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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从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层级以及收入状况5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得出:独立

学院中行政管理人员自身的性格、需求、角色、现实方面,独立学院管理组织的机制体制与管理模式、工

作压力与人员流动、工作认同与职称提升、晋升空间与考核机制以及当今社会对独立学院的影响使得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发展无出路、地位不平等、保障不到位,进而使学院中行政管理工作者产生职

业疲惫和倦怠等问题。笔者针对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出现的职业倦怠的原因,从个人科学谋划职业

成长、积极投身于高等教育,实行“五个坚持”、促进学院健康发展两个方面提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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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教育”

方向发展,使我国的教育财政背负着沉重的包

袱,多数公办高校的招生数量已超过自身可负

担的水平。为缓解财政压力,解决人们对高等

教育的需求,独立学院应运而生,并切实有效

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独立学院是利用社会资

金创办的本科层次高校,属公益性事业。独立

学院一味地追求收益和规模,大量吸收硕、博

学历研究生及教授,对学校管理者提出越来越

高的要求。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是教师与

学生的服务者,肩负着学院教育工作在决策、

实行、协调以及控制环节高效运转的重任。然

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变化,长期单调的事务性

工作、狭窄的上升空间、较低的工资待遇以及

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使行政管理人员对工作

产生厌倦、成就感低等不良情绪,这意味着职

业倦怠到来。这一现象会影响管理人员自身

健康、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学院的发展。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当下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普遍存在职

业倦怠现象,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层次、

收入状况不同的行政管理人员表现的职业倦

怠程度不同。文章通过采用调查问卷及访谈

的方式,面向国内50所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

人员共发放了500份问卷,收回的有效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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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为487份,回收率为97.4%。调查样本比例

均衡、涉及面广、针对性强,且问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笔者将问卷数据录入计算机后,进

行了统计分析。

二、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

怠现状及分析

(一)性别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统计显示,女性群体比男性群体更加容易

出现职业倦怠情况。本次调查中女性出现职

业倦怠的有275人,男性有173人。由图1可

知:女性职业倦怠出现的比例高达61.38%,比

男性高出22.76个百分点。根据以往观念,女

性管理人员较男性管理人员来说更仔细认真,

所以在管理岗位上女性职业倦怠占主体部分。

然而女性因为自身的生理、心理因素,面对高

压高负荷的工作,易产生疲劳、心情烦躁、情绪

低落的状况,甚至出现头晕、恶心、头痛等生理

紧张或者高血压等生理失调症状。长时间工

作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进而注意力分散、心力

交瘁。相对而言,男性管理工作者经常参加各

种体育活动,自我调节能力较强,从而更加成

熟稳重、遇事冷静、客观理性、主动性强,出现

职业倦怠的现象较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是家庭生活,女性在承担繁琐的家庭事务的

同时,还要在职场上同男性一起竞争,必将使

她们产生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长时

间面对这样的压力,女性工作者会出现十分严

峻的情感衰竭的状况,进而引发职业倦怠。

图1 性别不同职业倦怠状况(%)

(二)年龄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青壮年时期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更加突

出。图2显示:26—35周岁时期职业倦怠现象

高达44.20%,并且成为出现职业倦怠的一个

临界点。低于25周岁以下的群体出现职业倦

怠现象占到了近16.74%,36—40周岁工作者

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比例约为25.89%,41岁

以上出现职业倦怠的现象仅占13.17%,年龄

的不断增长使职业倦怠现象不断降低。具体

来说,35周岁以上的工作者较35周岁以下工

作者而言,工作经历丰富,对各个方面非常熟

练,不容易产生疲倦感,此时他们家庭负担小,

职业倦怠感要低于他人。而26—35周岁正处

于青壮年工作者,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处于工

作上升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工作中去,与此同时结婚生子,家庭的负担也

在慢慢加剧。这样双重负担会使刚步入岗位

的人们出现职业倦怠现象。

图2 年龄不同职业倦怠状况

(三)工作年限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工作4—6年成为职业倦怠出现的高峰

期。图3显示:工作1—3年有93人,占比

20.76%;工作4—6年有206人,占比45.98%;

