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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民间组织与其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及民间组织所处社会环境的 内涵、要素与考察 变量, 形成了调研 问卷, 在对厦
门市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 SPSS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与社 会公众特征、认 知与行为等变量 之间的影响关 系, 研究了变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民间组织发展以及公共部门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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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间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的内涵、
要素与考察变量
组织的外部环境, 是组织运营的外部世界, 是存 在于组织外部 影响
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对组织的外 部环境进行细致 的分
类与分析, 有利 于组织对自身进行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能够 促进积极改
进管理、改造外部环境, 以应 对挑战 与机遇, 保证组 织的 健康发 展。狭
义上讲, 组织的 外部环境也即组织的外部社会环境, 仅仅是 指组织社会
文化、公众行为等有关公民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
按照 PEST分析工具的分析, 组织所处 的外部环 境主要 包括政 治、
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几类。其中的社 会环境是 指在一段 时期形成 的, 由
意识形态、理想信念、道德传统、伦理关 系、价 值观念、行为规 范等因 素
构成的文化形态, 具体表现为 人群的文 化变化 和发展 的方式 以及人 口
的行为方式。
在我国社会环境, 也即公民 社会对 民间组 织的生 存与发 展可以 说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界 定民间 组织社 会环境 的基础 上, 可以 将
社会环境归为以下一些要 素: 公众认知、情感、态度, 行为取向 以及行为
方式等等。公民社 会对 于民间 组织 的认 知、情 感等, 对其 参与 志愿 活
动、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等行为具 有直接、显著 的导向 作用, 而 社会公 众
的参及与支持是影响民间组 织健康 发展的 关键因 素。此外, 民间组 织

三、
问卷调研结果及数据分析
1. 民间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的总体状况。接受 调研社会公众 的的总
体状况是: 男女比例为 52% 和 48% 。半 数以上受访者 在私企或 事业单
位工作。以普通群众和团员居多, 占到 了 80. 4% 。 40 岁以下的 受访者
占的比例为 82. 4% 。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大多在高中以 上。大多是厦
门常住居民。
2. 社会认知分析。
2. 1对民间组织概念认知程度。我们通过对于 请选出您知道的厦
门市民间组织 问题的回 答来实现。社 会知晓率 从高到底 依次 是厦门
市红十字会、厦门南普陀寺 慈善会、厦门市 慈善总 会、厦门 市海 峡两岸
交流促进会、厦门爱乐乐团、厦门市共青团、厦门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厦
门市佛教协会、厦门市绿十字等。
2. 2对民间组织活动认知程度的考察。根据 请选出您了解的厦门
市民间组织的活动 这一题目的统计结果, 知晓率从高都低 依次为爱心
超市、慈善助学在行动、慈善一日捐、万人献爱心、鹭岛 关爱日、厦门 无
车日 、企业慈善万元捐等。
2. 3对民间组织了解程度的考察。对 厦门市红十字会和厦门市慈
善总会这两个机构举办的活动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句 话的看法中, 17%

的健康发展, 会 吸引更多社会公众的参与, 这也会影响到其 他群体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等因素。可以说, 社会环境也就是 公众的认知、情 感、态

的被调查者表示同意, 21. 4% 的被调查者表示 不同意, 61. 6% 的 被调查
者表示不清楚。数据表明, 本 地公众 对民间 组织的 了解程 度还 不够深

度和行为取向、行为方式与民间组织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尽管针对民间组织外部环 境的实 证研究 也比较 多, 但更 多的是 集

