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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工服务机构的优秀品质及培养与塑造策略

（作者：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严书翔）

【论文摘要：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都需要出现一

批典范型机构。广东社工行业到目前阶段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

了，是应该培养和打造一批行业典范机构的时候了。行业典范机构就

是这个行业中的优秀机构，优秀的机构必须具有优秀的品质。社工服

务机构的优秀品质主要包括六各方面：一是规划先行；二是视软硬件

为根基；三是视质量为生命；四是视文化为核心；五是视管理为艺术；

六是视品牌为终极。这些优秀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工作实践

中培养和打造出来的。】

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都需要出现一批典范型机构，

如商业行业需要一批典范企业，教育行业需要一批典范学校，医疗行

业需要一批典范医院一样。没有典范机构的行业要么是失败的行业，

要么是不成熟的行业。中国社会工作自 2007 年在深圳启动政府购买

服务、民间化运作模式以来，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七年来，这个模

式在珠三角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广东全省已经正

式成立的民间社工服务机构有近千家，各地都纷纷成立了政府主管部

门和行业协会，如党委系统的“社工委”，政府系统的“民政局（社

会建设局）社工处（科）”，行业系统的“社会工作协会”、“社工师联

合会”等。到这样的阶段，社工行业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是应该培养和打造一批行业典范机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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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典范机构就是这个行业中的优秀机构，优秀的机构必须具有

优秀的品质，它们是一个行业的标杆和模范。行业典范机构如何建设

和打造，这是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服务机构都应该共同关心和

考虑的问题。2007 年，我们在深圳成立社联社工服务中心，2009 年，

我们在广州成立明镜社工服务中心，2013 年，我们在佛山成立禅城

区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前两个机构分别是深圳和广州成立最早的民间

化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之一。成立伊始，我们就提出“打造行业典范机

构”的理念和发展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与收获。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体会，本文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并

望同行不吝赐教。

一、规划先行

中国古语讲:“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其实，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如此，没有深

谋远虑和卓越发展规划的企业或组织，不可能持续和健康发展，更不

可能成为行业典范机构。反之，要成为行业典范机构，必须重视规划，

必须事先进行规划。

所谓规划就是指比较长远的分阶段实现的计划。也就是说,规划

就是一种计划 ,只不过规划比一般的计划要宏观和长远。规划

（Programme）是指按照实施既定方针所必需的目标、政策、程序、

规则、任务分配、执行步骤、使用的资源等而制定的综合性计划。规

划有大有小，有长期和短期，规划一般是粗线条的，纲要性的。大的

规划往往派生出许多小的规划，而每个小的派生规划都会给总规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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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响。它们互相依赖，互相影响。要想使规划工作的各个部分彼此

协调，需要有特别严格精湛的管理技能，而且需要运用系统思考和系

统方法。

规划是对未来行动的事先安排，它的类型很多，可以按不同的标

志进行分类，其主要的分类标志有：按期限或时间进行分类、按职能

进行分类、按作用进行分类、按表现形式进行分类。不同的分类方法

有助于全面地了解规划的各种类型，只有全面地了解规划的各种类型，

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和完整的轨划，从而提高规划的有效性和执行

的效率。

常见和常用的规划类型是按照期限或时间进行分类的规划。根

据这个分类，可以将规划分为三种：

1、短期规划——通常是指 1年以内的规划。

2、中期规划——指介于长短期规划之间的中期规划，即 2—4 年

以内的规划。

3、长期规划——一般是指 5年或超过 5年以上的规划。

规划是连接决策、目标、战略和行动与结果之间的桥梁，它能提

高取得预期效果的可能性。决策、目标和战略是大而化之的，目标与

战略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才能够得以实现，而行动需要周密的计划。

行动的依据是科学合理的规划，执行力依赖于系统的统筹方法，从进

度、费用、资源和质量以及未来的控制条件等方面，都要予以充分的

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到了执行的计划性，提高了组织成员对组

织目标、战略、计划和工作标准的认知能力，就等于提高了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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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于实现了组织的目标！