工作7—9年有85人,占比18.97%;工作10
年以上有64人,占比14.29%。工作年限存

在差别也会使职业倦怠存在差异,一般10年

是一个高峰期。但是由于独立院校成立时间

较短,管理模式企业化,进而工作的压力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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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不断加大,因此职业倦怠现象提高到了

4—6年。工作6年以后,一些简单的事务性

的工作将会交给年轻人做,职业倦怠感会降

低。而工作4—6年出现职业倦怠的人数占

到总人数近45.98%。这个时期,职务职称的

晋升、家庭负担的加剧使职业倦怠达到一个

顶峰。

图3 工作年限不同职业倦怠状况

(四)学历层级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研究生文凭的职员出现职业倦怠现象的

比率较大。图4显示:收回出现职业倦怠情况

的问卷中,专科学历82人,占比18.30%;本科

学历136人,占比30.36%;硕士研究生学历

230份,占比51.34%。学历的差别也是职业倦

怠出现的一个方面。独立学院为了降低工作

人员的聘用成本,也会聘用一些优秀的专科生

到学院工作。专科学历工作者相对本科、硕士

研究生学历工作者来说,较年轻,更有积极工

作的动力与冲劲,出现职业倦怠的比例相对较

低。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工作者占到了一半

以上,由于他们受教育的时间比专科生、本科

生长,花费了较多的精力与财力。相对于他们

而言,他们期望的是有高回报的工作。在实际

工作中,工作繁琐,压力大并且收入不高,这些

因素使研究生学历的工作者快速地出现职业

倦怠现象。

图4 学历层级不同职业倦怠状况

(五)收入状况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由于各学院实行薪资保密制度,很多工作

人员不愿透露太多信息。笔者通过访谈发现,

中等收入的行政管理人员易出现低成就感。

中等收入人员与同年龄阶段的人相比,工作初

期,生活负担小,收入还算可观。他们随着年

龄以及工作年限的增长,家庭负担加重,对经

济更加敏感。

总体来看,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中,职业倦

怠的产生会使工作者表现出工作热情不高、工

作办事效率低下、身体素质降低、精神状态不

佳等一系列问题。

三、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

怠的原因分析

引起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产生职业倦

怠的原因有多种,笔者运用调查访谈等方式,

从人员自身、管理组织、社会影响几个方面进

行分析。

(一)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自身因素

1.个人性格因素

人的性格特征属于人格特征里的一种,

有些行政管理人员性格温和,做事沉稳有耐

心,不急不躁。有些管理人员性格急躁、易

怒、好竞争或者有极端倾向。他们因性格差

异,对事情的抗压程度也不同。忙乱繁琐的

工作状态、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紧张持续的

工作压力、加上性格特征的弱点和心理疏导

的缺失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独立学院行政

管理人员由于长期的进行枯燥繁杂的工作,

会出现失眠或者其他一系列的心理不健康的

状况,严重的时 候 可 能 会 引 起 不 理 性 的 行

为[1]。在这样的情形下,行政管理人员容易

产生职业倦怠现象。

2.个人需求因素

如图5所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独立

学院行政人员主要从事学院日常的各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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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务,满足了基本的生理、安全、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但是满足自我实现方面会变得很困