入。

中在对其所处政治环境的研究 与分析, 对民间 组织所 处的社 会环境 的
研究尚待深入。

民间组织捐款 /捐物时, 您最看重该组织的哪个方面? 来考 察公众对民
间组织器重的方面, 并为民间组织自身 建设提供指导。在被 调查者中,

二、
民间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的调研与分析
为了解我国民间组织外部 社会环 境的发 展水平 以及公 众认知、情
感、态度和行为 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 础上形成了
民间组织社会认知度与公众参 与度的 调查问 卷, 对厦 门市民 进行调 查
研究, 并运用 SPSS16. 0 统计软件进行了定量分析。
1. 调查方法。
1. 1准备阶 段。查阅文献, 收集 资料, 并对已有 的调研问卷进 行分
析研究, 编制了 公众在民间组织中的参与情况的调查问卷 , 包括 基本
态度、基本资料和基本 行为三 个部分, 设计 了包含 开放 性问 题在内 41
道问题。通过传统问卷发放方式进行试调研。
在试调研的基础上, 对调研问 卷进行了 改进与 完善, 形 成了 厦 门
市民间组织的社会认知度与公众参与度调查表 作为正式调查问 卷, 结
构包括基本资料、概念认知与 基本态 度和基 本行为 三个部 分, 共 25 个
题项。
1. 2实施阶段。采用问卷调查 和统计分 析的方法。对 于公众部 分
的问卷调查是此次民间组织外部环境调研的 重点。为了保证调研 结果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我们对问 卷发放地 点以及 受调研 人员的 选取采 用
完全随机抽样的方法, 而且确定了较大的问卷 调研样本 量 ( 535 份 ), 大
部分问卷采取的是一对一跟踪式的调研, 收回 有效问卷 500 份, 确 保了
较高的回收率和有效率。
2. 问卷统计分析方法。运用 SPSS16. 0 软件进行调 研问卷分 析, 根
据设计的问卷, 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并利用相关分析 研究社会公
众的特征、认知与其支持民间组织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2. 4对民间组织信任程度的考察。问卷中设计了 当您准备向一个

72% 的比例选择了 可信度 , 其次是 宗旨、使命 占 到了 14. 7% , 第三
位的是知名度, 占了 7. 5% 的比例。 规模 和 成立时 间的长短 分别
占到了 2% 和 1. 8% , 还有 2% 的人选择了其他。
2. 5对民间组织评价的考察。 厦门市民间 组织的可 信度高 。这
是直接考察公众对本地民间 组织可信 度评价的问 题, 其中 有 53. 4% 的
受调查民众同意这句话, 也有 39. 2% 的受 调查者 表示不 同意, 还有 6.
8%的受调查者表示不清楚。可以看出, 半数以 上的公众还是认 同本地
民间组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的。
2. 6 对民间组织认 同程度的考察。通 过民间组织在慈 善事业中的
作用来考察公众对民间 组织的认 同程度。当被 问及 在以 下各 类组织
中, 您认为最适合组织捐赠活动的是哪一类? 时, 在最适合 组织捐款活
动的组织的选择中, 受调 查者中 有 29% 的 人选择 了政府, 20. 2% 的人
选择了工作单 位, 20% 的人 选择了民 间组织, 15. 9% 的人选择 了学校,
11. 9% 的人选择了社区, 还有 3%的人选择了其 他。但是当被问及 当
您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时, 您最先向谁求助? 时, 71. 4% 的受 访者选择了
亲戚朋友, 其次有 11. 2% 的受访者选择了所在单位, 选择政 府的占到了
9. 4% , 还有 5. 2% 的人选择了所在单位, 只有 2. 4% 的 受访者选 择了民
间组织, 排在最后。
3. 社会公众行为分析。
3. 1过往行为。 93. 5% 的被调查者 表示在过 去 3 年内 参加 过捐款
或捐物的公益活动, 仅有 6. 4% 的被调查者表示过去 3年内 没有参加过
捐款或捐物的公益活动; 52% 的受访 者表示 过去 3 年内参 加过 志愿活
动, 48%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 3 年内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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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行为动机。当 被问及 参加 公益 活动 最 希望 获得 什么 时, 82.

