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

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０７．４Ｂ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分析
—
—— 以 陕 西 省 为 例
!周国平

摘

要： 本研究 借 助 工 作 满 意 度 量 表 的 统 计 分 析 ， 发 现 陕 西 民 办 高 校 教 师 总 体 满 意 度 中 等 偏 下 ， 教 师 离 职 倾 向

较高。之所以如此， 与民办高校目前仍处于人才就业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当前民办高校组织文化建设滞后、教师对民
办高校的心理契约多属交易型或变动型 ， 以及一些民办高校教师功利性的价值观等因素密不可分。从稳定教师队
伍、促进教师发展、提升民办高校核心竞争力出发， 本研究提出了提高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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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经过 ２０多年的发展， 尽管取

满意度） 、人际关系满意度（ 指员工与领导、同事及下

得了不小成绩， 但教师队伍流动频繁、教师工作积极

属的关系的满意度） 等四个方面。［１］工作满意度研究

性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 极大地影响了民办高校教

进入我国大陆学者视野后， 陈云英、孙绍邦较早编制

师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为此， 本文引入工作满

了
“ 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 该量表由工作性质、物理

意度这一概念， 以陕西省为例， 旨在调查民办高校

环境与条件、薪水、业务进修与提升、人际关系、学校

教师工作满意度现状， 分析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的领导与管理等六个维度构成。 ［２］而冯伯麟的教师

因素， 并就如何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出相关建议。

工作满意度问卷由自我实现、工作强度、工资收入、
与领导关系、与同事关系五个维度构成。［３］基于这些

一、调查设计与结果

研究， 本调查问卷将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结

（ 一） 调查设计

构分成“ 工作本身性质”
“
、 工作环境条件”
“
、 薪酬待

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其中调查问卷的

遇”
“
、 进修提升”
“
、 领导与管理”
“
、 人际关系”六个方

设计， 参照了洛克（ Ｌｏｃｋｅ） 等人对工作满意度结构所

面， 共设计了２０ 小题。同时， 考虑到教师离职倾向是

做的分析。洛克对工作满意度及其工作满意度结构

和其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问卷还对教

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工作满意度结构包

师的离职意愿设计了三个小题， 包括考虑离职、计划

括工作本身满意度（ 指员工对工作内容的多样性、学

离职以及找寻新工作三个问题。每题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五点

习培训机会、困难性以及对工作自主权等方面的满

记分法记分， 被调查者需要对每一题的满意度做出

意程度） 、报酬满意度（ 指员工对组织的物质报偿、福

回答（ 从１代表的高度不满意到５ 代表的高度满意） 。

利待遇、晋升制度以及激励政策等内容方面的满意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 共发出 ２４０ 份调查

度） 、工作条件与环境满意度（ 指员工对工作安全、工

问卷， 收回调查问卷１９４ 份， 其中有效问卷１８６ 份。具

作认可、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组织政策环境等方面的

体样本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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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性 别 分 布 ： 参 加 调 查 的 人 员 中 ， 男 性 ４４％ ， 女
性５６％ ；

表１
类型

问卷题目
您对目前所获得的工作成就感到

２． 职称分布： 无职称教师占 １２％ ， 初级教师职称
占 ３３％ ， 中级职称教师占 ２４％ ， 中级以上职称教师占

３１％；
３． 年 龄 分 布 ： ３５ 岁 以 下 占 ５５．２％ ， ３６ － ４５ 岁 占
１６．７％， ４５岁以上占２９．１％；
４． 任 现 职 年 限 ： １ 年 以 下 占 ２９．８％ ， １ － ３ 年 占
４９．５％， ３－ ５年占１１．４％， ５年以上占９．３％；
５． 学历分布： 大 专及大专以 下占 １１．２％ ， 本科占
６３．６％， 研究生占２５．２％；
６． 收入分布： １０００ 元以下占 １．５％ ，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元
占 ３３．５％ ，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元占 ３４％ ，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元占 １６％ ，

４０００元以上占１５％。
此外， 作者还以陕西某高校为个案， 对该校专职
教师和人事部门负责人进行开放式的访谈， 以作调

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

２．５６

工作本
您对工作所能发挥您专长的程度感到
身性质
您对目前这份工作的稳定性感到
您对工作中能尝试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的机会感到
您对目前工作的忙碌程度感到
工作环 您对自己的工作条件 （办公室、实验室、图书资料等 ）感到
境条件 您对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感到
您对目前的工资水平感到
薪酬
您对目前学校的福利待遇感到
待遇
您对学校的职称评聘工作感到
进修 您对自己的深造、进修机会感到
提升 您对自己的晋升机会感到
您对学校的教学安排感到
您对自己参与学校管理的机会感到
领导
您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方式和作风感到
与管理
您对工作绩效的认可
（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年终评比等 ）感到
您对自己与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您感到
您对与除领导之外的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您感到
您对您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感到

