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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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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既有研究成果提出工作本身满意度、薪酬福利满意度、个人发展满意度和社会支持满意度 4 维度的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评价体系。借鉴 SEM 模型和兰州和武汉市的调查数据，构建和检验了社会工作者工作
满意度评估模型。在该评估模型中，薪酬福利满意度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达 0.85，
个人发展满意度次之，路径系数为 0.78，工作本身满意度的影响较小，路径系数为 0.53，社会支持满意度的影响
最小，路径系数为 0.49。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关键是完善社会工作者薪酬福利制度，健全职业发展机
制，提高薪酬福利水平和个人发展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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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for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MA Xiuling1，ZHANG Chi1，CHEN Shumiao2
(1.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Chongq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Wanzhou 404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referenc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job satisfaction, salary and welfare satisfac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SEM model analysis method, combining with the microscopic
survey data of Lanzhou and Wuha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and
analyzes its value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lary and welfare satisfac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ith the
path coefficient 0.85, personal development is second, 0.78, job satisfaction is 0.53, and that of the 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 is 0.49. To improv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social workers, the government must improve the social workers’
pay and benefits system, improve the level of pay and benefits as well as improv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social workers.
Keywords: social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model; value orient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社会工作者就
是从事职业性社会服务的人。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专业性的公共

《 国 家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 —

服务事业，在和谐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

2020)》提出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社会工作者总

作用。而广大社会工作者，即在各种社会工作或福

量要达到 300 万人 。但截至 2014 年底，全国持证

利性机构中，遵循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价值准则，

上岗的社会工作者(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

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和服务

仅 15.9 万人，即使把各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也列

的人员[1]无疑是社会工作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有

①

入统计范畴，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总量也才刚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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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人 。中国社会工作队伍与社会需求严重失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其
社会的认知度和社会认同感还比较低，这难免导致
许多社会工作者流失。同时，有关研究表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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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不高也是诱致社会工作人才
[2-4]

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对社会工作者工作

满意度评估模型开展深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71

究分析了社会支持(家人支持、组织管理支持、单位
领导支持、工作环境支持、同事支持)对于社会工作
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13]。

鉴于目前学界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评

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是其根据

估模型研究尚不多见，甚至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

某一参考架构对于工作特征进行解释后获得的结

度还未形成完整的系统性测量结构。社会工作者的

构性感知和情感反应，其工作满意度往往由多个维

工作满意度由哪些维度构成，各个维度对满意度的

度的多重因素构成。

影响效应怎样，如何准确把握并有针对性地提高社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

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深入

于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应主要集中在工

探讨，笔者拟在根据研究确立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

作本身、社会支持、薪酬福利和个人发展四个维度

度评价维度的基础上，基于兰州和武汉的调研数

(图 1)。其中，工作本身满意度是指对于社会工作这

据，确定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的有关参

份职业认识的情感反应，包括工作归属感、工作成

数，初步建构一个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
型，以期为精准把握并有效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满意度，进一步稳定社会工作者队伍提供参考。

就感等；薪酬福利满意度，顾名思义，就是对社会
工作职业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水平的感知；社会
支持满意度是指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工作环境、外部

二、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维度

条件的情感反应；个人发展满意度是指对于社会工

“满意度”是一个复杂的、抽象的、难以直接

作职业发展机会和前景的感知。
薪酬福利满意度

测量的概念。率先提出“工作满意度”概念的霍波
克认为，工作满意度就是工作者在心理和生理上对

工作本身满意度

工作环境因素的满意感知，即工作者对工作情境的
社会支持满意度

[5]

主观反应 。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构成

个人发展满意度

存在多种观点。林少惠等从内源工作满意度和外源

图 1 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维度

工作满意度对澳门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进行
了测量，发现其内源工作满意度高于外源工作满意
[6]

社会工作者
工作满意度

笔者基于兰州市和武汉市随机抽取的 15 家社

度 ；韩冬从工作本身、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管

会工作机构、基金会等福利性机构 211 份有效问卷

理制度、薪酬福利以及职业发展角度对社会工作者

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关于社会工作者

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分析[7]；卫利珍等探讨了机构

工作满意度的 16 个问项统计分析表明，所调查的社

管理、社会支持、薪酬福利、职业认同、社会认同

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因子主要分布在工作本身、社

五个因素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发现薪

会支持、薪酬福利和个人发展四个维度，初步验证

酬福利、职业认同、社会认同是最主要影响因素[8]；
李红英等分析了机构管理、职业认同、社会认同、
督导及同工支持、工作回报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者工

