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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是人们衡量某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

性的内心尺度，是个人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是个体

人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其职业选择和职

业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1]。随着个性鲜明的 80、90
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如何更好地了解不同属代员工

的工作价值观及其差异，从而实现对他们的良性管

理，在国内成为一个热点问题[2，3]。国内外大量研究

证实，工作价值观与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敬业

度、工作满意度、职业生涯发展等有着密切的联系[4-

15]。因此，当前对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进行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s）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的西方，国外学者们提出了对于工作价值观的不同

定义。在已有的定义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侧

重于从需求层面或侧重于从判断标准层面来界定工

作价值观[16]。从需求层面进行界定的，如Super提出

工作价值观是个体所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的表

述，是个体的内在需要及其从事活动时所追求的工

作特质或属性[17]。Schwartz指出工作价值观是更一

般的个体价值观在职业生活中的表现，是指人们通

过工作而期望达到的目标或取得的报酬[18]。而从判

断标准层面来界定工作价值观的,如Elizur认为工作

价值观是人们看待某种工作结果的重要性程度[19]。

国内研究者对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主要始于 20世纪

末，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定义是：宁维卫认为

时间视角下的工作价值观量表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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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适用于从时间视角来考察的工作价值观量表，并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方法：基于前期对不

同属代、职业被试的开放式访谈的内容分析结果，确定工作价值观的类目：自我发展、职业魅力、薪酬福利、地位威

望、利他价值、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维护共8大类42子类，在此基础上初步编制工作价值观量表。结果：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可提取5个因子，分别是压力小、内在价值、社会地位、外在价值、家庭与生活。信度检验提

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稳定性。效度检验提示该量表具有较合理的结构和效标效度。结论：本研

究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结构清晰，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因子既能很好地反映不同代际、不同生涯发展阶段

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全貌，又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从时间视角来评估工作价值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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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是人生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反映，是

人们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20]。余华

和黄希庭认为工作价值观是人们衡量某种职业的优

劣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并为其职业选择和职业行

为提供充分的理由[1]。霍娜和李超平认为工作价值

观是超越具体情境，引导个体对与工作相关的行为

与事件进行选择与评价，指向希望达到的状态与行

为的一些重要性程度不同的观念与信仰[21]。可以看

出，国内学者的定义整体倾向于对需求层面和判断

标准层面进行整合以概括工作价值观的所有本质，

即从工作满足个体需求的判断标准层面来界定工作

价值观。

工作价值观是一个动态的构念，随着时代的变

迁、社会的发展，个体的工作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改

变。仅回顾国内以往针对大学生工作价值观的研究

就可发现，不同年代的大学生的工作价值观有着明

显的差异[22-25]。国内李万县等人较早对工作价值观

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员工工作价值观

的总体特征是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成熟的[26]。国外

学者Cogin通过跨文化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

了文化和个体成长阶段的条件下，工作价值观的代

际差异仍然存在 [27]。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

入，近几年来国内研究者对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越

来越重视[2，3，28]，但还少有学者意识到随着个人职业

生涯的发展，个体的工作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改

变。工作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

程。而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的时间性原理”，

个体的生命发展历程和所处时代的历史位置及在其

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

重要的影响[29]。因此，社会变迁和个人生涯发展对

不同代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考察员工之间的工作价值观差异时，应该把二者都

考虑进去。刘凤香提出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影

响着个体的工作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

较为全面的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形成模型，但没

有对工作价值观的动态发展进行深入研究[30]。孟冉

也关注到了工作时间对于工作价值观的影响，但并

未进行系统的研究[11]。从 Sinha和 Srivastava的研究

中也可以发现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工作价值观会有

所不同，职业探索阶段的员工比建立和维持阶段的

员工对经济回报有着相对较低的需求[31]。这些研究

都说明个人生涯发展会对工作价值观产生影响。虽

然有研究者在考察员工的年龄和任期与文化取向之

间的关系时[32]，初步综合了代际与生涯发展两个因

素的影响，但其研究重心在文化取向这一宽泛的变

量上，没有集中到工作价值观上来。

对于工作价值观的测量，国外已有学者开发出

几套影响较大，使用较广的工作价值观量表：Super
于 1970年提出的工作价值观测量量表（WVI）及其

后 Zytowski于 2006对之进行修订后的版本（WVI-
R）；Manhardt于1972年针对大学生编制的工作价值

观调查表及其后Meyer，Irving和Allen于 1998年对

其修订后的版本 [21]。而国内学者宁维卫 [20]，凌文辁
[33]，倪陈明[34]，秦启文[35]，侯烜方等[36]在各自的研究中

或引进修订，或自主开发了适用于国内的工作价值

观量表，使得国内对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得以开展

与深入。这些问卷的编制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从上往下式，以有关理论为基础进行问卷建

