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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三级甲等医院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 方法：以幸福感指数量表为测量工具，对石家庄

市内的省级和市级三甲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展开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429 份。 结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务人

员主观幸福感指数高于市级医院；高级职称医务人员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初级和中级职称；行政人员的总体情感指数

显著低于非行政人员；行政人员幸福感指数显著低于医技和医生；硕士学历医务人员总体情感指数显著高于大专及

以下学历者。 结论：医院级别、职称、职务和学历与三甲医院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

【关键词】 三级甲等医院； 医务人员；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3-0407-02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edical Personnel of Third Class A Hospitals in Hebei Province
LI You-dong， LI Hai-yan， YANG Lin-ling， et al

The First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the medical personnel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A total of 429 medical personnel from Third Class A Hospitals in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were
tested by the Happiness Index Scale. Result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medical personnel from provincial hospi-
tal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edical personnel from municipal hospital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medical personnel
who had the senior title was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d the primary or intermediate title; The overall affect index and the
well-being index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positions; The overall affect index of
medical personnel with a master degre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or below. Con-
clusion: The hospital leve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position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are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medical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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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

指标。 医务人员具有专业性强、工作压力大、职业风

险大的特点[1]。 以往研究表明，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

较低，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苗元

江等采用综合幸福问卷对江西省综合医院 390 名医

务人员的调查表明职称、学历、休闲时间和工作压力

影响医务人员的幸福感 [2]。 宋广艳对 281 名女护士

调查表明婚姻和职称是影响护士主观幸福感的主要

因素[3]。 谭一笑等对 600 名医生调查发现，医生的主

观幸福感受到年龄、月薪、工作满意度、行政职务和

职称等影响[4]。
本研究对三甲医院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进行调查，并着重探讨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与性别、
职称、医院级别、学历和收入等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石家庄市 内省级和市 级三甲医院 的全体医

生、 护士、 行政管理人员和医技人员等进行抽样调

查，调查对象涵盖各医院各个科室、技术部门、职能

部门，面向拥有初、中、高级等各类医技人员。共计发

放 问 卷 450，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429 份 ， 回 收 率 为

95.3%。 其中市级医院 260 人(60.6%)，省级医院 169
人(39.4%)；男性 121 人(28.2%)，女性 254 人(59.2%)，
性 别 信 息 缺 失 54 人 （12.6%）； 初 级 职 称 182 人

(42.4%)，中 级 职 称 140 人 (32.6%)，高 级 职 称 62 人

(14.5%)，该项信息 缺失 45 人（10.5%）；医生 116 人

(27.0%)，护士 152 人(35.4%)，医技 64 人(14.9%)，行

政人员 78 人(18.2%)，该项信息缺失 19 人（4.5%）；
大 专 及 以 下 118(27.5%)，本 科 171(39.9%)，硕 士 72
(16.8%)，博士及以上 28(6.5%)，该项信息缺失 40 人

（9.3%）。
1.2 调查工具

选 用 Campbell 幸 福 感 指 数 量 表（IWB）作 为 测

量工具。 该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

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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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之平均得分和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 （权重为

1.1）相加。 其范围在 2.1（最不幸福）和 14.7（最幸福）
之间。

2 结 果

2.1 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省级医院医务人员的总体情感指数、 生活满意

度和幸福感总分均显著高于市级医院医务人员。 见

表 1。
2.2 不同性别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对不同性别的医务人员的幸福感各维度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医务人员的总体情感指数，
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指数总分不存在差异（表略）。
2.3 不同职称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初级和

中级职称医护人员(P<0.05)。 见表 2。

表 1 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不同职称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比较

2.4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不同岗位之间在总体情感指数和幸福感总分上

存在差异。多重比较表明，行政人员的总体情感指数

显著低于医生、护士和医技人员；行政人员幸福感总

分显著低于医技人员和医生。 见表 3。

表 3 不同岗位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表 4 不同学历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2.5 不同学历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比较

不同学历医务人员在总体情感指数和幸福感总

分上存在差异。多重比较表明，硕士学历医务人员总

体情感指数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 大专学历医

务人员幸福感总分显著低于硕士和本科。 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省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

显著高于市级医院，主要有三方面因素：第一，省级

医院市场份额较大，生存压力相对较小，社会影响力

也相对较大；第二，省级医院的硬件设施，待遇，患者

流量，均优于市级医院；第三，也可能与医院的内部

文化、价值取向有关。

本研究发现， 高级职称医务人员的生活满意度

高于初级和中级职称，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5]。 医

务工作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行业， 职称代表着职

业阅历和专业修养， 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一般从业

时间相对比较长， 一方面对本职业的认同度一般较

高，另一方面，在医院的话语权、资源配置和待遇方

面，高级职称人员相对占有优势。

本研究发现， 行政人员的的总体情感指数显著

低于其它职务， 行政人员幸福感指数显著低于医技

和医生。医院行政人员对专业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

人员来源多样，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人员缺少专业

的管理知识培训， 而且大多数医院缺乏相对对行政

人员的激励机制， 收入一般都低于同级的临床医务

人员，在职称评定中相对也处于劣势 [6]。 此外，行政

人员在医院中属于服务部门，不直接与患者接触，社

会认同度和成就感也相对较低。

结果表明硕士总体情感指数和幸福感指数显著

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 本科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

大专及以下学历，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巴基斯坦医学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也发现医生的受教育程度

与医生的人际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7]。 在医疗技

术飞速发展的现代，学历代表着更好的技术，往往受

到患者的认可，具有较高的幸福感。 在本次调查中，

博士与其它学历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与样本量较小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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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减轻身心耗竭来缓解学习倦怠。

使初中生对学习产生负面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越差，学生越不想学。 这与初

中生的发展特点相符， 初中生在这一个阶段存在反

抗的迁移性 [12]，即当老师的某些方面引起他们的反

感时， 就倾向于反感及排斥与这个人相关的所有事

情；反之，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减轻学生学业疏离的情

况。 另外，如果学校能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种途径，

则越不容易产生学业疏离， 多样化发展有助于保持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结果还显示，当学校的秩序

纪律不好时学生更容易对学业持负面态度。最后，学

业压力对学习倦怠没有直接影响， 它主要通过身心

耗竭的间接作用影响学业疏离。也就是说，学业压力

增大， 主要让人觉得身心疲惫， 而不会直接厌恶学

习，如果个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应付这种疲惫，就会通

过疏离学业的方式来应付危机。一般而言，适当的压

力对学习态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能增强学习

动机；但当压力过大时，则通过身心耗竭这一途径间

接对学习产生学业疏离的态度。

本研究显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对学生的成就

感有比较大的直接影响，即良好的师生、同学关系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成就感。良好的教学秩序和纪律，也

能增强成就感。不过，国外的研究显示发展多样性能

提高学生的成就感 [7]，但在本研究没有得到证实，我

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国内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与

国外不同所致。国内无论是社会、学校、教师，还是家

长乃至学生本人， 对学业成就和效能的评价主要是

以学习成绩为标准， 而国外的评价标准显然更加宽

泛，学生除了在学业方面，在其它领域也能获得成就

感。 这也许是本研究中发展多样性并不能提高学生

的成就感， 但通过对学业疏离的作用能够间接影响

成就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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