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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a mediated moderation process linking task variety and task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from the review of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uses multi-stage, matching employees and leaders to 

collect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 three-stag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295 employees and their leaders in 54 teams, 

it is found that: 1. Task variety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ask performance.2. Task variety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xploitative learning.3. Job complex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variet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At a higher level of higher job complex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variet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s stronger.4. Openness to chang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ative learn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At a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to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ative learn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is stronger.5. Job complexity and openness to change mediate the role of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sk variety and task performance. At a higher level of job complexity and 

openness to change, this intermediary role will be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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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工作特征模型，员工工作任务的多样与复杂是工作任务绩效的重要的驱动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关

系在变革企业中，其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文章使用多阶段、员工与领导配对收集问卷；通过

对 54 组团队的 295 名员工及其领导的三阶段调研及分析发现：1.员工工作任务多样性对其任务绩效有

显著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任务多样性对其利用式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3.工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样

性与利用式学习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工作复杂性程度下，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

的关系越强。4.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变革开放

性程度下，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的关系越强。5.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先后调节利用式学习

在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中介作

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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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员工任务多样性是一种工作特征，最初用于描述

“工作需要各种不同活动开展工作的程度”其中涉及使

用该人的许多不同技能和才能 (Hackman & Oldham, 

1976)。Dean &Snell 在对集约式生产与工作设计的研究

中将工作特征划分为三个维度：工作复杂性、工作多样

化、工作关系(Dean&Snell, 1991)。任务多样性长期以来

都是研究学者追随的热点，不仅如此，现实管理企业与

组织也一直关注。很多重要的员工工作变量，员工绩效

变数可以被任务多样性预测和影响。任务多样性涉及执

行处理多个不同的任务工作，或者是经常处理灵活多变

的任务工作(Van de Ven & Delbecq, 1974)。在集成制造

服务行业中多样性比较明显，自身生长的植物观察人员

总是可以发现新的多样性（Gunn，1987; Morgan，1988; 

Schonberger，1986）。Helfgott 报告中称“在许多工厂，

单独的工作数量在减少，因为工人可以执行更多种的工

作任务”（Helfgott, 1987）。任务多样性程度越高对于工

作需求也越高。团队的任务多样性在积极团队情感和团

队积极性中起着中介作用（Chia-Huei Wu＆Zhen Wang, 

2015）。团队积极性与团队绩效，团队任务性绩效有着

一定关系。因此，研究任务多样性对于团队绩效，任务

性绩效有助于全面地多方位地了解任务多样性在工作

中的作用，管理者也可以更清楚了解任务的多样性，管

理者可以通过多样性的任务来改善或者提高员工任务

绩效，管理者和企业高管可以更深了解管理工作中多样

性的重要性。 

工作特征是一项任务或工作本身自带的特征与因

素，就广泛地来说，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影响都属于工作

特征的范畴，具体详细地的说明应是工作特征模型 

(Hackman & Oldham, 1975)。这模型中就提到了工作复

杂性、员工自我能动性、反馈等（尚玉迎，2015）。工

作复杂性顾名思义是一项需要员工多种技能和多种专

业知识的能力。这种专业知识更多倾向于脑力知识工作

（张一驰，2005）。工作复杂性对员工的高要求能力也

会影响到员工的缺勤率（Turne＆Lawrence, 1965）,研究

人员还发现工作复杂性和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的关系（赵西萍，2011）。目前，大多对于工作复杂

性的研究是与工作设计、薪酬激励及工作绩效等相关

(尹奎，2016)。本研究把利用式学习变量加入研究中，

可以了解到工作复杂性对于任务多样性与利用性学习

之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互相网信息时代，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主要来自与知识的取得，企业如何更快速、更高效地获