构；一种是从下往上式，以开放式问卷调查为基础进

行问卷建构。但是在以往的问卷建构过程中，大多

数学者没有考虑到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和生涯发

展阶段差异，他们在开放式问卷调查过程中往往只

是静态地调查单一群体的工作价值观，因此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量表也难以测量到不同代员工工作价值

观的差异及其变化。而陈坚在关注工作价值观代际

发展的研究中[37]，虽然在建立工作价值观问卷时考

虑到了新生代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差异性，但是并没

有全面考察不同代员工的工作价值观，而且忽视了

个体生涯发展阶段对工作价值观的影响。鉴于此，

在本文的前期研究中，针对不同属代、不同职业员工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工作价值观进行了开放式问

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建构，为从时间视角

动态地考察随着社会变迁和个人的生涯发展与变

化，工作价值观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奠定基础。

本研究将在前期质的研究基础上，建立适用于

从时间视角来动态考察工作价值观的量表，对其信

效度做初步检验。

1 方 法

1.1 问卷框架及条目的编制过程

在前期质的研究中，对不同属代的调查对象进

行开放式深度访谈，询问他们过去、现在、将来选择

职业时所考虑的因素，根据深度访谈中所获得的分

析单元确立初步反应类目[38，39]。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构建问卷框架。

条目来源：参考国内外有关问卷中的条目[33，37，40，

41]，共获得初始条目61条。61个条目中，自我发展7
条、职业魅力22条、薪酬福利9条、地位威望7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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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价值 4条、社会关系 3条、人际关系 4条和家庭维

护5条。

1.2 研究工具

1.2.1 组织公民行为量表（Organizational Citizen⁃
ship Behavior Scale） 由 Organ 编制，樊景立修订
[42]。包括认同组织、协助同事、人际和睦、公私分明、

敬业守法5个维度共20道题目。采用7级评分法。

1.2.2 组织承诺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cale） 由李华修订[43]。包括情感承诺、持续承诺、

规范承诺3个维度共17道题目。采用5级评分法。

1.2.3 敬业度问卷(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由

Kahn与May编制，冷媚修订[44]。包括工作敬业度、组

织敬业度2个维度共8道题目。采用5级评分法。

1.2.4 工作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由卢嘉与时勘编制[45]。包括对领导行为、管理措施、

工作回报、团体合作、工作激励的满意度5个维度共

65道题目。采用5级评分法。

1.3 取样与施测

1.3.1 取样 根据被试出生年份、所属代、单位性

质、性别等变量采取分层按比例抽样方法进行取

样。并通过以下标准挑选废卷：①在效度题上得分

低于 4；②超过 10%的项目没有作答；③明显乱答

（如有规律作答）。

1.3.2 施测 为了使评定更加客观有效，对不同被

试采用不同施测方式：团体施测（被试自行阅读条目

并作答）和个别施测（对自行阅读有困难的被试）。

评定时间一般需15-20分钟左右。

1.4 数据处理

釆取 SPSS19.0和AMOS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分析和处理。

2 结 果

2.1 项目筛选

按总分排序，以上下27%分组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以考察项目的区分度，项目分析的结果显示，所

有项目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编制的初始题目都

具有良好的鉴别力。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957人。其中男631人，女

304人（性别信息缺失22人）。大学生14人，科教技

术127人，公务员587人，企业员工162人，其他63人
（单位性质信息缺失4人）。60年代171人，70-80年
代587人，90年代175人（年代信息缺失24人）。