难[2]。年轻的工作者要比年老的工作者对于

尊重与实现自我价值需求更多。年轻的工作

者步入工作中,急于想要得到认可与尊重,同

时希望实现自身抱负与价值。但是长期的行

政管理工作会使工作者觉得工作乏味、枯燥,

产生疲惫感,从而使他们思维不敏捷、自我评

价差、认为工作无意义、个人成就感低,进而加

速职业倦怠。

图5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3.个人角色因素

由于就业压力的加剧,不少大学生一毕业

就选择到高校做行政工作,会因从学生的角色

转换到行政管理人员的角色过程中出现心理

反差。学校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引

起失落与厌倦,从而引发职业疲倦。职业规划

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规划得不合理或者

无规划造成的。有一些管理人员可能过分地

夸大了自己的能力或者不客观地评价自己,对

自己的期望过高,职业倦怠悄然而至。

4.个人现实因素

一些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刚从高等

教育中步入工作,他们拥有新的想法、新的眼

界、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他们拥有这些优点,

但工作经验不足,这会让他们不能正确客观地

评判与选择工作内容、工作属性与工作环境。

他们会将工作的一系列情况想象得太过理想

化、太过美好。当真正进入到工作中时,他们

会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异[3]。他们带着这种

失落感工作,初期会影响心情,后期会将这种

情绪衍生到工作中,使工作效率降低,从而产

生自我认知的挫败与困惑感,渐渐出现职业

倦怠。

(二)独立学院管理组织因素

1.机制体制与管理模式

独立学院是由公办大学与企业等社会组

织创办的,采取 董 事 会 领 导 下 的 院 长 负 责

制[4]。办学时间短,导致管理体制还不完善。

不健全的管理模式与工作本身的属性加在一

起,加速了员工的职业倦怠感。独立学院中

行政管理人员属于管理岗,与教师的薪资标

准还存在一些差距。教师的薪资中有一部分

是自己的超额代课费。而行政管理人员没有

这一福利。行政管理人员工作多年后,职位、

职称和薪资没有明显提升而产生厌倦。

2.工作压力与人员流动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工作量大、要求

严、强度高,用人性质是民办机制,这导致人员

流动现象频频发生。能岗匹配理论指出,工作

者的工作能力与实际岗位的要求要合理严格

地匹配[5]。行政管理人员长时间地从事繁琐

复杂的行政类管理工作,会使职业倦怠现象迅

速滋生。每天面对重复、枯燥、没有新意、看不

到发展空间的工作,人的心情会渐渐郁闷,心

理会出现各种问题,从而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

的事情。

3.工作认同与职称提升

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不少硕士、博士

在求职教师岗位的过程中无果而转向行政管

理岗位。学院重视教师学历的提高,不断鼓励

教师进行学历提升、职称评定,提供各种培训

交流学习的机会。然而行政管理人员并没有

过多的机会。可是行政管理人员都想追求高

职称,热衷于教书育人,有些认为自己每天重

复工作,想提升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改变

自己的现状。两者之间的差异,致使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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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逐渐出现职业倦怠。