任何组织或项目欲求持续发展，除了制定短期的年度规划外，还

必须制定明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没有明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就会

迷失方向，既难做大，也难做强，更难做长！

社工服务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与其他行业是一样的，只有坚持规划

先行的原则，重视并做好规划，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深圳社联和广

州明镜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首先得益于我们坚持了这个原则，并做到

了规划先行。我们的规划包括短期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规划，

明确并统一了机构及全体组织成员的指导思想、目的、宗旨、使命、

理念、核心价值观、业务领域、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愿景等问

题，使机构成员清楚了工作的方向和努力及奋斗的目标；通过规划，

厘清了我们工作的思路、步骤及实现目标的配套措施；通过规划，使

我们的团队成员明确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

做等机构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视软硬件为根基

作为一个组织，社工服务机构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麻雀虽小，

应五脏俱全。五脏不全的组织就像四肢不全、智力障碍的躯体一样难

以正常启动运行和健康发展。五脏俱全的标准和标志是要具备自己的

基本骨架和思想。而一个组织的骨架就是指硬件建设，思想就是指软

件建设。

一个组织的硬件指的是投入一定资金所形成的物化环境，包

括办公场所、办公设施、设备、办公环境等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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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形物质。这是组织运行的基础骨架。软件是指与硬件相对的管理

工作的人和相应的管理措施、管理制度、相关的资料等。包括员工的

素质、资源系统、文化氛围、管理过程中的资料建设等一系列管理中

的内在要素。这是组织的灵魂。在一个健全的组织中，这两者缺一不

可，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建设都具备，组织才能正常运行和发展。

正如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校园和校舍，不能称其为一所学校，

但如果仅拥有高大的建筑、漂亮的校舍、大的教育规模及所谓硬件方

面的东西，就会显得太过于苍白，缺少了灵魂，缺少了生机。只有同

时具备软件设备，如优秀的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管理体系等，才能

成就一所学校的学术之大。一家医院也是如此，只有院舍、医疗设备

和器械、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管理体系、管理制度等都同时具备，

才能成其为一家医院。

一个优秀的社工服务机构犹如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必须具备

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硬件包括办公场所、办公设施设备等，它们必须

能够满足办公、培训、会议、督导等基本功能。软件包括管理人员、

专业服务人员、管理体系、管理活动、管理资料、管理信息等。有些

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公益服务机构，不需要什么硬件条件，只要有

爱心、有社工就行。其实不然，但凡是一个组织机构，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硬件条件可好可坏，硬件条件好一些，你的形象就会稍好一些，

这是基本的条件，也是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没有这些东西，人家会以

为你像个皮包公司。

俗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硬件和软件，难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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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组织。所谓形象首先来自于别人对你的印象，而印象又首

先来自于你的软硬件建设留给别人的直观感觉。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理念，我们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两家社工服

务机构从成立开始，就因时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承受能力和不同阶

段发展的需要，在注册所在地交通比较方便、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租赁

合适的办公场所，采购必要的办公设施和设备，并且尽量将办公环境

布置得温馨宜人、富有文化气息。良好的办公条件满足了我们办公、

培训、会议、督导等基本功能的需要。同时，我们面向高校和社会招

聘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人员，还在政府的

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聘请了一大批社会声望高、学术地位高、专业

经验好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担任我们的专家顾问、名誉理事和督导。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初步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管理人才队伍、一支

优秀的一线社工队伍和一支优秀的专家督导队伍。另外，经过几年的

建设和努力，我们初步建立和完善了自身的管理架构、管理体系、管

理制度、运营服务流程、服务标准、考核标准、机构网站、机构刊物

等核心软件。我坚信，软硬件两个方面的建设与我们的业务发展、形

象树立、品牌形成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三、视质量为生命

质量是组织致胜并保持持续生命力的重要法宝。在 20世纪 80 年

代，日本企业依靠产品质量对美国市场产生极大冲击，促使美国高度

重 视 产 品 质 量 管 理 ， 时 任 美 国 商 业 部 部 长 的 波 多 里 奇

（MalcolmBaldrige）主导制定了美国的国家质量法案。这套准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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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来指导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并为作为企业改进质量成效的评估