采用主成分因素提取法，最大方差正交旋转，以

61个初始条目为分析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aiser-Meyer-Olkin（KMO）度量值=0.943，Bartlett 球
度检验近似卡方值=23293.965，df=1830，P<0.001。
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素提取标准，结果得到10个因

子，解释总方差 56.580%。参考碎石图发现，提取 5
个因子较为适宜，因此限定抽取 5个因子。根据共

同度小于0.3、因素载荷小于0.4，或者在两个以上因

素上有同等负荷（负荷值之差小于 0.2）的条目予以

删除的标准逐步删除条目。最后得到由 38个条目

构成的 5因子结构，5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51.47%。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详见表1。
根据各因子条目内容，对各因子命名如下：

因子1：10个项目，内容主要反映工作强度和要

求不高，工作难度符合自己的能力，竞争性小，岗位

稳定、工作内容较固定，总体上反映工作轻松、压力

不大。因此命名为“压力小”。因子 2：8个项目，内

容主要涉及工作有利于实现个人潜能、创造力和想

象力，有助于个人心智成长以及实现个人抱负，或者

工作符合个人兴趣和才情，总体上反映工作对个体

具有内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因此命名为“内在价

值”。因子3：7个项目，内容涉及受人尊重、有面子、

有地位，家人朋友欣赏重视等，反映工作的社会地位

和威望。因此命名为“社会地位”。因子 4：7个项

目，内容主要与奖惩、薪酬、福利、晋升等有关，反映

工作的外在激励和回报，因此命名为“外在价值”。

因子 5：6个项目，内容涉及工作环境或性质便于照

顾家人、孩子教育、亲人相处、生活休闲等，反映工作

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因此命名为“家庭与生活”。

表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2.3 信度分析

2.3.1 内部一致性信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样本

同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工作价值观量表各因子的

Cronbach α系数见表 2。表 2数据显示，各因子的α
系数均超过或接近0.80。
2.3.2 重测信度 重测样本 56人。其中男 29人，

女 27人。大学生 47人，科教技术 2人，其他 7人。

70-80年代10人，90年代46人。无工作经验48人，

有工作经验（1-5年）8人。间隔 2周后重测工作价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特征值

5.043
4.451
3.652
3.27
3.144

解释方差（%）

13.27
11.71
9.61
8.6
8.27

累积解释方差（%）

13.27
24.98
34.59
43.2
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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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量表，前后两次测验结果列于表 2。经 t检验，

各因子分前测与后测均无显著差异，前、后测得分的

相关系数在0.626～0.806之间。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α系数

0.870
0.834
0.839
0.811
0.799

前测

31.57±5.352
30.80±4.279
23.19±4.412
29.13±2.495
22.68±3.009

后测

32.14±5.337
29.67±4.472
23.35±4.609
28.31±2.546
22.80±2.857

t
-0.992
3.064

-0.406
2.745

-0.399

P
0.325
0.003
0.686
0.008
0.691

r
0.675**
0.806**
0.786**
0.626**
0.682**

表2 工作价值观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注：*P<0.01
2.4 效度分析

2.4.1 各因子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各因子之

间呈低至中度显著相关。其中“压力小”与“内在价

值”和“外在价值”相关较低，而与“社会地位”和“家

庭与生活”相关较高。见表3。
表3 工作价值观量表各因子之间相关系数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4.2 效标效度 分别计算工作价值观量表各因

子得分与组织公民行为问卷、组织承诺问卷、敬业度

问卷、工作满意度问卷评定结果的相关系数，结果见

表4—表7。
表 4结果显示，作价值观内在价值因子与组织

公民行为的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并与其中的认同

组织、协助同事、敬业守法相关较高；工作价值观的

外在价值因子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认同组织、协助同

事、人际和睦、敬业守法显著正相关；工作价值观的

压力小因子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各因子呈显著负相

关；工作价值观的社会地位、家庭与生活因子与组织

公民行为的各因子无显著相关。

表 5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和外在

价值因子与组织承诺的情感承诺、持续承诺、规范承

诺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内在价值因子与组织承诺

各因子相关高于外在价值因子与组织承诺各因子的

相关；工作价值观的社会地位因子与组织承诺也有

一定的正相关；工作价值的压力小和家庭与生活因

子与组织承诺基本上无显著相关。

表 6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和外在

价值因子与敬业度问卷的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均呈

显著正相关，其中内在价值因子与敬业度的相关更

高。工作价值观的其他因子与敬业度相关不显著。

表4 工作价值观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系数(n=939)