人际
关系

负责人接受了笔者的访谈。

表２

２．８９
２．３３
２．７９
２．６７
２．５４
２．２１
３．５９
２．５６
２．６４
２．４５
２．４３
２．３８
２．５９
２．６６
２．９８
２．９９
３．９８
２．５７

陕西民办高校教师离职倾向

（ 二） 调查结果
机， 通过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２．６４

您对目前工作所具有的挑战性
（如压力大小， 平淡乏味等状态 ）感到

查问卷的补充。共有 １０位专职教师和两位人事部门

问卷回收后， 笔者对数据进行编码， 并录入计算

平均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 ２．０１
１．１１
１．２３
４ ２．１３
１．０７
５ ２．２７

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辞去目前的工作
１
我从来没有实际且详细地计划辞去目前的工作 １
我从来没有去找寻其它的工作
１

结果如下。

１．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调查发现， 陕西民办高校教师对工作稳定感到
最不满意， 对除领导以外的同事关系感到最满意， 每
一题的平均分为２７．３２分， 整体工作满意度为５４．６３分
（ 总分为１００ 分） ， 整体而言陕西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

表３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意度为 ２．３８， 对薪酬的满意度为 ２．９３， 对进修提升的

当年专职教师总数 当年专职教师流失数 占专职教师百分比重

３９１※
５１３

４１
２８

１０．４９
５．４６

注：※数据截止２００５年４月； ※※数据截止２００６年９月

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就各大类而言， 民办高校
教师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为 ２．６４， 对工作环境的满

某民办高校专职教师流失情况

二、影响陕西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
分析

满意度为 ２．４４， 对领导与管理的满意度为 ２．６５ ， 对人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工作满意度， 不

际关系的满意度为 ３．１８， 可见， 民办高校教师对人际

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斯蒂尔（ Ｓｔｅｅｒ） 认为可表达

关系和薪酬的满意度最高， 对工作环境和进修提升

需求包括成就、归属、自由和控制需求对人具有重要

的满意度最低（ 见表 １） 。

的激励作用， 会影响个体的工作满意度； ［４］ 哈克曼

２．离职倾向比较突出

（ Ｈａｃｋｍａｎ） 和奥德海姆（ Ｏｌｄｈａｍ） 认为工作特性是影

对陕西民办高校教师考虑离职、计划离职以及

响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５］洛克（ Ｌｏｃｋ） 认为工作满

找寻新工作三个问题的调查我们采用反向题设计，

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工作自主权、工作压力、

即得分越高表示离职倾向越低 （ 即留职意愿越高） 。

工作期望、自尊、个人价值观和性别等人口背景变量

调查发现， 陕西民办高校教师的离职倾向比较突出

等。［６］贾奇（ Ｊｕｄｇｅ） 研究了核心自我评价特征， 包括自

（ 见表 ２） 。这一现状也可以从某民办高校近两年来

尊、一般自我效能、控制源、情感稳定性等与情感性

教职工的实际流出情况得到佐证（ 见表３） 。

－ ３８ －

有紧密联系的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７］这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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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我们分析影响陕西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

期时， 这种风险会日益凸显， 从而导致民办高校
“ 工

因素提供了参照。可以说， 影响陕西民办高校教师工

资优势”的吸引力逐渐丧失。而我国公办高校教师享

作满意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这里仅重点从民办高

受的是
“ 准公务员”性质的社会保障待遇， 一般而言

校教师的工作特性、组织环境、心理契约类型、个人

是稳定的、长期的。

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探讨。
（ 一） 从工作特性来看， 目前民办高校在就业市
场上仍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

可见， 基于体制的原因， 公办高校教师职业风险
较低， 工作受制度保护程度高， 报酬及福利稳定且较
高； 而民办高校教师职业风险较高， 工作受制度保护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 社会制度等因素将