工具，也是“波多里奇质量奖”评定依据。目前，全球的优秀企业都

在质量管理理念的指引下，视质量为自己的生命。

的确，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产品的质量出了问题，必然断送自己

的生命。近几年来，在我国企业界，已有多家奶粉企业、药品企业、

食品企业等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关闭或破产。

作为服务行业的社工机构，虽然不提供实物产品，但服务的质量

依然是决定机构生命力的因素。一个优秀的社工服务机构必须视质量

为生命，要提供优质的服务给买方和服务对象，否则，生命难以为继。

社会服务机构的质量指的是其所提供服务的品质和成效，包括服

务的专业性、服务的合理性、服务管理的严谨性、服务成效的显著性。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服务机构，必须在这些方面下足功夫。如果提供的

服务达不到购买方的要求，满足不了服务对象的需要，或者遭到服务

对象的投诉，服务就会被终止。

为了确保质量，我们要随时都如履薄冰，不论是对待提供服务的

岗位还是项目，都应该严肃谨慎、认真规划、制定标准、严格执行、

科学管理，以确保每个项目、每项服务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严

把质量关，才能持续获得新的项目，才能使机构充满生机与活力，才

能保证机构的生命力。

四、视文化为核心

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

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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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是组织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树立形成的，被组织

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组织文化集中

体现了一个组织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行为。文

化对组织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表现为：第一，文化

能激发员工的使命感；第二，文化能凝聚员工的归属感；第三，文化

能加强员工的责任感；第四，文化能赋予员工的荣誉感；第五，文化

能实现员工的成就感。

近些年来，商业界流传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看利润，二流的

企业看管理，一流的企业看文化”。这是不无道理的，一个优秀的企

业绝不是唯利是图的，它们更重视文化的建设，甚至将文化建设作为

企业的核心。

社工服务机构作为一种提供公益慈善性质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

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更应该把文化建设放在核心的位置。

社工服务机构文化建设的内容及策略主要有：

1、确立机构的经营哲学或理念

经营哲学或者经营理念是一个机构特有的开展服务和管理活动的

方法论原则。它是指导机构行为的基础。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多种选择，要求机构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

来指导，有一套逻辑思维的程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经营哲学

或者经营理念。如，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经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提炼，

形成了如下的经营哲学或理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7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9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4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9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04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6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3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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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立机构的价值观念

所谓价值观念，是人们基于某种功利性或道义性的追求而对人们

（个人、组织）本身的存在、行为和行为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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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生就是为了价值的追求，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生追求行为。

价值观不是人们在一时一事上的体现，而是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关于价值的观念体系。机构的价值观，是指机构职工对机构存在的意

义、经营目的、经营宗旨的价值评价和为之追求的整体化、差异化的

群体意识，是机构全体职工共同的价值准则。只有在共同的价值准则

基础上才能产生机构正确的价值目标。有了正确的价值目标才会有奋

力追求价值目标的行为，机构才有希望。价值观决定着职工行为的取

向，关系机构的生死存亡。只顾机构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就会偏离社

会工作的价值取向，不仅会损害买方和服务对象的利益，还会影响机

构的形象；只顾眼前利益的价值观，就会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使

机构失去后劲，导致灭亡。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体，关注家庭，服务

社区，提升幸福，追求卓越。”