了从上述 4 个维度评估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是可
行的。

作满意度的影响[9]；李迦利从工作环境、工作本身、

三、评估模型的构建与修正

社会关系、组织氛围、管理制度、薪酬福利六个维

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运用 SEM 模型研究顾客

度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满意度。国外最典型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是两个基于

[10]

；吕佳等用五级量表法从工作本身、薪酬福利、

SEM 的顾客满意度模型。一是最早的瑞典顾客满意

人际关系、上级管理四个维度对南通市的社会工作

度模型(SCSB)，其建构了最初的满意度模型的基本结

者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

[11]

；王娅分析了工作性

构[14]；二是美国的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其对

质、同事关系、上司、工作收入、晋升机会等因素

SCSB 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国内比较成熟的

[12]

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张宏亮主要研

SEM 顾客满意度模型有清华模型和兰州炼化模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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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在借鉴国外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

机构，每个机构发放 10 份问卷，总共发放 300 份问

情况运用发展而来。这为笔者构建社会工作者工作

卷，最终收回问卷 246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1 份，

满意度模型提供了参考。

有效率 86%，有效样本数超过了结构方程一般理论

笔者之所以基于 SEM 模型来构建社会工作者

所要求的 200 份[16]。

工作满意度评价模型，是因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

2．评估模型的构建

意度评价属于人的行为态度，行为态度变量很难直

对测量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 16 个问项进

接进行观测测量，而 SEM 模型将其作为潜变量便

行探测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

可 以 通 过 测量 其 观 测 变量 进 行 间 接测 评 分 析 ；

的测量效度，同时考察量表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

SEM 模型能够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量表的因

分析。提取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采用

子结构进行探测性因子分析，可以萃取工作满意度

方差最大法，以特征值 1 抽取因子[15]。检验结果显

的主成分；SEM 模型能够将分析过程中的测量误差

示，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因子分析的 KMO 检验

项进行科学系统的处理，从而解决社会工作满意度

值为 0.832，且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 P 值

评价方法忽略误差的问题，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Sig.)小于 0.001(表 1)，这充分说明社会工作者工作

1．量表设计与数据来源

满意度量表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非单位矩阵，能够

目前，国内外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工作满意度

提取最少的因子来解释大部分的方差，所以适合进

量表，运用最为广泛的有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
(MSQ)、工作描述指数量表(JDI)、工作满意度量表
(JSS)等等。笔者在借鉴成熟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实
地调研提出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初始评价指

行因子分析[15]。
表1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标体系，并在参照韩冬编制的《沈阳市社区工作者
[7]

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和王娅编制的《社工人员
调研问卷》[12]基础上，运用李克特量表法，经过反
复验证得到包含 16 个主要测量项目的社会工作者
工作满意度量表。这 16 项测量指标包括工作的社
会认同、工作与能力匹配、工作成就感、工作强度、

0.832

近似卡方

1586.510

df
Sig.

120
0.000

通过分析，最终萃取了 4 个主成分，方差累计
贡献率达到 65.977%。通过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
测量项旋转成份矩阵结果可知(表 2)，以因子载荷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0.5 为标准

[16]

，成分 1 有 5 个测

量项测出其特质，分别是工作的社会认同(0.859)、

工作归属感、领导支持、同事支持、管理制度支持、

工作与能力匹配(0.858)、工作成就感(0.765)、工作

工作环境支持、薪酬水平、薪酬制度、福利水平、

强度(0.748)、工作归属感(0.844)；成分 2 有 4 个测

晋升空间、晋升公平性、培训机制、职业发展前景。
为了检验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量表的稳定

表 2 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观测变量旋转成份矩阵结果
成分

性和可靠性，必须对测量指标进行信度分析，一般
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即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来测量信度，“信度系数在 0.8 以上，说明是一
份信度系数较好的量表，在 0.7 至 0.8 之间则属于
可以接受的范围”[15]。通过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
度观测变量的信度分析，发现衡量社会工作者工作
满意度的总体信度系数大于 0.8，说明这些测量指
标对于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考虑到样本数量、样本代表性以及数据的可获
取性，笔者选取兰州市和武汉市进行问卷调查，分
别随机抽样了 15 家社会工作机构和基金会等福利性