程度低， 报酬及福利低且不太稳定， 公民办高校教师

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 主要劳动力市

职业存在显著的差异。公民办高校教师的这种
“ 所有

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 工资和

制差别”，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满

待遇较好， 工作条件较好， 就业稳定， 职业过程中晋

意度。

升机会较大， 工作程序有适当的行政管理制度作保

２．民办高校全面薪酬制度尚未建立

证。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 工资待遇低， 就业无保

组织成员在加入组织时， 对组织
“ 全面薪酬”体

障， 工作过程中可能遭到随意克扣和苛严的限制， 晋

系的有无十分关注， 民办高校教师也不例外。所谓全

升机会较少。［８］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民办高校

面
“ 全面薪酬”除了薪资外， 还包括培训发展机会、个

目前显然仍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主要表现在：

人的发展空间， 如是否解决户口、工作条件及弹性工

１．公民办高校教师在体制上存在显著差异

作时间等较为实际的问题（ 见图１） 。组织成员对
“ 全

（ １） 从教师身份上看， 民办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

面薪酬”的关注表明良好的薪酬回报和激励体系是

系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关系。作为民办非

促使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但从目前

企业单位， 民办高校教师的人事关系主要挂靠省劳

民办高校实际的情况来看， 总体而言， 民办高校的全

动厅下设的人才交流中心， 因而走进民办高校意味

面薪酬体系尚未建立。

着教师要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接受学校的选拔 ，
面临同行与自己的竞争， 面临被家长投不信任票， 随
时可能被学校解聘的压力， 职业风险比较高。而在公
办高校， 尽管教师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已经实施， 但总
体而言， 公办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是一种由计划
经济延续而来的行政隶属关系。进入公办高校， 也就
意味着教师可能终生拥有
“ 准公务员”甚至国家干部
身份， 其人事关系挂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并有完整
的人事档案， 职业风险比较低。
（ ２） 从个人发展上看， 尽管国家规定公民办高校
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进修培训、个人评先、人
事调动等方面一律平等， 但实际上， 民办高校教师往
往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

图１

全面薪酬体系

（ ３） 从社会保障机制主要是医疗保险金、养老保

首先， 就内部报酬而言， 由于举办者和决策机构

险金、失业保险金、公积金等
“ 四金”的情况看， 公民

人员的思想局限性， 一些民办高校在选才用才和教

办高校教师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民办高校的优势

学管理中出现了
“ 家族化”
“
、 近亲繁殖”现象， 造成教

之一是可以灵活运用经济杠杆， 对教师实行优教优

职员工很少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决策， 教职员工唯命

酬， 以吸引优秀教师。但高工资并不甘于高保障， 大

是从， 与管理上层之间的有效沟通较少， 工作缺乏主

多数民办高校的教师仍面临缺少社会保障和失业的

动性和创造性， 工作自由和权限较小 ； 同时， 基于办

高风险。尤其当民办高校进入缓慢增长和调整磨合

学成本的考虑， 民办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往往专

－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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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相结合， 甚至以兼职教师为主， 所以总体而言，

群体成员认为外部攻击仅仅是因为组织的存在而引

民办高校专职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工作重复性高、工

起的， 只要放弃或解体就能终止外部攻击， 组织的凝

作的挑战性较小、工作闲暇较少， 从而其工作的兴趣

聚力就可能降低； ⑥以前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组织与

感较低， 工作的满意程度较低。此外， 从教师的个人

不成功的组织相比， 更容易吸引和招聘到新员工； ⑦

成长与发展来看， 由于在制度建设上， 陕西民办高校

有效情绪认同； ⑧组织内部的奖励方式； ⑨ 组织的领

师资培训制度不健全， 教师的培训目前仍处于自发

导方式， 民主型领导方式比专制、放任型领导方式的

状态， 还没有达到自觉状态； 在经费投入上， 陕西民

组织具有更高的凝聚力。由于相比较而言， 成为民办

办高校培训经费投入不足， 供给能力不足， 教师、学

高校教师难度较小， 相当多的民办高校教师规模发

校、政府三者之间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尚未建立； 在

展导向、规模较大， 民办高校发展的外部威胁较多，

培训模式上， 培训观念滞后， 培训内容单一， 教师在

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较小， 民办高校教师有效情绪

［９］

培训过程中缺乏自主性， 培训效率不高。 所以整体

认同较弱， 民主式的领导方式在民办高校中仍然较

而言， 目前陕西民办高校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较少，

少， 民办高校中大多是兼职教师， 同时专职和兼职教

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较小。

师流动性都很大， 所以整体而言， 民办高校组织群体

其次， 就外部报酬而言， 虽然陕西民办高校教师
的薪水或工资即基础报酬可能不低于某些同类型公
办高校， 但学校给予教师的绩效报酬、奖励性报酬
（ 包括资金、利润分配等） 等比较少； 同时， 间接报酬