3、确立机构的组织精神

组织精神是指机构基于自身特定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

和发展方向，并经过精心培养而形成的机构成员群体的精神风貌。机

构精神要通过机构全体职工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因此，它又

是职工观念意识和进取心理的外化。

机构精神是机构文化的核心，在整个组织文化中起着支配的地位。

机构精神以价值观念为基础，以价值目标为动力，对经营哲学、管理

制度、道德风尚、团体意识和机构形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

机构精神是机构的灵魂。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9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8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5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08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75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7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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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精神通常用一些既富于哲理，又简洁明快的语言予以表达，

便于职工铭记在心，时刻用于激励自己；也便于对外宣传，容易在人

们脑海里形成印象，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个性鲜明的机构形象。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的机构精神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服务

构建和谐。”

4、建立机构的道德

机构道德是指调整本机构与其它机构之间、机构与顾客之间、机

构内部职工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从伦理关系的角度，以

善与恶、公与私、荣与辱、诚实与虚伪等道德范畴为标准来评价和规

范机构的组织行为。

机构道德与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不同，不具有那样的强制性和约

束力，但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强烈的感染力，当被人们认可和接受

后具有自我约束的力量。因此，它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是约束机构

和职工行为的重要手段。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的机构道德是：“扶弱助困，敬老爱幼，互

助包容，诚信守密。”

5、形成机构团体意识

团体即组织，团体意识是指组织成员的集体观念。团体意识是机

构内部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心理因素。社工机构团体意识的形成使机构

的每个职工把自己的工作和行为都看成是实现机构目标的一个组成

部分，使他们对自己作为机构的成员而感到自豪，对机构的成就产生

荣誉感，从而把机构看成是自己利益的共同体和归属。因此，他们就

http://baike.baidu.com/view/638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1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4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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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实现机构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自觉地克服与实现机构目标不一致

的行为。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的机构团体意识是：“勇攀高峰，勇往直前。”

6、树立机构的组织形象

社工机构的组织形象是机构通过外部特征和公信力表现出来的，

被服务对象和社会大众所认同的机构总体印象。由外部特征表现出来

的机构形象称表层形象，如招牌、办公场所、徽标、广告语、商标、

服饰、服务环境等，这些都给人以直观的感觉，容易形成印象；通过

经服务质量和公信力表现出来的形象称深层形象，它是机构内部要素

的集中体现，如人员素质、服务能力、管理水平、综合实力、服务质

量等。表层形象是以深层形象为基础，没有深层形象这个基础，表层

形象就是虚假的，也不能长久地保持。社工机构由于主要是提供服务，

与服务对象和公众接触较多，所以表层形象显得格外重要，但这决不

是说深层形象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而是永远置于首要的位置。

机构形象还包括企业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比如 VIS 系统，是机

构对外宣传的视觉标识，是社会对这个机构的视觉认知的导入渠道之

一，也是标志着该机构是否进入现代化管理的标志内容。

7、建立机构的运营管理制度

运营管理制度是机构在经营实践和服务活动中所形成的，用以规

范和指导工作的、对人的行为带有强制性，并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种

规定。从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看，机构制度属中间层次，它是精神文

化的表现形式，是物质文化实现的保证。机构制度作为职工行为规范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9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40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25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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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使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内外人际关系得以协调，员工

的共同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使机构有序地组织起来为实现组织目标而

努力。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自成立开始，就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经过几

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六大制度体系，一是《理事会管理制度汇

编》；二是《行政人事管理制度汇编》，三是《财务管理制度汇编》，

四是《服务管理与评估制度汇编》，五是《社区服务中心运营管理制

度汇编》，六是《工作流程和服务操作指引汇编》。这些制度的建立，

有效地规范了我们的各项工作行为，也使机构成为文化内涵比较丰富

和深厚的组织。

8、确立机构的组织使命

所谓组织使命是指机构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中所应担当的角

色和责任。是机构的根本性质和存在的理由，说明机构的业务领域、

经营思想、服务理念及目标，为机构目标的确立与战略的制定提供依

据。组织使命要说明机构在全社会领域中所经营的活动范围和层次，

具体地表述机构在社会服务和管理活动中的身份或角色。它包括的内

容为机构的经营哲学，机构的宗旨和企业的形象。

深圳社联和广州明镜将机构的组织使命概括为：“以专业的方法

和助人的精神，为政府、企业、社区、单位、家庭、个人和一切有需

要帮助的组织及个人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服务，参与和谐

社会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9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9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44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54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0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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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视管理为艺术

