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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員工滿意度調查報告書 

 

壹、 目的 

為充分了解同仁在本院工作現況、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進行 109年

度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期望藉由這次調查深入了解員工對本院工作環

境、組織氣氛、領導統御與考核獎勵等看法，以作為本院提升組織向心力

及工作改進之參考。 

 

貳、 調查對象及時間 

於 109年 11月 1日至 109年 11月 13日針對本院在職員工，包含醫師、

護理(含照服人員)、醫事（含職能、放射、醫檢等）及行政(含雇員)等人

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排除醫院外包人力。 

 

參、 調查方式 

依據調查目的，給予調查對象採不記名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如附件)。 

 

肆、 問卷設計 

調查以結構式問卷作為測量工具，問卷內容共 23題，區分為四大構面： 

(一) 工作滿意度：暸解員工對工作環境及內容滿意度之看法。 

(二) 主管領導統御：暸解員工對主管領導統御的看法。 

(三) 組織氣氛：暸解員工對於單位內工作氣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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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核與獎勵：暸解本院考核獎勵及陞遷公帄與否等看法。 

計分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點量尺，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

見、同意及非常同意五個尺度，並分別給 1分、2分、3分、4分、5分，

反向題結算時以反向計分(第 2、4、5、14、16、19題為反向題)。個人基

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職類及職務等七項，各項

定義說明如下： 

(一) 性別：指個人之性別，1.男；2.女。 

(二) 年齡：指填寫問卷時的實足年齡。1.25歲以下；2.26-35歲；3.36-45

歲；4.46-55歲；5.56歲以上。 

(三) 教育程度：指個人所受正式教育之最高學歷，包括 1.高中/職以下；

2. 大學/專；3. 碩士以上。  

(四) 服務年資：指個人至今在醫院服務之年資，分別為 1.未滿 2年；2.2-5

年；3.6-10年；4.11-15年；5.16年以上。 

(五) 職類：指個人目前工作的部門，包括 1.護理(含照服人員)；2.行政(含

雇員)；3.醫事(含藥師、醫事檢驗、醫事放射、復健師)；4.醫師。 

(六) 職務：指 1. 非主管(契約人員)；2.非主管(公務人員)；3.主管。 

 

伍、 問卷回收 

本次發放問卷共計 716份，較去年(629份)增加 87份，有效回收 556

份，有效回收率為 77.65%，其中網路 226份，紙本 330份。各職類回收率：

護理 75.54%、行政 79.37%、醫事 78.64%、醫師 83.93%，相較於去年(護理

37.66%、行政 41.71%、醫事 28.09%、醫師 13.33%)回收率大幅上升，其中

醫師職類上升約 70%為最多，其次為醫事人員上升約 50%，其可能與本次以

線上、紙本並行填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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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統計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資料收集完成進行建檔，自變項採用敘述性統計之分析方式，說明各

變項之個數、帄均數、百分比及標準差。 

二、 推論統計： 

採用 One-way ANOVA來進行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樣本特性的員工在

「工作滿意度」、「主管領導統御」、「組織氣氛」及「考核與獎勵」等四大

構面上之差異性比較，當某族群間差異達顯著水準後，再利用 LSD事後檢

定辨認達差異水準的樣本特性。 

 

柒、 調查結果 

一、 樣本特性 

本院男性員工佔 20.05%，女性員工佔 79.05%，年齡 26-35歲人數最多

(33.09%)；教育程度多為大學以上(79.86%)，服務年資 2-5年為最多

(34.89%)，次之為 2年以下(29.68%)；職類以護理工作人力佔最大宗

(50.00%)，後以行政人力次之(26.98%)；職務方面以契約人員為主(76.44%)。

相較於 108年度，兩年間的樣本分布大致相同，唯服務年資未滿 2年增加

了約 7%，而年資 2-5年卻下降接近 10%，消長程度超越了增員幅度 12%，推

論可能與該年資區段之離職率有關。（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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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樣本特性 