的凝聚力较低， 民办高校教师荣誉感较低， 从而导致
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较低。
（ 三） 从心理契约类型来看， 教师对民办高校的
心理契约多属交易型或变动型

如保险、服务和额外津贴也较少。以保险金的办理为

社会心理学中的交互关系理论认为， 组织中存

例，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 民办高校教师保险的办理存

在一种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
“ 心理契约”，

在体制劣势； 另一方面， 一些民办高校尚未自觉为学

这种契约是员工—组织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联

校教师办理相关的保险业务，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

系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纽带， 它影响到员工的工

了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作满意感、对组织的情感投入、工作绩效以及员工的

（ 二） 从组织环境来看， 目前民办高校组织文化
建设滞后， 组织凝聚力较低

流动率， 并最终影响到组织目标的达成效果。正是由
于心理契约的存在， 促使员工个体产生对于双方责

大学作为一种松散组织， 其整合机制有三种理

任的认知、对比与信念， 才导致个体对企业组织产生

想化的模型， 即科层机制、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在

不同的承诺方式和程度。 ［１１］罗素（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根据绩

陕西民办高校中， 比较重视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对自

效要求和时间结构两个维度将心理契约划分为四种

身的整合作用， 但对文化机制整合作用重视不够， 从

类型。［１２］时间结构维度指的是雇佣关系的持久程度；

而影响了民办高校的凝聚力， 并进而影响了民办高

绩效要求维度指的是作为雇佣条件的绩效描述的清

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楚程度。根据两个维度划分的心理契约类型如下： 交

组织行为学认为，

［１０］

组织群体凝聚力主要受如

易型、变动型、平衡型、关系型（ 见图２） 。

下因素的影响： ① 组织成员在一起的时间， 如果组织

虽然民办高校教师与学校签有书面合同， 由于

群体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组织的凝聚力相应可能

契约的不完备性， 这一正式契约中没有也不可能反

会增强； ② 加入组织的难度， 加入一个组织越困难，

映出相互责任中的所有内容。而对于正式合同中的

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就可能越强； ③组织的规模， 组织

未尽内容， 则必须依赖教师内心中的隐含契约规则

规模越大， 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困难， 相应

来发挥作用。根据罗素的心理契约类型划分， 从陕西

凝聚力就会减弱； ④组织成员的性别构成， 女性的凝

民办高校的现状来看， 由于大多民办高校与教师的

聚力要高于男性； ⑤外部威胁， 如果组织受到外部攻

雇佣关系持久程度较低， 一般是 ５ 年以下， 所以教师

击， 组织成员的凝聚力会增强， 但如果组织成员认为

对民办高校心理契约多为交易型或变动型。这种心

他们的组织无力应付外部攻击， 群体作为安全之源

理契约类型也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

的重要性就会下降， 凝聚力就很难提高， 另外， 如果

－ ４０ －

（ 四） 从个人价值观来看， 一些民办高校教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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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组织文化（ 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利性强， 综合素质堪忧
部分民办高校教师抱着
“ 打工”心态， 把在民办

化三个方面） 建设， 明确组织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立

工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 而不是一项衷心热爱的

足点、着眼点和重点 ， ［１３］协 调组织内部 的冲突， 建设

事业。与此同时， 他们不太在意从工作本身的参与中

具有自己特色的组织文化， 从而提高民办高校教师

所获得的精神满足， 教师责任感与义务观念淡漠， 缺

的心理契约水平， 增加组织的凝聚力。

乏必要的工作热情和从教兴趣， 缺乏艰苦奋斗的思

一是要创建自由开放的工作氛围， 给予教师足

想准备和奉献精神。这种功利导向的价值倾向往往

够的支持与信任， 丰富教师的工作生活内容， 使教师

容易导致其工作满意度的低下。

能在组织里自由平等地交流。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沟
通系统， 以促进教师间的关系， 增强教师的参与意

绩效要求
具体明确的

不具体明确的

交易型
变动型
特点： 低工作模糊性
特点： 高工作不确定性
高流动率
高不稳定性
短
时
低员工内心承诺
高流动率
的
低身份感
例： 销售旺季临时雇佣的售 例： 处于组织减员或公司购
货人员
并过程中的员工
关系型
平衡型
特点： 高员工内心承诺
特点： 高员工内心承诺
短
高身份感
高情感投入
时
不断开发
高身份感
的
相互支持
稳定性
动态性
例 ： 高 参 与 性 工 作 团 队 中 的 例： 家庭企业中的家庭成员
成员

