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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员工的满意度现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普宁市人民医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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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调查粤东一家三甲医院的员工满意度现况，探讨医院员工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为减少
医院人才流失，提高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对策。方法　结合地区实际，应用专家咨询法，制定满意度调查量表，
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医院各部门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医院员工的总
体平均满意度得分为３８２分（满分５分），其中满意度得分最高的是“科室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满意度得分最低
的是“薪酬计算方法”；医院员工的开放性问题共收集到员工提出建议和意见１３４条；除“薪酬发放的准确和及时”
外，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满意度普遍要低于非医疗业务科室的。结论　提高医院员工满意度应从外部和内部联
合作用。外部通过政府加大医疗投入和完善医疗立法，新闻媒体予以正确舆论导向；内部通过完善薪酬绩效体系，推

行公平公正的激励制度，健全工作安全保障、丰富员工健康关怀举措，优化员工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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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满意度泛指工作者在组织中所扮演角色的
感受或情感反应，它与工作卷入程度、组织承诺和工

作动机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１］。医院员工是医院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员工的满意度不仅会关

系到员工的身心健康，而且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

到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各个环节、医院员工的工作效

率、医院员工队伍的稳定性，甚至会影响到卫生事业

的发展。研究医院员工满意度，并从中寻找影响员

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有效对策，是调动医

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员工忠诚度，减少人才流失，促

进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重要途径。因

此，开展医院员工的满意度调查有着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普宁市人民医院是广东省首家县级三甲医院，

也是揭阳市首家三甲医院，选择其医院员工为调查对

象，具有较好的地区代表性。同时，其员工从人员学

历、性别、职称等方面的构成相对广泛，选择其医院员

工为调查对象，具有较好的总体代表性。故本研究选

取普宁市人民医院全院在职员工为调查对象。

１．２　问卷设计
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组基于揭阳市医疗机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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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实际情况，借鉴成熟的员工满意度李克特量表

架构，结合普宁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员工满
意度调查表，拟定了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表（李克

特五级量表）。通过３次专家咨询（包括医院领导
班子、卫生行政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医院外聘的

管理团队），对初步制定的量表进行了调整，形成了

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表。

本次满意度调查表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问卷内

容和开放性问题三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包括

职业类别、性别和文化程度３个方面。问卷内容包
括医院管理的满意度和医院员工的满意度２个方
面，总计２１个项目。开放性问题设置１道问题，给
医院员工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作为采集信息的有

效补充。

调查中，问卷内容部分，医院员工按李克特五级

法对各项目进行评分，“非常满意”、“满意”、“一

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评分依次为５分、
４分、３分、２分和１分。有漏填的项目的，记为“缺
失值”，为了方便计算，基于统计学中的众数原理，

调查对项目的“缺失值”以项目的众数填充。

１．３　抽样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普宁市人民医院１８００名在职员

工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整群抽样，按科组分为７２个
群，共抽取５６个群（科组），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
本次调查将问卷发放到医院被选中的各科组中，人

手一份，采取无记名的方式填写问卷，共发放调查问

卷１４００份。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４００份，回收问卷

１３４８份，回收率９６３％。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 （ｎ，％）

样本特征 人数／人 百分比

职业类别

　医务人员 ３０７ ２２．８
　护理人员 ６０８ ４５．１
　药剂人员 ７１ ５．３
　医技人员 ９７ ７．２
　行政后勤人员 ２６５ １９．６
性别

　男 ４６５ ３４．５
　女 ８８３ ６６．５
文化程度

　硕士以上 ３１ ２．３
　本科 ３７１ ２７．５
　大专 ５１２ ３８．０
　中专 ３５４ ２６．３
　高中及以下 ８０ ５．９

２．２　医院员工总体满意度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内容部分总共设置２１道单项选

择题。通过１１个问题让医院员工对医院管理方面
的满意程度进行评测，平均满意度得分为 ３９６分
（满分５分）；通过１０个问题让医院员工对医院工
作方面的满意程度进行评测，平均满意度得分为

３６７分（满分５分）。按２１个项目各项的算术平均
分累加求算术平均值，计为总体平均满意度，总体平

均满意度得分为３８２分（满分５分）。医院员工对
医院管理方面的满意高于医院员工对医院工作方面

的满意度。

医院员工各项目满意度得分高于总体平均满意

度的有１１个项目，包括管理理念的总体评价、规章
制度执行情况、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护理服务质量评