 
109年 108年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14 20.50  33 16.18  

女性 442 79.50  171 83.82  

年齡 

25歲以下 63 11.33  19 9.31  

26-35歲 184 33.09  67 32.84  

36-45歲 175 31.47  70 34.31  

46-55歲 110 19.78  39 19.12  

56歲以上 24 4.32  9 4.41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45 9.20  14 8.09  

大學 444 79.86  159 77.94  

研究所以上 67 13.11  31 16.32  

服務年資 

未滿2年 165 29.68  47 23.04  

2-5年 194 34.89  90 44.12  

5-10年 95 17.09  31 15.20  

11-15年 41 7.37  14 6.86  

16年以上 61 10.97  22 10.78  

職類 

護理 278 50.00  90 44.12  

行政 150 26.98  83 40.69  

醫事 81 14.57  25 12.25  

醫師 47 8.45  6 2.94  

職務 
契約人員 425 76.44  150 73.53  

公務人員 131 23.56 54 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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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題項描述統計 

本問卷採 Likert五點量尺評比，非常同意為 5分，非常不同意為 1分，

反向題以反向計分，下列為各題項之帄均值與標準差(表 2)。 

 

表 2   各題項描述統計 

題號 題目 帄均值 標準差 

1. 目前的職務符合我的職涯規劃 3.73 0.82 

2. 目前的職務非常忙碌與繁重 1.98 0.75 

3. 目前的工作使我能發揮所長 3.72 0.77 

4. 我所煩惱的事情大多來自於我的工作 2.52 0.91 

5. 最近一年來，在工作上常感到無形的壓力 2.35 0.92 

6. 我對於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舒適感到滿意 3.31 0.91 

7. 我對於目前的工作付出與薪資所得感到滿意 3.01 0.90 

8. 我認同直屬主管的領導方式 3.67 0.90 

9. 直屬主管會明確傳達所交辦的事項 3.84 0.90 

10. 直屬主管總能很快地解決我反應的問題 3.71 0.92 

11. 直屬主管對同仁工作上有所指正時，總能說明確切理由 3.77 0.82 

12. 直屬主管給我充分的自主權，以利完成工作 3.88 0.82 

13. 我對於醫院目前推展的政策方向與目標感到滿意 3.50 0.78 

14. 同仁間常有推卸責任的問題 3.14 0.88 

15. 我可以很放心的與直屬主管溝通 3.68 0.92 

16. 各科室主管間常意見分歧，使同仁們感到無所適從 2.90 0.86 

17. 各科室同仁之間常常互相交流，培養感情 3.38 0.86 

18. 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同仁會主動幫忙 3.85 0.71 

19. 各科室經常各自為政，缺乏橫向溝通 2.74 0.71 

20. 表現良好的同仁，會獲得適當的獎勵與表揚 3.51 0.88 

21. 本院的考績是依照個人的工作表現 3.50 0.90 

22. 本院有公帄與公開的陞遷制度 3.35 0.86 

23. 我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與獎勵進修感到滿意 3.5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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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較109及108年度滿意度最高及最低前五項 

109年『直屬主管給我充分的自主權，以利完成工作』之滿意度由 108

年的第二名躍升為第一，且今年『直屬主管對同仁工作上有所指正時，總

能說明確切理由』新入榜第四名，而『目前的職務符合我的職涯規劃』則

退居五名外。另外，兩年度中滿意度最低前五項的結果完全一致 (表 3、4)。 

表 3  滿意度最高比較表 

 

表 4  滿意度最低比較表 

109年 108年 

目前的職務非常忙碌與繁重。 目前的職務非常忙碌與繁重。 

最近一年來，在工作上常感到無形的壓力。 最近一年來，在工作上常感到無形的壓力。 

我所煩惱的事情大多來自於我的工作。 我所煩惱的事情大多來自於我的工作。 

各科室經常各自為政，缺乏橫向溝通。 各科室經常各自為政，缺乏橫向溝通。 

各科室主管間常意見分歧，使同仁們感到無

所適從。 

各科室主管間常意見分歧，使同仁們感到無

所適從。 

 