管理是利用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模式、工具、方法和手段对组织

实施控制，以求对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管理

就是使组织从无序到有序，使组织有章可寻，有法可依；管理就是使

每个人都做事并做正确的事，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做到三个和尚有

水喝；管理就是使每个人都按游戏规则和流程做事。管理的核心应该

是寻求在同等资源条件下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管理的关键是管人；

管理的目的是安人和成事;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寻求效率和效益与真、

善、美的完美统一与和谐。

管理的目的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组织的任务和使命；

2.实现组织的经营理念；

3.实现组织的远景；

4.实现组织的目标；

5.寻求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6.达到组织的掌控；

7.追加组织的附加价值。

管理的好坏是衡量一个组织优劣的重要标尺。管理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种艺术。一个优秀的组织不仅重视管理的制度与行为，更加重

视管理的艺术。

根据我们的经验，管理的策略及艺术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自身的实际，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用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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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管事，避免人治和主观人为性。

二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把组织装在一个合适的管理框架和范

围里，避免残缺不全和挂一漏万。比如，我们首先引进“卓越绩效管

理模式”，通过这个模式，使全体管理人员和一线社工懂得：

1.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的重要性；

2.个人工作的成效和结果的重要性；

3.过程管理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性；

4.个人绩效与组织整体绩效的关系；

5.组织成长与个人成长的关系；

6.领导、战略、人才与机构发展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八维管理模型”。

三是引进先进的管理工具，使管理行为标准化、常态化和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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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动式的管理变成主动式的自觉行为。比如，我们引进“目标管理”

工具，设计了“目标管理卡”和“员工目标管理手册”，使员工将忙

乱的工作变成清晰的计划。通过这个工具，使管理人员和全体社工懂

得：

1.没有目标，工作就会失去方向；

2.目标的设立和重要性；

3.在目标的牵引下工作；

4.个人目标管理卡的设计；

5.目标管理工具的运用。

四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让员工自觉地行动并懂得工作成效与

结果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引进“执行力管理”理念，通过这个理念，

让管理人员和全体社工懂得：

1.执行决定个人和组织的成败；

2.没有执行力就没有竞争力；

3.执行不力等于空谈；

4.执行力注重成效和结果；

5.一个行动胜过一打计划；

6.成功的 80%取决于非智力因素。

五是引进、选拔和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和一线服务专业人才，把

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着力培养和打造各层级的优秀团队，

在不同层面培养标兵和模范人物，通过不同层级和团队中的优秀人才

带领整个组织的分工协作和良性运作。比如，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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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决策团队”，一支优秀的“监督团队”，一支优秀

