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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工作价值观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内在动机

与自我效能感的双重中介效应

康摇 蓉1,刘晶晶1,梁玉猛1,杨秀木1,2

[摘要]目的:探索临床护士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以及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的双重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自编一

般资料问卷、工作价值观量表、内在动机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及工作绩效量表,对 409 名临床护士进行调查,对结果进行相关

分析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工作价值观、工作绩效、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 4 个变量之间呈正相关(P < 0. 01);结构方

程模型显示,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及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有直接效应(P < 0. 05),工作价值观还以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

为中介变量,对工作绩效有间接效应(P < 0. 05);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18、0. 42、0. 16(P < 0. 01),工作价值观对工作绩效的标准化总效应为 0. 48,外因变量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能

够解释内因变量工作绩效总变异的 40% 。 结论:医院与护理管理者应积极调动护士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完善护士工作绩

效制度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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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es忆 work value on work performance:
the dual mediating effect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KANG Rong1,LIU Jing鄄jing1,LIANG Yu鄄meng1,YANG Xiu鄄mu1,2

(1. School of Nursing,2.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nurses' work value and job performance,and dual mediating effect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Methods: A total of 409 clinical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elf鄄design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work value scale,intrinsic motivation scale,self鄄efficacy scale and job performance scale,and the results of
which was analyzed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The Work value,work performance,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
efficac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P < 0. 01).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work value,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
efficacy had direct effects on job performance,and the work value was also mediated by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which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job performance(P < 0. 05). The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of work value,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on job
performance were 0. 18,0. 42 and 0. 16,respectively(P < 0. 01),and the total standardized effect of work value on job performance was
0. 48. External variable work value,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could explain 40% of the total variation of job performance of
internal variable. Conclusions:Hospital and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actively mobilize nurses忆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鄄efficacy,and
improve the job perform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nurses.
[Key words] work value;job performance;intrinsic motivation;self鄄efficacy;nurse

摇 摇 工作绩效是指个体开展能够实现组织目标与宗 旨的有价值的、可测量的行为[1]。 临床护士作为医

疗核心力量,对医院自身的发展也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对工作绩效的研究多

集中在显性因素,但近几年随着组织行为学的不断

发展,针对护士心理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工作

价值观是指个体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出相应的价值

判断,是对工作价值、伦理以及信仰的综合认知[2]。
国内研究[3]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指出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相

[17]摇 AUGNER C,HACKER GW. Associations between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and psychological parameters in young adults
[J] . Int J Public Health,2012,57(2):437.

[18] 摇 SAHIN S,OZDEMIR K,UNSAL A, et al. Evaluati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level and sleep quali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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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内在动机是指个体为了追求并获得更高的自

我满足与人生价值,从而积极主动从事某项活动或

工作。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强的社会工作

者,其工作绩效也愈强[4]。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

本身可否胜任某事的预期评估,这种预期能够调动

个体的内在动机、资源等一系列积极行为[5 - 6]。 研

究[7]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个体的信念越积极,主观感知到

的对行为控制力越强,则对行为的改变会有正向激

励作用。 本研究试图从与临床护士心理影响因素密

不可分的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三

个方面来考察其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为医院管理者

完善护士工作绩效制度和管理制度提供方法学的

帮助。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调查对象摇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针对

临床护士在安徽省某市 2 所公立医院于 2018 年 5
-7 月发放问卷。 纳入标准:(1)持有效护士执业证

书;(2)临床护士工作满一年及以上者;(3)自愿原

则。 共发放 42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09 份,有效

回收率 97. 38% 。 其中,女 388 人(94. 87% ),男 21
人(5. 13% );三甲医院 189 人(46. 21% ),二甲医院

220 人(53. 79% );学历:中专 17 人(4. 23% ),大专

149 人(36. 97% ),本科 232 人(57. 71% ),硕士 4 人

(1. 00% );职称:护士 127 人(31. 05% ),护师 185
人(45. 23% ),主管护师 87 人(21. 27% ),副主任护

师及以上职称 10 人(2. 44% );用工性质:编制职工

88 人(22. 22% ),人事代理 59 人(14. 90% ),合同制

职工 249 人(62. 88% );工作年限:1 ~ 5 年 126 人

(31. 58% ),6 ~ 10 年 137 人(34. 34% ),11 ~ 15 年

49 人(12. 28% ),16 ~ 20 年 29 人(7. 27% ), > 20 年

58 人(14. 54% )。
1. 2摇 研究工具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根据研究目的以及查阅

