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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广东省 6 城市的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价值取向和道德法

律意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与性别、年龄、学历和

就业年限有关，职业认同程度总体不高；在利益观上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但都重视健康，抱

着积极的生活态度；道德、诚信和纳税意识普遍较强，但维权意识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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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areer recognition, value orientation as well as ethical and legal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s in 6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career recogni-

tion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for commercial type sports fitness clubs is related to genders, ages, educational back-

grounds and employment years,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career recognition is not high in general; in terms of interest 

view they reflected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s, but they all regarded health highly and had a positive life attitude; 

their ethical, good faith and tax paying awareness is generally strong, but their right protecting awareness is rela-

tively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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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体育产业的兴起，使得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

部正以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广泛的居民参与，而成为体

育市场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大众体育消费活动场

所。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是改革开放

后随着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而出现的一支健身服务

队伍，是大众体育健身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推动社

会进步和体育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1]。商业型体育健

身俱乐部从业人员，是当今我国 10 大阶层中第 7 层的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2]。这些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如

何，不但关系到服务水平，关系到俱乐部营销的成败，

甚至关系到体育健身娱乐产业乃至整个体育产业的发

展。为此，我们对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进

行职业认同、价值取向和道德法律意识的调查，并就

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首先以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

韶关市、湛江市和茂名市现有的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

部为抽样框，然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抽样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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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抽取一定数量的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

进行调查，共组成 55 个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和 220

名从业人员的研究样本。 

问卷调查：(1)问卷设计包括 26 个问题组成的无

记名式的封闭式问卷；(2)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检验，请

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各

2 名(共 10 名)对问卷的内容效度进行了检验，6 位专

家认为有效，4 位专家认为基本有效。采用“再测法”

对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即在潮州市湘桥区随机抽取

2 个群众性健身团体，并各抽取 10 名成员(共 20 名)，

间隔 20 d，先后两次对其发放本问卷，计算其相关系

数(R 值)为 0.87，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3)问卷

由课题组成员在分赴以上 6 城市，对抽取的 55 个商业

型体育健身俱乐部(样本单位)进行实地考查时，现场

发放和回收。实际发放问卷 2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1%。 

数理统计：用 SPSS/PC+统计分析软件借助计算机

进行数据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 

1)从业人员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认同自己的职业为“健身服务行

业”的占 41.8%。认为自己的职业属“民营企业”占

3.6%，认为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占 8.1%，还有 46.3%的

从业人员说不清自己的职业定位而选择“其它”，后 3

者之和高达 58.0%。由此可见，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

部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程度整体不高。 

“职业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认为有

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3]。职业认同，既

指一种过程，也指一种状态。这个“过程”，是指从业

人员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确认自己角色的过程。

这种“状态”，是指从业人员对当前自己所从事职业的

认同程度。应该说，“职业认同”正在成为商业型体育

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能否实现自我成长和提供良好的

体育健身服务的内在动力。 

2)从业人员个人情况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职业认同是在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活动过程中，对

该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和个人意义等认

可的情况下形成的[3]，因此形成职业认同需要一定的时

间积累。但从调查结果看，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只是在 30 岁以下的从业人员中有

56.5%的认同自己为健身服务行业人员，其他 3 个年

龄段的认同均不足半数。其原因是 30 岁以下的从业人

员学历较高，而大年龄段的从业人员学历相对较低。

从就业年限与职业认同的关系来看，就业年限在 2 年

以下的从业人员选择“健身服务行业”的最多，占

64.6%，其次是就业年限在 11 年以上的，占 36%。 

24.2%“认为自己为健身服务行业人员”的女性

略高于男性(18.0%)。不同学历层面的从业人员的职业

认同也有一定的差别，认为自己是健身服务从业人员

的，本科以上的 48.8%、专科的 44.6%、中专以下的

25.5%。总体倾向是学历越高，认同自己为健身服务

行业人员的比率越高。 

3)从业人员对自身职业地位的满意度。 

经济收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影响人们对所从事职

业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在 196 名从业人员中，有 192

名填写了收入状况并对该答案作出了选择。结果显示，

38.7%的从业人员对自己的所从事的职业感到“很不

满意”和“不满意”，19.8%的从业人员月收入不到 1 500

元，63%在 1 500~2 500 元。可见，商业型体育健身俱

乐部从业人员的收入不高，对自身职业社会地位的评

价也不高。 

2.2  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 

1)从业人员的利益观。 

调查结果显示，当个人利益与俱乐部利益发生冲

突时，只有 501%的人选择“个人发展优先”，40.3%

的人选择“个人与健身俱乐部利益两者兼顾”，但也有

44.4%的人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们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态度，可以反映

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

则，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正当利益的

满足，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2)从业人员对生活的追求和人生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人员在对生活要素的评价中，

首选“健康”，占 40.3%；其次是“事业”，占 29.6%，

“婚姻家庭”占 28.1%。健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事业

与婚姻家庭的基础，基础动摇势必会影响到事业与婚

姻家庭。调查结果还表明，多数从业人员都持有积极

的生活态度。在多项选择中，89.3%的认为“家庭是

安身立命之本”；78.6%的赞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的观点，58.2%的不赞同“人生如梦，尽情享乐”的

观点。 

由此可见，商业型体育俱乐部从业人员的价值取

向不太一致，但都重视健康，生活态度积极。 

2.3  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从业人员的道德法律意识 

1)从业人员的维权意识。 

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市场主体的法

律素养。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56.1%的从业人员

选择了“诉诸法律”，选择法律以外途径的占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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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后者的从业人员中，选择“忍耐”的占 35.8%，

选择“其他”方式解决的占 30.5%，“自己想办法”解

决的占 22.1%，“找相关部门解决”的占 11.6%。从整

体上说，从业人员的维权意识尚未纳入完全法律的轨

道。 

2)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及对诚信缺失的态度。 

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是一切市场主体自利和

利他的基本操守。因此可以说，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

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的发展。调查结果显示，

从业人员中有 77.6%的认为诚实守信很重要，有 12.8%

的承认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明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具备

了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有较强的诚信意识。 

3)从业人员的纳税意识。 

税收是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社会公共利益得

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按章纳税是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

部应尽的义务。84.6%的被调查从业人员认为健身俱

乐部按章纳税非常重要或重要，表明从业人员具有较

强的纳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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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刊》杂志社与广州瑞恩体育策划有限公司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份是体育权威期刊，一个是体育界的策划高手。

日前，《体育学刊》杂志社和广州瑞恩体育策划有限公

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

握手。 
《体育学刊》是中国教育部主管的惟一一本体育

学术刊物，1994 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现由华南

理工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2009 年已是《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体育

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权

威期刊”。 
广州瑞恩体育策划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体育活动

策划推广及体育项目投资管理的综合性企业。公司致

力于社会体育产业的开拓经营，以推广社会体育为主

导，构建多元化体育营销服务体系，打造广东最有影

响力的体育营销策划专业公司。从策划到营销再到出

版，瑞恩体育跨出历史性的一步，发展中的瑞恩体育

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和探讨新的发展模式。 
此次双方的合作不仅是体育业内的深度合作，更

是横向拓展的跨界合作。《体育学刊》重视学术品位、

追踪学术前沿、反映体育动态、促进文化传播、为全

国近百万体育工作者服务；瑞恩体育熟悉体育市场、

具有较强的运作能力、拥有良好的商誉。双方表示，

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全新的《体育学刊》来服

务广大读者，为体育类期刊行业未来发展提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