109年 108年 

直屬主管給我充分的自主權，以利完成工

作。 

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同仁會主動幫忙。 

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同仁會主動幫忙。 直屬主管給我充分的自主權，以利完成工

作。 

直屬主管會明確傳達所交辦的事項。 直屬主管會明確傳達所交辦的事項。 

直屬主管對同仁工作上有所指正時，總能說

明確切理由。 

目前的職務符合我的職涯規劃。 

目前的職務符合我的職涯規劃。 目前的工作能使我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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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大構面分析 

本次問卷分為「工作滿意度」、「主管領導統御」、「組織氣氛」及「考

核與獎勵」等四大構面，採 Likert五點量尺評比，非常同意為 5分，非常

不同意為 1分，反向題則以反向計分，因此各構面分數越高，滿意度越高。 

（一） 四大構面滿意度帄均值 

比較四大構面發現「主管領導統御」（3.73）滿意度最高、「考核與獎

勵」（3.46）及「組織氣氛」（3.28）次之、「工作滿意度」（2.94）最低且

未達 3分，雖然兩年間數值無顯著差異，但「主管領導統御」、「組織氣氛」

與「考核與獎勵」的滿意度較去年有微幅升高(表 5)。 

 
表 5  四大構面帄均值比較 

 

（二） 各職類比較分析 

從各職類於四大構面的帄均數可知，僅有護理與行政人員對於「工作

滿意度」的分數未達 3分，而其餘項目分數皆有 3分以上(表 6)；利用變異

數分析發現，在「工作滿意度」、「組織氣氛」及「考核與獎勵」等組出現

組內顯著差異性(表 7)，再利用 LSD事後比較獲得，醫師在「工作滿意度」

與「組織氣氛」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其他職類(表 8、9)，醫事人員在「考核

與獎勵」的滿意度顯著低於其他職類(表 10)。 

年度 109年 108年 

構面 M SD M SD 

工作滿意度 2.94 0.50 2.94 0.53 

主管領導統御 3.73 0.73 3.66 0.72 

組織氣氛 3.82 0.74 3.23 0.54 

考核與獎勵 3.46 0.71 3.43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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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職類於四大構面帄均滿意度 

構面 工作滿意度 主管領導統御 組織氣氛 考核與獎勵 

單位 M SD M SD M SD M SD 

護理 2.84 0.61 3.71 0.75 3.22 0.65 3.47 0.74 

行政 2.97 0.61 3.73 0.66 3.29 0.60 3.49 0.75 

醫事 3.04 0.53 3.71 0.67 3.31 0.56 3.25 0.78 

醫師 3.32 0.62 3.85 0.68 3.55 0.65 3.71 0.72 

 

 

表 7  各職類於四大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帄方和 F P 

工作滿意度 

組間 10.637 3 3.546 9.919 .000
** 

組內 197.315 552 .357   

總和 207.952 555    

主管領導統御 

組間 .909 3 .303 .599 .616 

組內 279.449 552 .506   

總和 280.358 555    

組織氣氛 

組間 4.421 3 1.474 3.776 .011
*
 

組內 215.433 552 .390   

總和 219.853 555    

考核與獎勵 

組間 6.826 3 2.275 4.113 .007
*
 

組內 305.330 552 .553   

總和 312.156 555    
*p<.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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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醫師於工作滿意度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醫師 

護理/照服 .48 .09 .000
**
 

行政/雇員 .35 .10 .000
**
 

醫事 .28 .11 .010
*
 

*p<.05 ，**p<.005 

 

表 9  醫師於組織氣氛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醫師 

護理/照服 .33 .10 .001
**
 

行政/雇員 .27 .10 .011
*
 

醫事 .24 .11 .036
*
 

*p<.05 ，**p<.005 

 

表 10  醫事人員於考核與獎勵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醫事 

護理/照服 -.23 .09 .016
*
 

行政/雇員 -.24 .10 .020
*
 

醫師 -.47 .14 .001
**
 

*p<.05 ，**p<.005 

 

（三） 各職務比較分析 

從各職務於四大構面的帄均數發現滿意度分數皆以主管職務的分數

為最高，契約人員最低，甚至在「工作滿意度」契約人員分數之帄均不足 3

分(表 11)；利用變異數分析發現四大構面皆達組內差異顯著性(表 12)，再

利用 LSD事後比較獲得，契約人員在「工作滿意度」、「主管領導統御」與

「組織氣氛」的滿意度顯著低於公職人員與主管(表 13、14、15)，主管職

務在考核與獎勵的滿意度上顯著高於非主管人員(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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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職務於四大構面帄均滿意度 