相关文献,自行设计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
作年限、职称等。
1. 2. 2摇 工作价值观量表摇 采用 2005 年任建华[2]汉

化的工作价值观量表,个体工作价值观与量表得分

成正比。 该量表共 24 个条目,分为物质型、认知型、
情感型 3 个维度。 本次研究工作价值观量表总体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33。
1. 2. 3 摇 内在动机量表 摇 选择 AMABILE 编制的内

在动机量表[8],包括 15 个条目,分为自我决定(5 个

条目)、胜任感(3 个条目)、工作参与(3 个条目)、好
奇心(2 个条目)与兴趣(2 个条目)5 个维度。 得分

越高,被试者内在动机越积极。 本次研究内在动机

量表总体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84。
1. 2. 4摇 工作绩效量表摇 采用 1996 年国内学者余德

成根据 BORMAN 和 MOTOWIDLO[9]的研究成果,研
制了中文版二维度的工作绩效量表,经检验信效度

良好。 有任务绩效、周边绩效 2 个因子。 被试者工

作绩效与量表累计得分成正比。 本次研究工作绩效

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41,任务绩效、周边绩

效两个因子的 Cronbach忆 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82、
0. 914。
1. 2. 5摇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摇 选择 1995 年由我国

学者张建新与 SCHWARZER 翻译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10]。 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 本次研究

自我效能感量表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34。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2摇 结果

2. 1摇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摇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

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特征值 >
1 的因子 12 个,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 是

25. 08% ,未达 40%上限值,可以得出本研究没有共

同方法偏差风险的结论。
2. 2摇 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

摇 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 P <
0. 01),内在动机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428,P < 0. 01),工作价值观与内在动机亦呈显著

正相关( r = 0. 457,P < 0. 01),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

效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 352,P < 0. 01),工作价值

观与自我效能感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 162,P <
0. 01)(见表 1)。
2. 3摇 双重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摇 按照理论假设,以
工作价值观为自变量,工作绩效为因变量,内在动机

和自我效能感为双重中介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并根据理想指标对模型进行修正可得出该模型配适

度良好(见表 2)。 考察模型内的各个参数估计,所
有路径的标准化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都可以直接正

向预测工作绩效,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 18、
0. 42、0. 16(见图 1)。 工作价值观还可以通过内在

动机、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预测作用,间
接效应分别为 0. 27、0. 03。 因此工作价值观对工作

绩效的标准化总效应为 0. 48,外因变量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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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能够解释内因变量工作绩 效总变异的 40% 。

表 1摇 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的相关矩阵(n = 409)

相关因素 M SD 1 2 3 4 5 6

1 = 工作价值观 5. 329 0. 498 1

2 = 内在动机 5. 202 0. 833 0. 457** 1

3 = 工作绩效 4. 359 0. 438 0. 407** 0. 428** 1

4 = 任务绩效 4. 454 0. 451 0. 417** 0. 340** 0. 883** 1

5 = 周边绩效 4. 309 0. 473 0. 367** 0. 435** 0. 971** 0. 744** 1

6 = 自我效能感 2. 711 0. 648 0. 162** 0. 414** 0. 352** 0. 288** 0. 354** 1

摇 摇 **P < 0. 01

表 2摇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字2 CMIN / df GFI RFI NFI CFI IFI TLI RMSEA

原模型拟合指数 364. 071 9. 102 0. 847 0. 805 0. 858 0. 871 0. 872 0. 822 0. 141

修正后拟合指数 92. 62 2. 807 0. 958 0. 94 0. 964 0. 976 0. 976 0. 96 0. 067

理想标准 — <3 >0. 9 > 0. 9 > 0. 9 > 0. 9 > 0. 9 > 0. 9 < 0. 08

摇 摇 注:CMIN / df = 极大似然比 字2 值 / 自由度,GFI = 拟合优度指数,RFI = 相对适配指数,NFI = 规准适配指数,CFI = 比较适配指数,IFI = 增值