取内外部知识，是企业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关于组织

学习的学术研究，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 Simon 对政府

组织的研究中，发现政府的再造过程事实理论上是一种

“学习”的过程（Simon, 1953）。随后，学者 Cangelosi 与

Dill 真正将组织学习作为理论提出(Cangelosi& Dill, 

1965),在这概念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组织

学习。一开始，学者大多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对环境的

被动反应的结果，慢慢学术界开始注意到组织学习是组

织对环境变化得主动适应，之后强调注意组织学习是组

织和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March 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

学习的双模式理论也是目前学术研究中运用最多的，得

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利用式学习是提取再重新整合的过

程，基于目前组织已经形成的某种制度、解决问题的方

式、做事的风格（March, 1991）。利用式学习以成果导

向为目标利用目前已经形成的知识体系，减少複杂多变

的产生（McGrath, 2001）,运用企业组织已经形成的知

识，以现有固定的模式进行工作。利用式学习可以帮助

组织逐渐适应环境中一些变化，当组织任务变化时，利

用式学习可以对现有产品、技能、知识进行提升，从而

影响任务绩效。 

从员工对变革的反映，变革开放性的视角，探讨任

务多样化与员工利用式学习是否会激起员工任务绩效。

变革开放性，是一种当员工面临变革时采取包容、理解

等方式来支持组织的心境（赵文文，2017）。变革开放

性是在以保险行业背景下，员工对于组织计划变化的一

种态度。自从提出以后许多学者就开始热点研究（Miller, 

1994）。学者 Wanberg 在 2000 年的时候，以问卷调查的

方式发现，员工变革的开放性会影响员工对于工作的满

意度，这种影响还是一种正向影响的关係；还发现了可

以减少工作中的矛盾冲突，比如工作易怒感、离职倾向

等，有利于工作和谐进行（Wanberg, 2000）。在本研究

中把变革开发性作为利用式学习与员工任务绩效的调

节作用，员工的变革开放性影响着员工利用式学习对员

工任务绩效的作用。 

绩效是对企业考察的一种重要指标,这种指标可以

解释企业的财政状态，可以影响员工对于企业的憧憬程

度，影响著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龙头地位。

绩效可以划分为很多种，比如员工个体绩效与企业组织

绩效；也可以划分为工作绩效、创新绩效等。本研究主

要采用员工层面上的绩效，具体的是工作绩效中的任务

绩效。任务绩效主要是由个体本应该完成的任务而产生，

具体地说就是员工完成一项任务或者一系列任务所得

到的回报（Campbell J P, 1990）。员工完成一项任务或

者一系列任务需要员工运用自身已有的知识、技能等；

当然由于员工水平的高低不同所产生的任务绩效也会

有所不同，这种绩效也会影响到组织的绩效与利益，所

以不止是员工在乎任务绩效，企业的管理者们更在乎员

工的任务绩效（钱珊珊,2016）。员工的任务多样性、利

用式学习在工作的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的双调节作用

下，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一关系

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管理实施依据 

2.关系假设推理 

2.1 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 

研究把任务绩效定义为直接作用与工作产出的具

体表现，完成的任务量以及做出的贡献值。一般认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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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认真谨慎、负责任、灵活变通并且专心地提供服务的