图２

组织员工的心理契约类型

识， 促进上下级之间的意见交流， 促进工作任务更有
效地传达。
二是要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包括目标追求、基本
信念、办学理念、价值观念、学校精神和处事原则等
方面的建设， 最终达到学校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
统一， 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 三） 走出
“ 家族化”
“
、 近亲繁殖”的误区， 进行管
理机制创新
陕西民办高校要推进学校民主管理， 进行管理
机制创新， 从制度上抵制“ 家族化”
“
、 近亲繁殖”现
象。实施民主管理， 可以营造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
相互关心、支持、理解、配合的心理氛围， 满足教师贡
献、参与、成就的需要， 从而提高教师对学校的工作

可见， 造成目前陕西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

满意度。因而， 民办高校举办者和决策机构人员要建

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体制方面的， 有民办高校方

立法人治理机构， 改进学校管理方式和方法， 提高管

面的原因， 也有民办高校教师自身的因素。这三方面

理水平。符合条件的学校应依法建立工会和教职工

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大会等机构， 重大决策事项提交教职工大会讨论， 广

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泛征求教职员工的意见， 推行校务公开， 扩大教职员

三、提升民办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策略
（ 一） 消除体制性差异， 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民
办高校教师外部发展环境
由上述分析可知， 体制性差异是影响民办高校

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调动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学校
管理的积极性， 为优秀人才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 促
进管理上台阶， 提高教学质量， 为学校发展凝聚人
心， 增强发展动力。
（ 四） 建立健全全面薪酬制度

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 消除体制差异，

一是要重视教师的培训和教师的职业发展。陕

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教师政策

西民办高校一方面应逐步扩充教师数量， 减少专职

法规， 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医疗保险、进修评优、

教师教学以外的工作量， 使教师有时间参加培训； 另

社会保障等方面确保民办高校教师享有与公立高校

一方面应关注教师个体， 切实了解教师的培训需求，

教师同等待遇， 是提高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

帮助确定培训目标， 并提供详细的各类年度进修计

现实而迫切的需要。

划， 并将培训与获得职务晋升、物质与精神奖励、优

（ 二） 重视组织文化建设， 提高教师的心理契约
水平和增加组织凝聚力
陕西民办高校要重视文化机制的整合作用， 大

质待遇等结合起来， 优化教师的培训激励机制， 使教
师有机会、有动力参加培训。［１４］
二是要建立健全外部报酬体系， 关心教师的福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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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待遇。陕西民办高校要积极建立养老、医疗、失业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但从长远来看， 民办教育事业是

保险等基本福利待遇， 把优秀教师的长期利益同学

利国利民的光荣事业， 这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

校的长期利益、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形成利益共同

广大投身民办高校教师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 ， 因

体， 这样不但能建立起教师对学校的信任， 也有助于

此， 民办高校教师应扭转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以高度

消除教师的打工心态， 使他们获得一定的安全感。

的责任心和伟大的奉献精神， 升华自身的从师境界，

（ 五） 大力倡导民办高校教师的奉献精神

自觉提高自身的归属感， 提升工作满意度。
本文系厦门大学
“ ９８５工程”
“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尽管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的各项具体政策措
施还不尽如人意， 民办高校自身机制的改进完善还

体系”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 如笔者 ２００５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陕西受调查专职教师年工资平均为 ２４６８９．３６ 元， 是 ２００６ 年陕西人均城镇居民家庭收支 ９１０４ 元的 ２．７１ 倍。
陕西的数据来源于张艳 ． 北京人均月收入 １８２２．２６ 元居全国首位 ［Ｎ］． 京华时报， ２００６－ ０８－ ２５．
“ 以知识投入为主导， 知识投入与集资参股相结合 ”的教育股份制的办法激励教职工（ 参见： 侯德 富 、曹 秋 苇 ．
② 如广东私立华联大学采用
私立华朕大学对教育股份制的探索 ［Ａ］． 张志义， 李家永编 ． 民办教育的研究与探索 ：民办学校 教 育 国 际 研 讨 会 论 文 集 ［Ｃ］． 北 京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８０－ ８１． 齐齐哈尔东亚学团也采用类似的办法激励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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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 ｃｈ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 ｎｍｅｎｔ ＨＥ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Ｊ 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Ｚｈｏｕ Ｇｕｏｐｉｎｇ
（ Ｑｉｆ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Ｘ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７）

Ａｂｓｔｒ ａｃｔ： 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ｎ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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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Ｉｓ ｉｓ ｐｏｏｒ，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 ｆｏｒｔｈ， ｓｏｍｅ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Ｉｓ ｈａ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 ｄｓ：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Ｅ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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