指数,TLI = 非标准拟合指数,RMSEA = 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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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3. 1摇 内在动机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中介作

用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价值观可以显著正

向预测工作绩效,符合其他学者[11] 的研究结果。 自

我验证理论中提出个体的动机、行为往往是与其价

值观保持一致的,即遵循认知的一致性原则[12]。 工

作价值观越积极的个体,更加主动进取,工作态度也

更端正,投入到工作的时间也越多,进而他们的工作

绩效水平也就越高。 因此,培育护士积极的工作价

值观,能够有效地协助其提高工作绩效水平[13]。 内

在动机则是工作价值观和工作绩效之间重要的桥梁

作用。 工作价值观作为个体稳定的内在认知特质与

形成相应价值判断的观念信仰,可以通过激励员工

个体,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从而使个体工作绩效向

正向积极发展。 胜任感与兴趣是组成内在动机的基

本要素,且胜任力理论中也明确提出,胜任力越强的

个体,对工作的掌控能力愈强,工作绩效水平也愈

强[14]。 护士具备的理论知识、操作能力以及临床经

验越丰富,工作胜任力越强,其工作绩效水平也随之

升高。
综合上述分析给医院管理者带来的启示有:个

体的工作价值观是一种稳定的内在特质,造就与时

俱进的工作价值观可以提高护士工作绩效水平;且
借以本次研究,医院管理者不但可以通过建立良好

的医院工作环境、提高薪酬与晋升机会等外在条件,
还可以通过激发护士自身对护理岗位的兴趣,增加

专业培训、开展护理科研交流会等措施,提升个体的

工作胜任力,以此实现护士自我人生价值;此外,还
可以提升护士专业认同感[15],满足其自我确认与尊

重的需要,高效地完成护理工作,进而完善医院优质

护理服务体系。
3. 2摇 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中介

作用摇 本研究又进一步考察了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价

值观与工作绩效的中介作用因素。 国内外研

究[16 - 17]表明,自我效能感敏感的个体,其积极的工

作态度会使得工作投入的时间以及效率增加从而带

动绩效。 在医院繁杂的工作环境下,自我效能感高

的员工,更能纯熟地使用乐观向上的应对方式,其消

极情绪也相对较低,对工作投入以及效率的影响也

随之增加[18]。 根据此结构方程模型得出: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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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还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来影响个体的工作绩效。
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高自我效能者能够释放出足够

的积极能量,来获得成功,从而使得个体对着手于某

活动或者职业的效果、效率更高。 YAO 等[19] 研究

发现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能够较好地化解医院繁重

工作的压力,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信任以及对成功的

预期也越强,更能有效减轻工作压力带来的不良情

绪反应,相反这些工作的压力还可以成为他们取得

成功的催化剂,更能鞭策员工努力上进。 计划行为

理论也认为,当个体执有正确价值观与信念时,其预

估的自我工作能力越强,自我效能感越高,从而促进

个体工作绩效行为的改变,工作效率提高。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给医院管理者提供了如何

提高工作效率与护理质量的决策依据:不但可以培

养正确的价值观、调动护士积极的内在动机,还可以

通过提高护士的自我效能感来提升工作效率[20]。
如树立可及的榜样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作用,制定

明确的奖惩制度,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等措施,以此提

高护士工作绩效水平[21]。
3. 3摇 研究展望摇 本文探究了临床护士工作价值观

影响工作绩效的内在机制,揭示内在动机与自我效

能感的部分双重中介作用,给医院管理者制定相关

绩效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学支持。 但本研究仍存

在以下不足:研究方法较单一,仅针对护士工作绩效

开展横断面问卷调查,建议可以增加质性研究,进一

步发掘深层次影响护士工作绩效的相关因素。 此外

研究对象只针对医院员工,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

加入医院管理者,探讨管理者的领导风格类型以及

影响力等方面对护士工作价值观以及工作绩效水平

的影 响, 多 角 度 探 索 影 响 工 作 绩 效 的 内 在 机

制[2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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