解程度不够深入, 对于民 间组织的 认识还 停留在 较低 的水平 上。尽管

7% 的受访者选择了 奉献爱心, 收获快乐 , 11. 4% 的受访者希 望 锻炼
自己, 获得自我发展 , 2. 8% 的受访 者希望 赢得 社会声 誉 , 还 有 3%

如此, 公众对于本地民间组织的有较高的评价, 半数以上受访者表示本
地民间组织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而且 认同民 间组织 在开展 活动中 发挥

的人表示是为了其他目的。
3. 3行为影响因素。当被问及不 能参加民 间组织公 益活动的 原因

类似政府、工作单位等组织的积极作用, 公 众的认同与肯定无疑为民间
组织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对 于民间组织的 某些具体作

时, 根据选择频数的高低, 主要原因依次为不了解、不信任 相关组织 292
次, 经济条件不允许 150次, 活动的社会意义不大 148次, 参加活动的渠

用与职能, 公众还没有给予其基本的认同, 说明民间组织一方面应切实
加强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应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社会

道不畅通 128 次, 没时间 107次, 媒体宣传 不可靠、不到位 或不感 人 96
次, 没兴趣 30 次, 家人、朋友都没参加 9次, 其他 10 次。

认同程度。
3. 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方面, 促进其自身公 信力的提高, 将 是其今

3. 4未来行为意向。被调查公众 对于未来 愿意参加 的公益活 动选
择频数如下: 捐款 /捐物 350次, 志愿活动 272 次, 献血 258次, 捐献造血

后着重努力的方向, 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 公众非常重视提高民间组
织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民间 组织除 了需要 加强自 身建设 以外, 还 需要

干细胞 61 次, 其他 8次。

注意品牌与活动的营销, 扩大其影响力。此 外, 还应该适当拓 宽公众与

4. 相关关系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 差分析的方法检 验样
本结构特征, 包括学历、收入、职 业及对 组织评 价等变 量与公 众支持 民

民间组织沟通的渠道, 这不仅利于促进公 众对民间组织的熟悉与了解,
而且也便于社会对民间组织进行监督。

间组织行为、参与志愿活动影响的显著性。
4. 1基于学历水平的差异性分 析。我们将 受访者的 学历分为 小学

4. 学历水平、收入水平与 过去参 与志愿 活动的 行为与 未来参 与志
愿活动的意向显著相关。学 历、收入 越高, 越愿意 参与志 愿活动, 而与

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硕士及 以上。对不同学历 受访
者过去及未来参与民间组织活动的行为进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学历

其它公益活动没有相关关 系。同时, 职业身 份也与 参与志 愿服务 活动
及未来捐款捐物显著正相关。但是公众对民 间组织评价的 高低却与其

水平与过去参加过志愿活动以 及未来 参加志 愿活动、未来献 血之间 存
在显著相关关系 ( p< 0. 05) , 与过去是否参加过捐款捐物等公益活 动以

参与的大多数民间组织的 活动没有 显著相 关关系, 这也表 明公众 对民
间组织的评价与 自己 参与 民间组 织活 动的 实际 之间存 在着 矛盾 的一

及未来参与其他各类公益活动是独立无关的 ( p> 0. 05 ) 。

面。这为民间组织改进发展战略和活动策 略提供了参考 和依据。这也

4. 2基于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分 析。受访者 的收入水 平分为五 个等
级, 2000 以下、2000至 4999元、5000 至 7999元、8000 元及以上、无 固定

有利于民间组织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 促进 自身建设, 提高 组织的总体
效能。

收等。对不同层次收入者的志愿行为进行方差 检验, 结果表明, 收 入水
平与过去参加过志愿活动以及未来参加志愿活动 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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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侯巧莲. 天津市滨海新区产业集群建设研究 [ J] . 环渤海经济瞭
望, 2007.

扩张的初级阶段, 并且其经济与产业的发展, 属于典型的出 口加工贸易
模式, 因此要实现滨海新区的进 一步发 展, 满 足其功 能定位, 本区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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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张晶. 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升级研究 [ J] . 合作经济与科 技, 2007,
(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