注：**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下同。

表5 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承诺的相关系数(n=934)

表6 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敬业度的相关系数(n=952)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压力小

1
0.289**
0.604**
0.283**
0.557**

内在价值

1
0.424**
0.528**
0.341**

社会地位

1
0.443**
0.515**

外在价值

1
0.495**

家庭与生活

1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认同组织

-0.068*
0.347**
0.020
0.223**
0.057

协助同事

-0.072*
0.315**
0.022
0.229**
0.062

人际和睦

-0.126**
0.066*

-0.034
0.106**
0.018

公私分明

-0.123**
0.116**

-0.038
0.055

-0.022

敬业守法

-0.107**
0.330**

-0.006
0.193**
0.001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情感承诺

0.017
0.325**
0.081*
0.131**
0.034

持续承诺

0.114**
0.263**
0.140**
0.150**
0.081*

规范承诺

0.023
0.287**
0.041
0.139**

-0.006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工作敬业

-0.086**
0.336**
0.015
0.179**
0.005

组织敬业

-0.051
0.336**
0.030
0.146**
0.020

压力小

内在价值

社会地位

外在价值

家庭与生活

对领导行为的满意度

0.046
0.351**
0.097**
0.134**
0.050

对管理措施的满意度

0.050
0.353**
0.074*
0.114**
0.030

对工作回报的满意度

0.035
0.296**
0.041
0.045

-0.008

对团体合作的满意度

0.017
0.359**
0.058
0.153**
0.043

对工作激励的满意度

0.020
0.398**
0.086**
0.143**
0.013

表7 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n=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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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结果显示，工作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因子与

工作满意度各因子均呈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而

工作价值观其他因子与工作满意度无明显相关或者

仅有微弱的正相关。

3 讨 论

3.1 工作价值观量表的结构

本研究旨在编制一套适用于从时间视角下动态

考察工作价值观的量表。根据前期质性研究中内容

分析得到的8大类42子类建立问卷结构，确定了61
条目的初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一个5因素

结构：压力小、内在价值、社会地位、外在价值和家庭

与生活。从内容上看，该问卷形成的 5因素是有其

理论基础和以往研究的支持的，而且既能很好地反

映不同代际、生涯发展阶段的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全

貌，也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差异。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划分自从赫兹伯格于

1951年提出来之后[46]，在工作价值观研究领域中就

一直得到广泛性的认可[37]。内在价值，指与工作本

身性质有关的一些因素，如工作意义、工作兴趣等；

外在工作价值，指与工作本身性质无关的一些因素，

如工作报酬、工作地位等。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借

鉴使用了这一划分方法[25，36，47]，即或是具体的名称不

一样，或者是划分标准拆分得更细，但其内、外价值

划分的实质仍然一样。因此，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可以说是工作价值观的应有之意。同时，内在价值

与外在价值也能体现出不同代际、不同生涯发展阶

段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差异。有研究发现，工作价值

观的内在价值和外在酬劳随着代发展而上升 [37]。

Sinisalo针对年轻人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也发现，自我

实现价值观的被重视程度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

此外，处在职业探索期和建立早期的员工，经济基础

比较薄弱，往往更为重视物质报酬等外在价值；而处

于职业稳定期的员工，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则更为期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组织作更多的贡献，

因为会更加注重工作的内在价值[30]。

社会地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以及他人尊

重的来源，理应成为工作价值观的一部分，这与很多

研究结果一致[25，33，40]。有研究认为，工作的主体价值

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满足人享

受和发展的需要、满足人社会性的需要以及满足追

求个人自由、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48]。而对工

作价值中社会地位的重视，也存在着代际差异和生

涯差异。霍娜和李超平认为从90年代开始，大学生

已经逐步关注企业的社会地位[21]。前期研究中也证

明，较年轻的一代更为看重社会地位等择业要素。

近些年来兴起的公务员热，也可以部分归因于人们

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虽然目前还没相关的实证研

究证明，处于不同生涯发展阶段的员工对工作的社

会地位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但是根据Super对职

业生涯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预测个体在职业探索

期，由于职业方向还处于混乱状态，择业时主要关注

人-职匹配度、工作报酬等因素；而在过渡到职业建

立期后，明确了职业方向，才开始注重工作的社会地

位；在职业维持期，可以说个体在工作中获得的社会

地位达到了顶峰，因此，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视又会降

低。

家庭与生活也成为了当下工作价值观中的一部

分。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差序格局”[49]，强调家

和家人在中国人心中永远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一特点必然会反映在个体进行职业选择和行动的