薪酬水平
福利水平
薪酬制度
工作环境
管理制度
领导支持
同事支持
职业前景
晋升公平
晋升空间
培训机制
工作成就感
工作归属感
工作的社会认同
工作与能力匹配
工作强度

1
0.175
0.181
0.089
0.076
0.027
-0.012
0.052
0.140
0.084
0.272
0.265
0.765
0.844
0.859
0.858
0.748

2
0.225
0.180
0.086
0.653
0.826
0.778
0.868
0.096
0.073
0.047
0.065
0.051
0.027
0.040
0.053
-0.005

3
0.222
0.270
0.018
0.303
-0.020
-0.005
0.127
0.670
0.808
0.626
0.604
0.266
0.170
0.178
0.120
0.108

4
0.693
0.775
0.769
0.259
-0.053
0.135
0.253
0.372
0.036
0.249
0.021
0.178
0.166
0.180
0.139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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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项测出其特质，分别是领导支持(0.778)、同事支

为进一步发现各个测量项对于各满意度的影响以

持(0.868)、管理制度支持(0.826)、工作环境支持

及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

(0.653)；成分 3 有 4 个测量项测出其特质，分别是

评估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晋升空间(0.626)、晋升公平性(0.808)、培训机制

运用 AMOS 软件，输入 211 份样本数据，运用

(0.604)、职业发展前景(0.670)；成分 4 有 3 个测量

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社会工作者工

项测出其特质，分别是薪酬水平(0.693)、薪酬制度

作满意度评估模型基于路径系数虽然能够通过检

(0.769)、福利水平(0.775)。

验，但量表一阶验证性因子假设模式检测结果显

这说明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由 4 个主成分构

示，还有许多拟合指数未达到检测标准，因此必须

成。成分 1 所对应的 5 个测量项可以收敛为工作本

进行模型修正。运用修正指数指标方法，对社会工

身满意度，成分 2 所对应的 4 个测量项可以收敛为

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评估

社会支持满意度，成分 3 所对应的 4 个测量项可以
收敛为个人发展满意度，成分 4 所对应的 3 个测量

模型。由此，自由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概率值 P 均

项可以收敛为薪酬福利满意度。

小于 0.001，模型拟合程度较高，同时各指标均符

3.评估模型的修正

合模型可接受标准(表 3)，表明理论评估模型与实际

根据建构的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

情况基本吻合。

表 3 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修正测量模型拟合指数检定表
指标名称
拟合优度指数(GFI)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规范拟合指数(NFI)
相对拟和指数(RFI)
增值拟合指数(IFI)
比较拟合指数(CFI)
简约拟合优度指数(PGFI)
简约规范拟合指数(PNFI)

拟合标准或临界值

检定结果数据

模型拟合判断

﹥0.90以上
﹥0.90以上
﹤0.05(拟合良好)，﹤0.08(拟合)
﹥0.90以上
﹥0.90以上
﹥0.90以上
﹥0.90以上
﹥0.50以上
﹥0.50以上

0.939
0.910
0.034
0.930
0.909
0.986
0.985
0.636
0.713

是
是
拟合良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根据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修正评估模型，输
入样本数据，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进
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概率基

本符合要求，能够通过检验，但评估模型的拟合指
数未达标准，因此必须对评估模型也进行相应修
正。修正后，得到如下运算结果(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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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型标准参数估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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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完全符合要
求，各拟合指标拟合良好(表 4)，说明社会工作者工
作满意度评估模型与实际情况拟合良好，建构的理
论模型成立。
表 4 修正后的评估模型主要拟合指数检定摘要表
指标名称

http://qks.hunau.edu.cn/

2017 年 4 月

其工作目标和人生理想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马
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阶段，由低到高依次是
“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17]，生存需要是维持人类生存生活
的基础性需要；安全需要就是对安全、稳定、有保

检定结果数据

模型拟合判断

拟合优度指数(GFI)