员工任务绩效都比较偏高，工作任务的多样程度、复杂

程度越高的工作，员工的任务绩效比较高，这种工作需

要员工投入更多的精力、知识、技能等，员工需要承受

的压力与责任感更多。不同程度任务多样性造成不同程

度的任务绩效。研究学者 Tyagi (1985)通过对工作任务

的再设计，销售人员的工作绩效会有提高。研究学者吴

亮等（2010）认为工作特征描述的是与工作相关的因素

或属性，它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当要重视工作任务的多样性

影响，激发员工遇到变化问题时的解决能力，改善组织

的工作氛围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鉴于此，提出本研究

假设 1： 

假设 1：员工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

向关系。 

2.2 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 

利用式学习一直是学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

组织现在已有的知识进行学习。利用式学习会随着员工

个人的学习率产生差异，也会随着组织环境的动荡变化

影响到员工的利用式学习（March，1991）。利用式学习

也受到组织影响，研究学者们也发现组织结构、管理风

格、交互记忆系统、员工关系模型及人力资源配置都会

影响利用式学习。研究学者 Jansen 等（2006）发现组织

正式化的结构会对利用式学习产生具有有正面影响关

系。利用式学习理论中认为员工是通过现在已有的知识

进行学习，员工工作任务多样性的程度差异也会影响员

工利用式学习程度。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应当要重视工作任务的不同和

多样化对员工利用式学习造成的影响，员工利用式学习

的同时也会进行知识、技能的储备，从而会影响到员工

的工作绩效甚至组织的绩效。鉴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2： 

假设 2：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具有显著的

正向关系。 

2.3 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任务多样性定义为一项工作要求员工在他们的工

作中采取不同的操作技巧或者如何运用不同设备和程

序。任务绩效是能够直接对其工作结果进行评价的绩效

指标。员工对于工作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任务绩效，对

于不同的工作也会产生不同的学习方式与学习程度。利

用式学习会随着员工个人的学习率产生差异，也会随着

组织环境的动荡变化影响到员工的利用式学习（March，

1991）。利用式学习也受到组织影响，研究学者们也发

现组织结构、管理风格、交互记忆系统、员工关系模型

及人力资源配置都会影响利用式学习。研究学者 Jansen

等（2006）发现组织正式化的结构会对利用式学习产生

具有有正面影响关系。研究学者 Katila&Ahuja 利用二

手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利用式学习与公司引入新产品

的数量呈倒 U 型关系；利用式学习与新产品的绩效有

关系，猜想与工作绩效存在关系。进行一手数据问卷调

查的实证研究发现，新产品的数量以及绩效与利用式学

习具有影响关系。上述假设 2 提出了任务多样性与利用

式学习呈正相关关系。鉴于此，我们提出本研究假设 3： 

假设 3：利用式学习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任务性绩

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4 工作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工作复杂性是员工对一项工作的心理素质要求及

完成工作必备的问题解决能力与专业技能（Cable D M）。

工作的复杂程度会影响员工工作的态度，也会影响员工

的工作绩效。工作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学术界比较多

(赵斌等，2017)，研究学习赵西萍（2011）发现工作复

杂性与工作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心理资本与

员工满意度关系中工作复杂性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工作

的复杂性程度越高，心理资本与员工满意度的正向关系

越弱。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员工对于工作的投入、

积极性越高，因而提升员工的任务绩效。研究学者姜亦

珂（2017）把工作复杂性在经验相关性与任务绩效关系

中具有调节作用。鉴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4： 

假设 4：工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

习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工作复杂性下，员

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的正向关系越强。 

2.5 变革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变革开放性是员工对组织正在或即将发生变革活

动的接受程度和积极期望，是员工对待组织变革的积极

情绪情感状态。变革开放性学术界比较多，研究学者

Wanberg&Banas （2000）发现员工对工作满意度会随着

变革开放性的高低不同而不同，还发现变革开放性会抑

制工作中的矛盾，减少工作冲突，工作愤怒和离职意愿。

同时根据研究学者 Edwards&Bell（2008）发现组织的工

作满意度与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呈正向关系，对于晋升

机会满意度，与任务绩效呈负向关系。研究学者 Malau-

Adulietal (2011)发现，变革开放性会对员工的工作绩效

产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学者 Park 等（2014）

还发现变革开放性会影响组织的创新绩效。保持员工对

于变革的开放性，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态度，形成积

极、包容、理论的工作氛围。鉴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5： 

假设 5：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

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变革开放性程度下，

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的正向关系越强。 

根据上面分析，利用式学习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任

务性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工作复杂性在员

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

较高的工作复杂性下，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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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性绩效的关系