价、方针政策传达准确及时、倾听接受医院员工建

议、团队合作和工作氛围、科室领导方式和工作方

法、自身能力和技术担任工作、领导和同事给工作的

认可、所受培训与工作匹配度；医院员工各项目满意

度得分低于总体平均满意度有１０个项目，包括工作
强度和时间分配、工作安全保障和健康关怀、医院工

作环境、薪酬福利水平、薪酬计算方法、薪酬发放的

准确和及时、薪酬激励制度、晋升空间和发展机会、

所给待遇的公平公正、医院的培训形式，见表２。

表２　问卷内容各项目满意度 （珋ｘ±ｓ）

项目 平均值±标准差

医院管理满意度

　管理理念总体评价 ４．１２±０．６５

　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３．９９±０．７１

　医疗服务质量评价 ４．０９±０．６６

　护理服务质量评价 ４．０５±０．７２

　方针政策传达准确及时 ４．０８±０．６７

　倾听接受医院员工建议 ３．８２±０．８３

　团队合作和工作范围 ３．９９±０．７３

　科室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４．１４±０．７３

　工作强度和时间分配 ３．７９±０．８７

　工作安全保障和健康关怀 ３．７９±０．８６

　医院工作环境 ３．７０±０．８４

医院工作满意度

　薪酬福利水平 ３．４０±０．９７

　薪酬计算方法 ３．３７±０．９６

　薪酬发放的准确和及时 ３．５６±０．９３

　薪酬激励制度 ３．４６±０．９２

　晋升空间和发展机会 ３．７９±０．７５

　自身能力和技术担任工作 ３．９０±０．６８

　领导和同事给工作的认可 ３．９８±０．７０

　所给待遇的公平公正 ３．６９±０．８９

　与所受培训与工作匹配度 ３．８４±０．７６

　医院的培训形式 ３．７２±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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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得分较高的５个项目（从高到低排列）为
科室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管理理念总体评价、医疗

服务质量评价、方针政策传达准确及时、护理服务质

量评价；得分较低的５个项目（从低到高排列）为薪
酬计算方法、薪酬福利水平、薪酬激励制度、薪酬发

放的准确和及时、所给待遇的公平公正。说明医院

员工普遍对医院理念方针政策、科室领导管理和医

院医疗护理服务，比较满意，但是对工作的薪酬方面

及待遇的公平性不甚满意。

２．３　医院员工满意度的开放性问题汇总分析
医院员工的开放性问题共收集到员工提出建议

和意见１３４条，进行汇总，分为七大类，包括医技检
查、收费挂号、员工待遇、培训考核、衣物洗涤、医院

食堂和其他类。其中，员工待遇方面提出建议和意

见５７条，医院食堂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３２条，培训
考核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１３条。说明医院员工普
遍对员工待遇、医院食堂和培训考核方面现实与期

望值有较大差距，见表３。
２．４　不同群体满意度分析

医疗业务科室和非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在

“管理理念总体评价”、“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２０
个项目的满意度差异性显著，有统计学意义。但在

“薪酬发放的准确和及时”这一项，医疗业务科室和

非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并无明显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满意度普遍要低