考虑之中；王正绪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

的发展,中国社会也逐步从“现代主义价值观”(如物

质、成就、权威等“进取”价值)转向“后现代主义价值

观”(个人价值、自我享受、自我表达等“幸福”价值) ，
价值观的这种转变,也将体现为工作价值观中“工作

中心化”的下降,“工作生活平衡化”的提升[50]。对家

庭与生活的重视，也体现在近些年来人们工作生活

平衡意识的觉醒。陈坚2012年针对解放一代、文革

一代和改革一代的价值观进行横断实证研究，发现

解放一代和文革一代更加重视工作的休闲自由，而

改革一代对休闲自由的重视程度反而相对较低[37]。

虽然看似与当代员工更加重视休闲自由的实际情况

不符，但由于这项研究是横断研究，因此解放一代和

文革一代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后期，而改革一代处

于职业生涯中期，正是积极进取的黄金阶段。所以，

其实该研究结果反映的是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个

体对于休闲自由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同时，该研

究的质性研究部分也表明，解放一代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以工作为生活，不懂得享受；而文革一代则开

始注重工作生活的平衡；改革一代则将工作视为实

现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因此而更加注重自由时

间。这就反映了不同代际对于家庭与生活的重视程

度的差异。

而在工作中对压力小的追求，则是出自对社会

现实的反应。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转变，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

的激烈的竞争，因此人们对工作的选择也开始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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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定性、竞争小等压力类因素。因此可以说，中

国当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使得对工作压力小的重视

成为当代员工的重要特征。压力小在之前的研究中

几乎没有出现在工作价值观的结构当中，这可能因

为是很多研究者把工作压力单独作为一个变量看

待，并对工作价值观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 [51，52]，而这些研究均发现了工作价值观与工作

压力之间的显著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

作压力可以作为工作价值观的一部分存在。

3.2 工作价值观量表的信效度

从统计结果上看，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各因子的α系数均超过或接近0.80，说明量表各因子

的内部一致性很高。各因子前、后测得分的相关系

数在 0.626～0.806之间，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

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跨时间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

工作价值观各因子间呈低至中度显著相关，说

明工作价值观各因子测量的内容既有共同成分，又

各有区别，表明该问卷结构合理。各分量表既反映

了工作价值观的共同特点，又可分别测量工作价值

观的不同侧面，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本研究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敬业度、工

作满意度等四种工作价值观的后果变量，作为效标

对工作价值观量表的效度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很多

学者对工作价值观与这些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做了

大量研究：商晓萌，姚振东和唐莘尧等人的研究都发

现工作价值观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5-

7]。孟润堂等研究发现护士愈重视认知型价值观，其

组织承诺愈高 [8]；肖静等还发现农民工对舒适和安

全、能力和成长以及地位和独立的期望越高，其组织

承诺也会越高[9]。翁朝葵针对高校行政人员的研究

发现，越重视工作中的内在价值，其敬业度越高[10]。

孟冉与曾菲的研究也都发现了工作价值观与敬业度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1-12]。胡翔针对新生代员工的

研究[13]、刘昕等针对我国公务员群体的研究[14]、张建

人等针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研究，都发现他们的工作

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15]。可以看出，

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工作价值观均与组织公民行

为、组织承诺、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有着显著的相关

性。因此可以说，工作价值观是组织公民行为、组织

承诺、敬业度、工作满意度的一个有效预测指标。而

本研究结果表明，工作价值观与组织公民行为、组织

承诺、敬业度、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说明

本研究所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具有较高的效标关

联效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结构

清晰，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评估从时间

视角考察工作价值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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