0.933

是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

0.903

是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0.040

拟合良好

规范拟合指数(NFI)

0.923

是

全需求，高收入高福利自然是社会工作者在内的所

障的工作、完善的医疗和退休制度等的需求。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价水平不断攀升，生活压
力越来越大，高收入高福利才能满足生存需求和安

相对拟和指数(RFI)

0.901

是

有工作者的第一追求。薪酬福利满意度的改善需要

增值拟合指数(IFI)

0.979

是

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激励保障制度，政府应加大

比较拟合指数(CFI)

0.979

是

简约拟合优度指数(PGFI)

是

对其财政扶持力度和薪酬指导监管力度；机构要按

0.645

简约规范拟合指数(PNFI)

0.723

是

照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弹性薪酬，完善福利保障体系，
落实“五险一金”等保障措施，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修正后的运算结果表明：在社会工作者工作满

促进绩效考评与薪酬挂钩，发挥薪酬激励作用。

意度的评估模型中，薪酬福利满意度最为重要，其

第二，个人发展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

对工作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0.85，其次是个人发展

响仅次于薪酬福利。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需

满意度，其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求理论中的两个高层次需要，当生存需求和安全需

0.78，同时，工作本身满意度和社会支持满意度也

求得到满足和保障之后，人们就会开始追求全面的

是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只是其

个人发展[17]。同时，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也强调

所占比重较小，路径系数分别为 0.53 和 0.49(图 2)。

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的管理，尊重个体的价值，

具体到每种满意度各自的观测变量，其重要性也有

并要求配套完善的培训、考核、晋升等职业发展管

所不同。在工作本身满意度维度中，工作归属感最

理措施和辅助制度，以促进工作者个体目标和组织

为重要，回归系数为 0.87，其次是工作的社会认同

整体目标的“双赢”效果。而且，现在的求职者也

和工作与能力匹配度，两者的重要程度相同，为

越来越认识到职业发展的重要性，职业发展观念日

0.86，另外，工作成就感和工作强度也有重要影响。

益增强。因此，健全的社会工作人才使用评价机制

在社会支持满意度维度中，同事支持对社会支持满

和职业发展体制机制对社会工作者具有较高的吸

意度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达到 0.98，其他三个变

引力。首先，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个人要有积极的职

量的重要程度基本相近，工作环境支持的影响略微

业发展观，自觉将自身目标融入组织目标，同时用

大一点。在个人发展满意度维度中，职业发展前景

人单位要提供完善的人性化的职业发展辅助制度，

对个人发展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 0.77，

实现组织与个人目标的“双赢”。其次，应借鉴公

其次是晋升空间和晋升公平性，培训机制的影响程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拓展社会工作者职业发

度稍微小一些。在薪酬福利满意度维度中，三者对

展通道，消除职业发展“天花板”。

薪酬满意度的影响都较大，其中福利水平影响程度

第三，工作本身满意度和社会支持满意度也是

最大，回归系数为 0.82，其次是薪酬水平，薪酬制

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内容。赫茨伯格把影

度再次之。

响工作者满意度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

四、评估模型蕴涵的价值导向
基于 SEM 模型建构的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
估模型蕴涵以下价值导向。

两部分[18]。其中激励因素主要包括成就感、工作认
可、工作挑战、工作本身、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工
作责任等。因此，工作本身的激励作用对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程度是不可替代的。同时，社会支持理论

第一，薪酬福利是影响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

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工具性的表达支持，这种工

的首要因素。薪酬是任何工作者生存、发展，实现

具性的表达是由多个支持部分组成，包括社区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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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持、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支持、亲密关系对个
人支持，这些支持与个体发展紧密相关不可分离”[13]。
每个个体都生活、工作在一定的社会领域和地域范

[3]
[4]

作满意度的大小。因此，要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满
意度，必须加大社会工作职业的宣传，提高社会工

[5]

工的调查[J]．中州学刊，2014(2)：79-84．
Hoppock．R．Job Satisfaction [M]．New York：Harper
＆ Row，19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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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优化管理制度，以人
为本，减少指标性的工作任务；优化沟通渠道，促
进良好沟通等。
本研究虽然对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评估模
型进行探讨，并经过比较检测程序，但是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和不足。一是问卷调查还不够全面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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