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变革开放性程度下，员工利

用式学习与任务性绩效更强。鉴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6： 

假设 6：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在先后调节利用

式学习在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

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中介作用

会更强。 

 
图 1 研究模型图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与调查方式 

研究是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从而获取具有可靠性、

现实性的第一手研究数据。研究数据来自上海、江苏、

河南、贵州、广东和云南等多家企业。研究数据以三个

人为一个团队共同发放问卷、收集问卷和统一调查流程。

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是企业的主管以及主观的直属下属。

同时，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影响，问卷分 3 个

时间段发放与填答；分别为员工问卷时间 1、员工问卷

时间 2、主管问卷时间 3。这 3 份问卷，在员工问卷时

间 1 中对任务多样性与工作复杂性进行调查；在员工问

卷时间 2 中对员工利用式学习与变革开放性进行调查；

在主管问卷时间 3 中进行主管对其下属员工的任务绩

效的测评。另外，本研究调查小组在被试允许的情况下，

增加了常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水平、

婚姻状态、工作任期等 

 本次数据调差历时 4 个月，累计发放了 350 份员

工和主管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 54 组主管员工配对组，

295 份员工和主管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84.29%。此次接

受调查的人员中，男性一共有 178 人，占此次调查员工

总数的 60.3%，女性一共有 117 人，占此次调查员工总

数的 39.7%；员工平均年龄 37 岁；在当前组织平均工

龄 9 年；与主管平均共事时间 4 年；受教育程度，高中

一共有 12 人，占 4.1%，大专一共有 81 人，占 27.5%，

大学一共有 133 人，占 45.1%，研究生一共有 69 人，

占 23.4%，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大学程度以上。 

3.2 变量测量 

在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均借鉴已有成熟

的量表。在调研之前，依据标准的翻译和回译 

(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 程序 (Brislin, 1986) ，

并与问卷发放小组反复校对，最终把量表准确地翻译成

中文版本。本研究一律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员工问卷

中 1 至 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主管问

卷中 1 至 5 分别表示“完全不可能”到“完全有可能”)。  

任务多样性：本研究测量任务多样性采用 Hackman

（1975）所开发的工作特征 4 项量表。样本项如下；“我

的工作涉及多样化的任务”，“我的工作涉及去做许多不

同的事情”，“我的工作要求我去从事众多的任务”，“我

的工作需要去执行多项不同的任务”。该变量的测量以

李克特 5 点尺度（Linkert 5-level scale）测评打分，即

存在 1—5 点评价刻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

“不同意”，3 表示“不能决定”，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

常同意”。信度值是 0.874。 

工作复杂性：测量参照了 Shaw＆Gupta（2004）的

3 项量表。样本项如下; “我的工作非常复杂”，“我的工

作需要很多技能”，“我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要花长时间

去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好”。该变量的测量以李克特 5 点

尺度（Linkert 5-level scale）测评打分，即存在 1—5 点

评价刻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

示“不能决定”，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信度

值是 0.880。 

利用式学习：测量是采用 Jansen（2006）的学习战

略中利用式学习的测量 4 项量表。样本项如下;“我投入

相当多的精力，使现有方法和程序更有效率”，“我更倾

向与改进已经尝试和测试的方法”，“我利用现有的方法

和既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降低成本是我工作中的一

个重要目标”。该变量的测量以李克特 5 点尺度（Linkert 

5-level scale）测评打分，即存在 1—5 点评价刻度，1 表

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不能决定”，

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信度值是 0.781。 

变革开放性:测量是参照 Wanberg＆Banas (2000)开

发单维度 7 题项量表。本研究采用 3 项量表，样本项如

下；“我认为自己对于团队的变化持“开放””的态度”，

“我愿意考虑改变我的工作方式”，“我乐意根据团队变

化的需求，对工作认为和角色做出改变改变”。该变量

的测量以李克特 5 点尺度（Linkert 5-level scale）测评

打分，即存在 1—5 点评价刻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

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不能决定”，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信度值是 0.767。 