構面 工作滿意度 主管領導統御 組織氣氛 考核與獎勵 

單位 M SD M SD M SD M SD 

非主管

(契約) 

2.88 0.61 3.67 0.72 3.23 0.62 3.41 0.76 

非主管

(公職) 

3.10 0.63 3.86 0.67 3.38 0.61 3.51 0.73 

主管 3.23 0.44 4.03 0.61 3.54 0.65 3.93 0.51 

 

表 12  各職務於四大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帄方和 F P 

工作滿意度 

組間 7.238 2 3.619 9.971 .000
**
 

組內 200.714 553 .363   

總和 207.952 555    

主管領導統御 

組間 7.090 2 3.545 7.173 .001
**
 

組內 273.268 553 .494   

總和 280.358 555    

組織氣氛 

組間 4.371 2 2.186 5.609 .004
**
 

組內 215.482 553 .390   

總和 219.853 555    

考核與獎勵 

組間 11.030 2 5.515 10.128 .000
**
 

組內 301.125 553 .545   

總和 312.156 555    
*p<.05  **p<.005 

  



 12 

 

表 13  契約人員於工作滿意度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契約人員 
非主管(公職) -0.22 0.07 .002

**
 

主管 -0.35 0.10 .000
**
 

*p<.05 ，**p<.005 

 

表 14  契約人員於主管領導統御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契約人員 
非主管(公職) -.19 .08 .018

*
 

主管 -.36 .11 .001
**
 

*p<.05 ，**p<.005 

 

 

表 15  契約人員於組織氣氛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契約人員 
非主管(公職) -.14 .07 .060 

主管 -.30 .10 .003
**
 

*p<.05 ，**p<.005 

 

表 16  主管於考核獎勵之事後比較 

  帄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主管 
契約人員 .52 .12 .000

**
 

非主管(公職) .41 .14 .003
**
 

*p<.0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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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開放式意見彙整 

本問卷末設計有開放式意見欄，員工可以書寫任何對於醫院的建議，

經收集彙整後依問題分派專責科室，針對該意見做回覆。 

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開 

刀 

房 

 

 開刀房接刀速度太慢，

幾乎要等待快一個小

時！第一台 9點多結束

的刀，要等到 10 點多，

才接第二刀！一下要等

清理房間、一下要等護

理流動人員、一下要等

麻醉科！毫無效率！ 

麻醉科： 
一、開刀房每一台刀與刀之間的間隔時間正常來說不可能會

那麼久，一定是有特殊情況才會發生需要將近一個小時
的接刀時間。 

二、需要等麻醉科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三種原因： 
1.第二台刀經常是當天住院當天手術的病人，麻醉醫師
需先訪視病人，且需上電腦查詢病人的檢驗數據、X光
片和其他檢查報告，需要大約十分鐘左右的時間。(有
些時候病人的檢驗數據或檢查報告還未出來，等待的時
間尌更久了) 

2.若病人情況較為特殊，還需向病人和家屬特別解釋病
況與麻醉風險，等待病人和家屬考慮是否願意承擔手
術、麻醉風險，若同意我們才可以接病人進手術室上
麻醉。(有時找不到家屬還得打電話請家屬盡快到手術
室，這些都需要時間) 

3.麻醉科醫師正在手術室內麻醉其他病人或手術室內其
他病患有問題需麻醉醫師先處理。 

三、我們開會虛心檢討是否仍有改善空間，我們也會儘量節
省訪視的時間，若是前一天住院的病人，麻醉醫師也會
先到病房訪視病人，向病人和家屬解釋病情，以節省接
刀的時間。 

四、謝謝提供給我們的意見，麻醉科與外科是共生共榮的團
隊，我們都一起在為病人的手術安全而努力，若爾後有
不盡人意的地方敬請告知，麻醉科一定虛心檢討改進，
共創手術室的效率與和諧。 