于非医疗业务科室的，说明医疗业务科室员工作为

直接和患者接触的群体，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面临

的风险更大，应给予更多的重视，见表４。

表３　员工满意度意见建议汇总

员工满意度意见建议汇总

（一）医技检查 ①放射科医生到住院病房做床边检查时，应向科室告知。

②患者没有检查的申请单退费程序应该简化。

③住院楼和ＣＴ室之间无遮雨棚，下雨送患者去ＣＴ，常被雨淋，建议加装遮雨棚。

（二）收费挂号 ①患者反映收费处、Ｂ超检查、取药时间较长。

②门诊挂号，周一、周二和节后就诊患者多，排队候诊时间长，进行合理疏导。

③建议增加１～２台自助挂号机。

（三）员工待遇 ①正式人员与临时人员待遇差距大，望提高临时人员工资待遇。

②临时人员基本工资过低，奖金太低。

③临时人员晋升和工资应同样给予重视。

④工资和奖金不能按时发放，希望改进。

⑤工资发放要配清单。

⑥临时人员也应该给予年假。

⑦护理人员工作辛苦，应提高护理人员工资待遇。

⑧儿科人员工作量大，奖金太低，奖金待遇应提高。

（四）培训考核 ①听课、培训不要安排在周末。

②讲课过于形式化，建议让课程更加实用化。

③科室安排值班后人员去听课，不合理。

④减少质控次数。

⑤护理部考试过于频繁，部门工作人员过于严肃。

（五）衣物洗涤 ①洗衣组衣服修改无落实（修裤头、纽扣脱落都要自己到外面修理）。

②洗衣组洗涤效果差，新穿的衣服洗一两次就变黑。

（六）医院食堂 ①饭菜量少，菜式较少，饭菜价格过高，质量要进一步提高。

②不要强制性把钱冲入饭卡，强制消费。

③临床医护人员工作繁忙，食堂应安排人员给予送餐。

④食堂送餐到科室，应能刷饭卡。

（七）其他 ①员工休息时间少，下班不按时下班，且经常被占用休息时间。

②护理人员工作强度和压力大，希望能改善。

③人文关怀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应是相互的。

④医院应加强保障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⑤医院网站建设落后，内容单调，医院专家名单不完整，科室介绍过于简单。

⑥停车场人员搬动单车和电动车的方式粗鲁，容易导致单车和电动车损坏，希望改善。

⑦医院门诊、急诊的工作需要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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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医疗业务科室与非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满意度 （珋ｘ±ｓ）

项目 医疗业务科室 非医疗业务科室 Ｐ（双侧）

医院管理满意度

　管理理念总体评价 ４．０６±０．６６ ４．２７±０．５９ ０．０００

　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３．９２±０．７３ ４．１９±０．６０ ０．０００

　医疗服务质量评价 ４．０３±０．６７ ４．２４±０．６０ ０．０００

　护理服务质量评价 ３．９９±０．７４ ４．１９±０．６４ ０．０００

　方针政策传达准确及时 ４．０３±０．６７ ４．２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

　倾听接受医院员工建议 ３．７４±０．８６ ４．０２±０．７０ ０．０００

　团队合作和工作范围 ３．９３±０．７４ ４．１５±０．６７ ０．０００

　科室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４．０８±０．７５ ４．３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

　工作强度和时间分配 ３．６５±０．９１ ４．１３±０．６３ ０．０００

　工作安全保障和健康关怀 ３．６７±０．９０ ４．１１±０．６４ ０．０００

　医院工作环境 ３．６２±０．８２ ３．９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

医院工作满意度

　薪酬福利水平 ３．３４±０．９６ ３．５５±１．００ ０．０００

　薪酬计算方法 ３．３１±０．９５ ３．５３±０．９９ ０．０００

　薪酬发放的准确和及时 ３．５８±０．８８ ３．５０±１．０６ ０．５３２

　薪酬激励制度 ３．４１±０．９０ ３．６１±０．９６ ０．０００

　晋升空间和发展机会 ３．７６±０．７４ ３．８８±０．７９ ０．００１

　自身能力和技术担任工作 ３．８７±０．６８ ４．０１±０．６９ ０．０００

　领导和同事给工作的认可 ３．９２±０．７０ ４．１４±０．６６ ０．０００

　所给待遇的公平公正 ３．６６±０．８６ ３．７５±０．９８ ０．０１７

　与所受培训与工作匹配度 ３．８１±０．７６ ３．９１±０．７６ ０．０１９

　医院的培训形式 ３．６５±０．８７ ３．９２±０．６９ ０．０００

　注：样本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

３　讨论与对策

３．１　外部对策
３．１．１　各级政府部门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公
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的主体供给方，承担了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担。县级医院员工长期处于高

工作强度、高职业风险的工作状况，在完成工作任务

前提下，还要开展科研和不断进行继续教育，而收入

水平长期未能与其投入成正比，处于偏低的水平。

通过本次调查，医院员工的薪酬待遇方面也是包揽

满意度得分最低５项中的４项。因此，各级政府部
门要落实《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

见》的文件精神，落实各级政府投入责任，加快建立

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激励约束

机制，来调动医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医院员工的满意

度。

３．１．２　政府有关部门出台和完善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法律保障　目前医患不和谐关系，引发的暴力事
件时有发生，“袭医”和“杀医”事件频繁被报出，也

从侧面反映了在保障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立法层面

还存在欠缺。政府有关部门确实是出台了，诸如

《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和《关于依法惩处

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等规定，

甚至在刑法修正案（九）将“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

序罪”，变更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并在情节认

定中纳入“医疗”，也就是所谓的医闹入刑，但是实

际上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医闹入刑在操作层面

上的门槛较高，定刑较难。医患关系立法的不完善

使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矛盾存在障碍［２］。政

府有关部门在法律层面上，还需要继续推进医疗机

构工作人员立法保障。

３．１．３　新闻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　医疗卫生行业由于其技术性和专业性强的特
点，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非常显著，医疗供给方有