4.晋升空间与考核激励

晋升是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积极主动性的

一条重要途径。独立学院行政管理领导岗位

空缺少,如果不是退休、生病或极其特殊的原

因是不会有空缺。即使有空缺,竞争也相当激

烈,机会渺茫。这样的情形,加剧了职业倦怠

的出现。绩效考核与激励制度相互依存,相辅

相成[6]。绩效考核是基础,是激励的依据。激

励制度是考核的一种体现。学院采取企业式

管理模式,成立时间短,绩效考核这一机制还

不够完善,存在一定问题。切实有效的激励会

从侧面改变人们的工作态度,是提升实际工作

效率的好方法。匮乏激励机制将会加速职业

疲倦懈怠。

(三)当今社会的影响因素

1.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发展无出路

独立学院资方以营利为目的,没有把重心

放在学校发展上,因此对学院的重视程度不

够,对学院中的行政管理人员更不够重视,认

为行政的工作简单单调,人人能做,人人会

做[7]。管理工作者工作5年是这样,工作10

年甚至20年都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学院对

于行政管理人员职位、薪资等方面的提升需求

不尊重、不认可。整个社会对于这一职位的不

重视,使行政管理人员失落迷茫无助,会引发

巨大的职业倦怠。

2.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地位不平等

社会的进步、国家资源配置转变,对学院

的行政管理人员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然而

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社会地位。就内部而言,社

会明显重视教师,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

而对于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重视度低,其社会

地位也明显低于教师。就外部而言,与公办院

校中的行政管理人员相比,独立学院对行政管

理人员重视度低、认同感低,行政管理人员社

会地位较低。不被重视、不被认同、地位不平

等都将引起职业倦怠的出现。

3.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保障不到位

独立学院中的工资由学院独立支出,在

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与公办院校存在一定差

距。公办院校工作是由国家财政支出,管理

人员社会保障这一部分具体办法由国家统一

规定。有些独立学院为了节省成本,管理人

员只有“三险一金”或者没有住房公积金,并

且在缴纳过程中实行最低标准缴纳,管理人

员在退休后的保障极低,甚至不能解决基本

生活问题。因此,独立学院中行政管理人员

社会保障制度不规范、不到位也是引起职业

倦怠的一个因素。

四、缓解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

业倦怠的有效措施

(一)个人科学谋划职业成长,积极投身

于高等教育事业

1.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促进健康心态成长

行政管理职员在生活中要尝试多与他人

进行交流。沟通是缓解人各种心理问题的一

种方式。合理的沟通,可以与同事建立良好的

人际交往,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独立学院行

政管理工作者应该改变从前消极的态度,保持

良好的心态,以轻松的心态积极工作。

2.培养良好兴趣爱好,合理缓解工作压力

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出现不好的情绪

也很正常,但是当这种情绪出现时,要学会合

理发泄。与家人、朋友倾诉,或者听歌唱歌,进

行一些娱乐性活动。行政管理人员采取正确

的方法,将不好的情绪宣泄出来,以一个新的

面貌进入工作中去。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良药,

比如读书、下棋、画画、跑步、爬山等,可合理调

节工作和生活。

3.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加强教育服务意识

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之余,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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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断加强学习,增强知识储存量。学院

行政管理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岗位属性与职

责,正确认识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增强自己

工作的各种服务意识。学院中的行政工作是

纽带,连接着校方、教师与学生。管理人员要

时刻明确职责,不停地更新观念,吸取优秀的

思维理念,提高工作效率。

4.科学制定职业规划,正确全面评价自己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在制定职业生涯

成长的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全面、合理、科学

地认识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属性与工作环境

等,客观地分析问题,认真考虑是不是自己期

待的工作;其次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工作方

向,客观地评价自己,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的

能力规划未来;最后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不

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在工作中都客观地评价

自己。

(二)实行“五个坚持”,促进学院健康

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院健康发展

校方不仅要重视教师与学生,也要重视

行政管理工人员。学院要坚持以人为本[8],

可以通过成立工会组织,来促使学院行政管

理人员积极参加民主管理活动、有效地发挥

作用、不断的提高认同。学院要以员工为根

本出发点,在安排工作岗位之前,可以先对员

工进行一个性格、情绪、能力等多方面的了

解,合理安排岗位,减少职业倦怠的出现。学

校本身就是一个陶冶人、使人向上的地方。

对于职员来说,日常办理工作的环境也十分

必要。办公环境脏乱,非常容易引起员工的

反感。因此办公环境舒适整洁、员工之间关

系和谐,是有效缓解员工职业倦怠感的方式。

心理健康是人身心健康之一,虽然大部分独

立学院成立心理咨询部门,但是真正能够解

决心理不良情绪的少之又少。不少人觉得去

心理健康中心就是承认自己有病,这种不正

确的认识以及学院的不更正不重视使心理健

康中心没有发挥最大效能。学院应该调整人

们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健全学院心理评估咨

询机制,抓起心理这一大分支,促进他发挥最

大效能,降低职业倦怠的几率。

2.坚持高薪留人,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学院要提高薪资福利待遇,完善保障体

系,如通过表彰的形式,提高管理人员工作的

主动性,减少职业倦怠现象的出现。在这一方

面,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做得非常好。该学

院成立“优秀教职工百万基金”,于每年教师节

召开表彰大会,2016年的百万基金表彰大会

上,基层管理人员获表彰的人数占到了表彰总

人数的近1/3。通过百万基金表彰大会,来实

现高薪留人、感情留人、事业成就人的用人理

念值得其他独立学院学习。学院要不断改进

绩效考核[9],科学合理,全面思量各种成因,做

到八面玲珑。评估形式要多样化,评估过程要

公开透明。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可降低职业倦

怠出现的概率。学院中的行政管理岗位不被

重视,工资待遇都比较低。在学院中参加管理

岗位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年轻人,生活压力重

大。工作中他们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多,责任

大,而待遇低,这些都会引发疲倦。合理的激

励制度十分必要。激励分为精神层面和物质

层面,学院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全面高效

的激励制度,减缓职业倦怠。

3.坚持教育培养,开拓广泛晋升渠道

晋升是对自己辛勤努力的回报,更是对自

己工作能力的认可。学院可以改变旧的晋升

思路,尝试采用新的晋升渠道。职位晋升可以

跨越层级,提拔有能力、有才能、能够与这份工

作十分契合的人。不再按层级提升,使这些有

理想、有能力的员工有一个开阔的晋升空间,

这可激发员工的斗志,有效地缓解工作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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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提升也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体系,促使员

