，C4组中男

教师离职更多；与已婚教师相比，C2组中未婚教师

离职更多，C3组中未婚教师离职更少；与农村教师

相比，C2、C3组中农村和乡镇教师无显著差异，C4
组中乡镇教师离职更少。

表2 离职倾向各模型拟合度倾向表

性别

婚姻状态

学校位置

女

男

已婚

未婚

农村

乡镇

轻度离职倾向组

OR
1.00
0.52
1.00
0.75*
1.00
0.68

CI
-

0.35 - 0.74
-

0.55 - 1.04
-

0.49 - 0.96

中度离职倾向组

OR
1.00
0.70
1.00
1.16**
1.00
0.93

CI
-

0.48 - 1.02
-

0.81 - 1.65
-

0.64 - 1.36

高度离职倾向组

OR
1.00
0.55***
1.00
1.22
1.00
0.69*

CI
-

0.36 - 0.83
-

0.93 - 1.60
-

0.52 - 0.92

表3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4个潜类别组的多项Logistic回归

2.4 职业认同对离职倾向影响

使用Mplus7.0进行分析，选取ML校正法，将职

业认同及其各维度纳入方程，探讨职业认同对不同

类别特岗教师离职倾向影响。以职业认同及其维度

为自变量，以离职倾向各类别后验概率为因变量，对

校正了分类误差的 LPA 结果进行多类别 logistic回
归分析，将类别 1“无离职倾向组”作为基准参考类

别，得出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效应。使用OR作为

logistic 回归的效应量。logistic 回归模型的 b 值和

OR 值见表 4。相对于无离职倾向组，职业认同、职

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行为倾向可以负向预测

轻度、中度、高度三个离职倾向组。职业归属感仅可

以负向预测高度离职倾向组。

表4 职业认同对不同离职倾向类别特岗教师的 logistic回归

图1 特岗教师离职倾向潜在类别在离职倾向各题目上得分

二类型

三类型

四类型

五类型

六类型

LL
-7409.05
-7067.93
-6541.75
-6485.44
-6460.73

FP
13
18
23
28
33

AIC
14844.11
14171.87
13129.50
13026.89
12987.47

BIC
14911.57
14265.27
13248.85
13172.18
13158.71

SSA-BIC
14870.27
14208.09
13175.79
13083.24
13053.88

LMR(P)
0.00
0.00
0.00
0.01
0.40

BLRT(P)
0.00
0.00
0.00
0.00
0.00

Entropy
0.79
0.82
1.00
1.00
0.98

职业认同

职业价值观

角色价值观

职业归属感

职业行为倾向

轻度离职倾向组

b
-2.63***
-1.12***
-2.14***
-0.36
-1.26***

OR
15.43
5.54
8.26
1.69
5.69

中度离职倾向组

b
-1.82***
-1.68***
-1.41***
-0.33
-1.59***

OR
1.11
1.80
0.98
1.18
1.62

高度离职倾向组

b
-2.74***
-1.71***
-2.11***
-0.52**
-1.74***

OR
2.51
1.04
2.02
1.2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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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特岗教师离职倾向存在无离职倾向

组、轻度离职倾向组、中度离职倾向组、高度离职倾

向组。各组在离职倾向题目上的得分和趋势均存在

显著差异，说明特岗教师群体存在异质性，具有离职

倾向的组人数为80.23%，说明特岗教师普遍存在离

职意向，离职倾向分布呈金字塔形，离职倾向越高人

数越少。与男教师比，女教师离职倾向更低，应更加

关注男教师离职问题。轻度离职倾向组中未婚教师

离职倾向更多，这可能是未婚教师没有婚姻家庭牵

绊，可随心选择工作；中度离职倾向组中已婚教师离

职倾向更多，这可能是已婚教师夫妻两地分居加剧

了特岗教师离职。与乡镇教师比，农村教师离职更

严重，可能是农村学校地理位置偏远 [2]、县城学校

“择优选拔”等。

相比无离职倾向组，所有潜在类别组的职业认

同负向预测特岗教师离职倾向。社会同一性理论[15]

认为职业认同决定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影响其对

职业的觉知。高职业认同个体才能感受到工作带来

的满足感，愿意继续这份职业[16]。高职业认同的特

岗教师，能感受到乡村教育带来的成就感，愿意留在

乡村任教，不易离职。相比无离职倾向组，职业价值

观负向预测特岗教师离职倾向，可能是有更高职业

价值观个体更能积极评价工作，对工作满意[17]，更加

投入工作[18]，不易离职。相比无离职倾向组，角色价

值观负向预测特岗教师离职倾向。高的角色认同使

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积极行为和态度，不易离职
[19]。具有高角色价值观的特岗教师会逐步接纳乡村

教师角色，为更好胜任角色而努力，从而获得成就和

满足，不愿离职。相比无离职倾向组，职业归属感负

向预测高度离职倾向组特岗教师离职倾向。社会认

同理论 [20]认为个体在外界支持下依据标准社会分

类，获得群体身份并满足，当个体不能对群体产生归

属感时，会采取诸如脱离群体策略来改变现状，出现

离职。拥有较高归属感教师，能在工作中体验到更

多愉悦感，更倾向于继续任教，不易离职。相对于无

离职倾向组，职业行为倾向负向预测特岗教师离职

倾向，这可能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中的教师更少

出现倦怠情绪，不易离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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