任务绩效：测量主要参考 William＆Anderson (1991)

编撰的任务绩效 4 项量表，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样本

项如下；“能达到工作的正式要求”，“能完成工作描述

中规定的责任”，“能履行期待他/她完成的任务”，“能充

分完成安排的责任”。该变量的测量以李克特 5 点尺度

（Linkert 5-level scale）测评打分，即存在 1—5 点评价

刻度，1 表示“完全不可能”，2 表示“不可能”，3 表示

“不确定”，4 表示“有可能”，5 表示“完全有可能”。信度

值是 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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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变异检验 

本次问卷调查中，所有问卷均采用纸质发放，为了

降低同源偏差的问题，员工的任务绩效由其上属的主管

测评填答。其次，员工问卷填答分阶段进行，避免了同

一时间段，同一测量环境填答带来的偏差。最后，对问

卷获得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情况进行评估，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将全部问题进行因子分析，设定

公共因子数为 1，其解释了 32.112%的变异量。不存在

明显的同源偏差，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信的，不会影响

总体研究结果。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因素分析来检验研究的变

量及模型。从表 1 中可以看书：研究假设的五因子模型

优于其他因子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说明本研究的

问卷设计区分效度良好，五个因子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构

念，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4.3 相关性分析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95） 

模型 χ2 df Δχ2 RMSEA SRMR CFI TLI 

五因子模型（假设） 527.99 125  .05 .06 .91 .90 

四因子模型（A+B） 665.42 129 137.43*** .06 .07 .82 .80 

四因子模型（C+D） 578.90 129 50.91** .05 .07 .85 .82 

四因子模型（A+C） 951.52 129 423.53*** .05 .06 .73 .68 

四因子模型（B+C） 962.06 129 434.07*** .09 .13 .72 .67 

三因子模型（A+B+C） 1111.63 133 583.64*** .10 .14 .68 .63 

三因子模型（B+C+D） 1143.74 132 615.75*** .15 .14 .67 .61 

二因子模型(A+B+C+D) 1270.47 134 742.48*** .10 .14 .62 .57 

单因子模型(A+B+C+D+E) 1833.48 135 1305.49*** .11 .18 .44 .36 

注：A：任务多样性；B：工作复杂性；C：利用式学习；D:变革开放性；E：任务绩效；“+”表示融合。 

 

为了进一步明确员工任务多样性、工作复杂性、利

用式学习、变革开放性与任务绩效的关系。本研究通过

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2 结果显示假

设关系中的变量与变量之间相关性系数均显著。这也为

研究假设的验证提供了支持，但需要进一步验证。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1任务多样性（时间1） 3.80 .84 1     

2工作复杂性（时间1） 3.58 1.02 .68** 1    

3利用式学习（时间2） 3.92 .65 .27** .27** 1   

4变革开放性（时间2） 4.08 .63 .31** .28** .58** 1  

5任务绩效（主管问卷） 4.23 .62 .19** .22** .14* .08 1 

注:***p<0.001，**p<0.01，* p<0.05(下同) 

4.4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员工任务多样

性、工作复杂性、利用式学习、变革开放性与任务绩效

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中，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作为控

制变量。结果见表 3。 

从表中模型 M3 可以看出，在控制员工的自然属性

之后，员工任务多样性显著正向影响任务绩效

（β=.13,p<0.05）,假设一成立。从表中模型 M1 可以看

出，在控制员工的自然属性之后，员工任务多样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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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β=.25,p<0.001），假设二成立。