明显的信息优势，而患者常常对医疗相关信息是盲

目的，容易受舆论的影响，而错误的舆论成为影响医

患双方关系的不和谐因素。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有

极强的导向性，新闻媒体应坚持正确舆论，抵制“标

题党”的断章取义，做到公平公正的客观报道事实。

对于揭露医疗行业的存在问题时，媒体应客观公正，

不应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加深医患间不信任，而应

通过曝光，让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采取积极措施去

改善相关情况，改正相关问题。同时，媒体应该强化

正面引导，弘扬典型事迹的报道，积极地向公众展示

医生的良好形象，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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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内部对策
３．２．１　进一步完善薪酬绩效体系和员工福利制度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发现，物质需求是
人最基本的需求［４］。科学合理的薪酬与福利制度

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薪酬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

重要战略［５］。通过本次调查，改善薪酬福利是提高

医院员工满意度的最好的突破口。

普宁市人民医院作为广东省首家县级三甲医

院，同时也是广东省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各级地

方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领导班子对于此次医

改也是高度重视。医院在薪酬绩效方面的改革，可

以说是走在了前头，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薪酬

绩效分配制度，但罗马绝非一天建成，改革还需要继

续深化，薪酬绩效体系还需要继续完善。

３．２．２　进一步推行公平公正的激励制度　根据亚
当斯“公平理论”发现，待遇的公平性比薪酬的数量

和种类更能够激发出员工的行为和工作动机［６］。

通过本次调查，提高所给待遇的公平公正对提高医

院员工的满意度有很大的帮助。

医院可以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多

管齐下去激励员工。在分配公平上，结合医疗业务

科室和非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满意度差异性对

比情况表明，医院应给予医疗业务科室的员工更多

关注。在程序公平上，通过开诚布公式的透明化决

策方式，让员工了解医院的重大决策，根据本次调查

结果中，“方针政策传达准确及时”的得分情况良

好，说明医院在程序公平上做出的努力，得到医院员

工普遍肯定。在互动公平上，通过员工满意度问卷

收集，根据本次调查结果中，“倾听接受医院员工建

议”总体得分情况良好，说明医院在员工的互动公

平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医疗业务科室和非医

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在这一项上的满意度有较大

的差异，医院还应该加强对医疗业务科室人员的意

见倾听和建议采纳的相关工作。

３．２．３　进一步健全工作安全保障，丰富员工健康关
怀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医务人员作为医疗服务行业的主力军，应当受到全

社会的理解和公平对待［７］。结合医疗业务科室和

非医疗业务科室的医院员工满意度差异性对比情况

表明，医疗业务科室员工的安全保障和健康关怀的

满意度明显低于非医疗业务科室的。所以健全工作

安全保障和丰富健康关怀举措，对提升医院员工满

意度也很有帮助。

在安全保障方面，医疗业务科室员工作为与患

者直接接触的群体，应最大程度地保障其人身安全，

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把医护人

员和发生矛盾的患者隔断开，降低职业风险。在健

康关怀方面，应多措并举关心医院员工的身体和心

理健康：①减少员工职业暴露，尤其加强对职业暴露
反复发生较高的人群的培训，改善工作环境，降低遭

受员工职业暴露的可能性；②关心员工身体健康，对
于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考核引入弹性工作制，

使得其在全身心投入医疗服务的同时，更为合理地

安排休息与科研时间［８］；③关注员工心理健康，开
通职工心理咨询热线，提供免费心理诊疗服务等，帮

助职工及时排除心理问题［９］。

３．２．４　进一步优化员工培训形式，营造良好学习氛
围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对医
疗卫生人才的竞争，医院要想获得人才，除了引进以

外，根本上讲还是加强对自身现有医疗卫生人才的

培训［１０］。医护人员本身工作量、工作强度和工作压

力都巨大，结合医疗业务科室和非医疗业务科室的

医院员工满意度差异性对比情况表明，医疗业务科

室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满意度明显低于非医疗业务科

室的。所以优化医院员工的培训形式，提高培训效

率，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也是提升医院员工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

医院的培训方面，可以从提高培训针对性、确保

培训精品化、保障培训实用性等入手。培训针对性，

即开展培训要有针对特定科室和群体进行，不弄大

排场，专业培训对专业，弄透彻。培训精品化，即开

展培训要把好培训的质量关，不去过度追求培训的

数量。培训实用化，即培训要做到知行合一，实践操

作和理论学习相结合，以理论学习去完善实践操作，

以实践操作来检验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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