的“管理团队”，一支优秀的“专家顾问和督导团队”，一支优秀的“一

线服务团队”。这五支队伍成为支撑我们快速发展的五条腿，也是拉

动我们迅速前进和良性运行的五架马车，收到了“发展留人”的效果。

六是建立完善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以及个性化和弹性薪酬福利体

系，做到奖罚分明、按劳取酬，让员工觉得心安理得、公平合理。比

如，我们每半年实行一次绩效考核，考核后根据结果发放绩效奖金；

我们建立了机构的激励制度，支持和鼓励员工参与机构的建设和业务

拓展，凡是在机构业务开拓、人才引进、制度建设、管理完善、荣誉

评选等方面有贡献的员工，我们都及时给与适当的奖励；我们实行基

本薪酬加个性化和弹性薪酬福利体系，基本薪酬满足员工基本的工作

回报，个性化和弹性薪酬用以回报兼任额外职务、岗位特殊或贡献突

出的员工。通过这些机制和体系，更好地激发了团队的活力，吸引了

人才，凝聚了人心，稳定了队伍，收到了“待遇留人”的效果。

七是实行情感管理和人性化管理，尽量将理性化的制度变得富有

感情色彩和人性化色彩。比如，员工生日、婚礼、生育等，我们都会

致以问候、表达祝福、寄送礼物、派人看望；员工生病或遇到家庭与

个人生活的特殊困难时，我们都会整合资源、实行个性化关爱和援助，

帮助员工及家人度过难关等等。通过这些细节，使员工感到了组织的

温暖，与机构实现了感情的链接，收到了“情感留人”的效果。

八是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培养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宿

感。比如，我们不论在深圳或广州，都尽力而为，力所能及地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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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安排在环境较好、交通方便的地方，以解决员工上下班交通问题，

减少交通成本和路上的折腾；我们会将办公环境尽量布置得温馨舒适

和富有文化气息，让员工在一个良好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环境中工

作，以便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会根据团队建设的需要，适时举办各种

团建活动，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建立“一家人”的文化，让员

工相互交流，分工协作，团结友爱。通过这些努力，收到了“环境留

人”、“文化留人”的效果，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

六、视品牌为终极

品牌简单地讲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服务及产品和服务系列的认知

程度。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它的

载体是用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

记号或者设计及其组合，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

其载体的印象。当品牌文化被市场认可并接收后，品牌就会产生意想

不到的市场价值。

一个优秀的组织绝不会把金钱和利润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而是

把品牌作为终极的追求。作为公益慈善性质的社工服务机构，品牌虽

然不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所以，一个优秀的社服务机构必须把品牌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

品牌是在工作过程中培养和打造出来的，没有哪一个品牌是先天

就有的。

品牌的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我们的经验，社工服务机构的

品牌塑造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8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5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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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品牌取一个好的名称

品牌名称首先要一听起来感觉就很舒服、让人不会产生内心的抵

触；

其次是“好读”，品牌名称朗朗上口、字正腔圆、有抑扬顿挫的语

言美感；

第三是“好记”，简洁明快、易于传播，最好与提供的服务有一定

关联；

第四是“好意”，赋予影响力很强的品牌以良性感知、美好印象；

最后是“好看”，品牌名称要易于视觉表达、可以让设计更加醒目。

（二）给品牌设计美好的外观

首先，造型要美观，构思要新颖。这样的品牌不仅能够给人一种

美的享受，而且能使服务对象和公众产生信任感。

其次，能表现出机构服务的理念与特色。

第三，简单明显。品牌所使用的文字、图案、符号都不应该冗长、

繁复，应力求简洁，给人以集中的印象。

第四，符合文化与习俗，为公众喜闻乐见。设计品牌名称和标志

都应特别注意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尊重当地传统

文化，切勿触犯禁忌，社工服务的品牌设计更应该加以注意。

（三）体现差异化、个性化和思想性

首先，品牌符号要区别于其他组织，体现差异化；

其次，品牌要凸显个性，给人以独特的感觉；

第三，品牌要能传播文化思想，能够改变生活方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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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品牌进行推广和营销

第一、利用活动场景宣传推广。社工服务机构可利用各种会议、

培训、展览、社区宣传活动等推介自己的品牌。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

是派发宣传单页或者进入各种公益活动场合推广。

第二、利用媒体宣传推广。通常的做法是举行各种新闻发布会、

与媒体联合举办各种活动、在媒体刊播有关机构的事迹、新闻和论文，

策划和接受媒体采访等。

第三、利用网络进行营销。网络包括互联网、邮箱、博客、微

博、微信等，它们的作用是无法想象的，通过网络，无名组织、事件

和人士可能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社工服务机构要很好地利用网络，在

网络上多做宣传，无论是文字宣传，还是广告宣传，一定时间后肯定

会达到为人知晓的效果，而且网上很多工具都是免费的，可以发贴、

发博客、发论坛、发微博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宣传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