从表中模型 M4 可以看出，在控制员工的自然属性之后，

员 工 利 用 式 学 习 与 任 务 绩 效 不 存 在 显 著 关 系

（β=.08,p>0.05），员工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也不存在

显著关系（β=.11,p>0.05），因此假设三不成立。从表中

模型 M2 可以看出：员工的任务多样性与工作复杂性的

交互作用是显著的（β=.18, p<0.01）。该交互项在控制变

量和调节变量基础产生的 ΔR2=.03（p<0.01）。由此得

出，工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的关系

中起到调节作用。为了解释这种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

使用 Aiken 和 West(1991),调整调节变量的高低水平进

行了平均数上下（正负）一个标准差（±1SD）来确定。

结果见图 2。该图表明在较高的工作复杂性下，员工任

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关系更强。从而得知结论，假设

四成立。从表中模型 M5 可以看出：员工的利用式学习

与变革开放性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β=.22, p<0.001）。

该交互项在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基础产生的 ΔR2=.05

（P<0.0001）。由此得出，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

习与任务性绩效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为了解释这种

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使用 Aiken 和 West(1991),调整

调节变量的高低水平进行了平均数上下（正负）一个标

准差（±1SD）来确定。结果见图 3。该图表明在较高的

变革开放性程度下，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关系更

强。从而得知结论，假设五成立

表 3 回归分析模型 

变量 
利用式学习 任务绩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控制变量      

性別 -.08 -.06 -.05 -.04 -.07 

年龄 .03 .03 .36*** .35*** .37*** 

教育 .06 .03 -.25*** -.26*** -.27*** 

任务多样性 .25*** .23** .13* .11  

工作复杂性  .14    

利用式学习    .08 .08 

变革开放性     .10 

任务多样性*工作复杂性  .18**    

利用式学习*变革开放性     
.22**

（.07） 

      

ΔR2 .06*** .03** .02* .01* .05*** 

  

图 2 任务多样性与工作复杂性的交互作用对于利用

式学习的影响 

图 3 利用式学习与变革开放性的交互作用对任务绩

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采用 Bootstrap方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加以检验，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4。 

在高水平的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下，间接效应

的大小值为 0.07，其在 95%的置信区间为值[.02 , .14]。

由此可以看出，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在先后调节利

用式学习在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在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较高的情况下，这种中介作

用会更强，假设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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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间接效果 

注：Bootstrap 样本量 N=5000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员工与主管匹配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研

究。依据工作特征模型，进行了利用式学习的中介作用

以及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研究

结果，概括而言：1.员工工作任务多样性对其任务绩效

有显著正向影响；2.员工工作任务多样性对其利用式学

习有显著正向影响；3.工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

利用式学习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工作复杂

性程度下，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的关系越强。

4.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的关系中

起到调节作用。在较高的变革开放性程度下，员工利用

式学习与任务绩效的关系越强。5.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

放性先后调节利用式学习在任务多样性与任务绩效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在工作复杂性与变革开放性较高的情

况下，这种中介作用更强。 

 本研究依据工作特征模型，丰富了工作任务多样

性与复杂性的交互影响作用；变革开放性的企业员工在

面临工作设计时对于任务绩效的关系研究。本文大致存

在以下方面的理论意义。1、近年来关于任务多样性的

研究关注与研究成果越来越全面。许多研究把工作任务

多样性作为主要的预测值，主要包括了内在工作动力、

绩效、工作满意度、缺勤率和离职率等（吴亮等，2010）。

员工工作多样性在营销行业的影响受到较多的重视，也

有研究学者以媒体从业人员为研究调查对象，把媒体从

业人员的工作多样性定义为除了指完成一项任务所要

具有的各种技能，还包括工作内容的变化性，研究发现

工作多样性特征影响着媒体从业者的外在满足感。工作

的多样性对于员工是一种来自工作本身的挑战，他不仅

是会挑战到员工自身的能力水平，也是工作丰富性的体

现（金志芳，2007）。本研究通过以员工任务多样性与

任务绩效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了证明任务多样性与任务

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也有助于了解任务多样性的

预测作用。2、本研究证实了工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

样性与利用式学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工作复杂性作为

边界作用在学术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工作复杂性在组织

支持感与反生产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刘迎，2014），

工作复杂性在领导行为示范与下属创造力关系中具有

调节作用，领导行为示范与下属创造力关係会因工作复

杂性的程度不用而呈现差异（尚玉钒与李磊，2015），

工作复杂性在经验相关性与任务绩效关系中具有调节

作用（姜亦珂，2017）本研究表明任务多样性发挥作用

受工作复杂性的影响，管理者在遇到员工任务多样性要

重视工作复杂性对其发挥作用的影响。3、本研究证实

了变革开放性在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关系中的调节

作用。变革开放性会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Malau-Adulietal，2011)；变革开放性会影响组织