工为了提高经济能力而努力工作。建立合理

的晋升渠道十分重要[10]。学院要创造更多更

好的培训机会,鼓励员工参加继续教育。经济

在不断发展,思想在不断更进,管理工作的要

求更加专业严格。因此,学院要鼓励工作者进

行培训,学习新的模式,促进学院健康。如将

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培养计划加入到教师培养

计划之中,建立健全培训体系,使其与其他员

工一样享有培训机会参加研修,鼓励挂职培训

等。工作者在学到新知识、将自己提升一个高

度的同时,也会将这种先进的思想带入工作,

这有利于开展工作、提升工作技能、促进学院

发展。

4.坚持依法治校,建立完善管理制度

独立学院应完善优化学院内部的管理模

式、管理体系,增强其管理的灵活性与高效

性。独立 学 院 应 建 立 完 善 的 学 院 管 理 制

度[19],依法治校,通过法律强化,科学合理地

完善制度;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想,积极

遵行国家对独立学院的政策要求;可以从对

行政管理工作者的考核激励、社会保障、具体

管理办法等方面不断完善制度,按照国家的

要求,不断提升学院的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

行政管理工作者职业倦怠问题;应建立合理

的人员流动机制,行政管理工作者长期从事

相同的工作不免会出现疲倦与厌烦,学院可

以合理安排员工进行轮岗、换岗[12]。当然,在

实行轮岗或换岗之前,学院要对工作及人员

进行各方面分析考核,确定可以实行的岗位,

再与员工协调。只有让行政管理岗位的员工

流动起来,将整个管理工作的氛围活跃起来,

才能激发员工的热情与创造力。独立学院应

建立多渠道晋升模式,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者

的积极性,开拓独立学院选拔人才的渠道,完

善学院的用人机制。

5.坚持加大扶持,提高行业认同度

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独立学院的扶持力

度,研究制定新政策,使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

员享有与公办高校教师同等的职称评定、社

会养老保险等待遇,稳定独立学院行政管理

队伍,将独立学院行政人员培养纳入各类人

才支持项目,给独立学院管理人与公办高校

同等身份。

五、结论

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思想不断的更

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不断地提高工作者能力、不停地进行科研

探讨,是当下独立学院成长的根本。独立学院

虽属于公益性事业,但是同公办高校一起培养

了大量人才。其中行政管理人员更是维系学

院成长的基石。而学院中行政管理工作者产

生的职业倦怠将会对工作、对师生、对学院产

生消极的影响。本文从3个维度对职业倦怠

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根据调查问卷分析了

职业倦怠的现状,通过访谈、调查等方式从员

工、学院及社会3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职业倦怠

的具体原因,并针对3大方面给出了相应缓解

措施。只要个人、学院、社会共同努力,职业倦

怠问题一定能逐渐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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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ccupationalBurnoutofAdministrationStaffatIndependentColleges

GUOZhaoyuan,DINGHaikui

(CollegeofInformation,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0,China)

Abstract:Basedongender,age,careerlength,educationbackgroundandincomestatus,thisstudyconducteda

surveyandanalysisonadministrationstaffatintermediatelevelsinindependentcollegesandconcludedthatthefol-

lowingfactorssuchaspersonality,need,roleandrealityofadministrationstaffatintermediatelevelsinindepend-

entcolleges,independentcollegemanagementorganizationsystemandmanagementmode,workingpressureand

personnelturnover,careeridentificationandofficialpositionpromotion,promotionspaceandperformanceevalua-

tionmechanismandtheinfluenceoftodayssocietyonindependentcollegesallcontributedtotheproblemsorthe

plightfacedorfeltbyindependentcollegeadministrationsstaffsuchasnoway-outforcareerdevelopment,status

inequality,andsecuritynotinplace,whichledtotheiroccupationalfatigueandburnout.Inconsiderationofthefac-

torscausingtheprofessionalfatigueofthosestaff,thispaperproposedthesolutionssuchasplanningscientifically

onespersonalcareer,involvingoneselfactivelyintheeducationendeavors,performing“five-insisting”andmaking

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thecollege.

Keywords:IndependentCollege;AdministrativePersonnel;Job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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