的创新绩效。保持员工对于变革的开放性，激发员工的

工作态度，形成包容、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Park

等，2014）。本研究表明利用式学习发挥作用受变革开

放性的影响，管理者对员工的变革开放性进行关注，保

持组织或员工个体的变革开放性，这样不仅有利于组织

保持积极性，也有利于提升员工的任务绩效。 

 员工面对忙碌的工作以及快节奏的职场生活，如

何完成多样复杂的任务，取得良好的工作业绩，一直是

员工、主管以及企业的共同目标。本文研究的结果对企

业的管理实践具有以下重要的启示意义。1、员工任务

多样性对任务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管理者想要提

高员工任务绩效时，可以通过改变员工工作任务的多样

性来改变任务绩效，管理者应该充分注意员工任务的多

样性。例如工作任务安排的时候保证平衡统一性与多样

性的有机结合。同时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到员工

任务多样性与员工个体特征的影响。2、本研究表明工

作复杂性在员工任务多样性与利用式学习关系中具有

显著调节作用，因此，员工任务多样性对利用式学习的

影响依赖于工作的复杂性。管理者应该注意这种调节作

用，比如，员工遇到处理或解决多样性的任务时，工作

的复杂性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发展利用式学习；当员工

渴望更全面地利用式学习时，管理者可以安排复杂性较

因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1 调节变量 2 间接效应 
标准误差

(SE) 
95%的置信区间 

  低 低 -.01 .01 [-.03 ,   .00] 

  低 高 .02 .01 [-.01 ,   .05] 

任务多样

性 
利用式学习 工作复杂性 变革开放性    

  高 低 -.04 .02 [-.09 ,   .00] 

  高 高 .07 .03 [.02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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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工作从而提升员工利用式学习的程度。3、本研究

表明变革开放性在员工利用式学习与任务绩效关系中

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员工利用式学习对任务绩

效的影响依赖于变革开放性。管理者应该重视变革开放

性的调节作用，比如，具有高程度利用式学习能力的员

工提升自己任务绩效时，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善员工对待

变革的开放程度，使员工更好更快地达到高水平任务绩

效。管理者在招聘时也可以重视员工自身对变革的开放

程度，高程度的变革开放性有利于公司的任务绩效。 

 本研究除了不可避免存在的同源偏差问题，由于

受到一些客观原因以及主管限制的影响，还存在着一些

局限与不足之处。1、在研究样本的选取方面，研究样

本有局限性。本研究的研究样本来自上海、河南、贵阳

和珠海等多家企业，研究范围有限。各个地区都具有其

各自的行业、地区特特征。本研究所发现的变量之间的

关系对于全国范围的各种行业、各种企业来说，是否具

有普遍性，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2、测量的工具存

在局限性。本研究是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式，由于这

种问卷调查方式具有很高的主观性，因此测量存在误差。

员工在评估填写任务多样性存在过高评估。主管在进行

评估员工任务绩效时存在评估偏差，这都会导致收集的

问卷数据有偏差，从而影响研究的结果。3、变量题项

的局限性。由于对任务多样性、工作复杂性、利用式学

习、变革开放性与任务绩效等变量的研究在国内比较缺

乏，所以采用了西方学者的量表进行问卷设计编制，然

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学者编制的量表是否完全适

应于我国的企业，是否可以作为我国企业测评的依据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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