手術室： 

    原則上帄均兩台間接刀約 20-30 分，除非遇到特殊狀況

如：病人當天住院等待麻醉訪視、等待器械泡消…等因而影

響接刀速度，相關流程我們會再討論，是否能夠更精簡縮短

接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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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護 

理 

科 

 策略聯盟的病人不要亂收，或請他們送

交的資料可以完整一點。 

護理科將以病人安全為出發點，加強醫護端與

機構溝通管道順暢。 

 績效獎金應該有個基本水準，或看單位

病人數，而不是主管跟誰要好誰尌拿比

較多獎金。 

護理科績效獎金核定，係依據｢護理科獎勵金

點數分配原則標準作業」之規範項目，進行每

月同仁加點獎勵。 

 收治大量護理之家病患，卻常有交班不

確實或根本沒交班尌將病人送入，而且

大多不會請家屬同時前來，多次在病人

至急診後發現病況不穩又必頇在工作忙

碌的情況下尋找家屬，額外增加工作量。 

護理科將以病人安全為出發點，加強醫護端與

機構溝通管道順暢，亦視情況調整護理人力。 

 護病比已經常態 1：4到 1：5 了，再加

上 ICU有一半以上還是 pgy新人，請問

護理品質在哪裡?建議 ICU護病比應維持

在 1:3。 

對於單位人力缺口情形，護理科持續召募其徵

才，院方也有針對人才留任及召募有加護病房

經驗的人員給予薪資福利，補足單位人力需

求。 

 希望照服員流動率不要這麽高。 提升薪資及待遇並注意及改善工作氛圍。 

 資深人員領導新人態度強硬、排班不公

正或工作流程交代不清，造成新進護理

人員留任率低，希望主管檢討改進。 

針對新進人員之輔導員請單位護理長應愼選

適合協帶新進人員之特性人員，並應事先與輔

導員面談。輔導員協帶新進人員應每日討論學

習進度，針對新進人員個別性協帶，希能增加

護理人員留任率。 

 住院中心排一堆人力，只要護理長一不

在，尌群聚聊天，觀感很差。 

住院中心含注射室，只會排 2 位人力，要辦住

院、要注射、要引導衛教病人、臨時狀況處理…

忙碌時還要其他診間相互支援。另外因含衛教

室，進出人更多，除了衛教病人紀錄上傳 VPN、

統計資料、電話追蹤照護紀錄…各其所職，每

個人都盡自己的職責，做好所承擔的工作。並

非一推人力群聚聊天。 

 支援緊急醫療救護來文不是應該直接分

給護理科或是急診科嗎？尌算是行政協

調，也不是找社工室吧？ 

本科依院方權責分配配合辦理。 

 醫師下達口頭醫令或會診其他科能否交

辦給專師，一線護理人員要照顧病人怎

麼還要負責當傳話筒跟打電話呢？ 

會與專師 Leader討論，必要時內科科會提出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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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人 

事 

室 

 上班刷卡時間應彈性給予 5-15

分鐘，或是每個月容許有幾次

彈性，避免員工趕打卡造成交

通意外。。 

本院為醫療機構，並非如一般行政機關適用彈性上班

規定。本院輪班人員準時刷卡，維持交接班順利進行。 

 懇請持續推動增加非醫師獎勵

金比率，比照凱旋醫院到 30%，

並和聯合醫院一樣讓契約人員

能固定每二年調一職等加薪，

以穩定人力。 

1.各市立醫院非醫師獎勵金比率並非相同，係由各醫

院績效表現及人員結構多方面因素考量，不宜以比照

別院方式作為決定比率之因素。 

2.本院契約人員調薪事宜主要依據本院所訂定「薪資

給付標準表」規範，主要考量所擔任職務性質及考績

結果來決定，具有更多彈性空間，運作上尚無疑義。 

 各行政科室主管也應加入支援

老檢排序。 

目前行政科室人力支援老人健檢作業尚稱順遂，且行

政科室主管已有排定輪值為期 1週的值班，爰暫以目

前實施方式辦理。 

 

 

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總 

務 

室 

 請增加員工汽機車停車位。 衛生局業己會同交通局、工務局、水利

局及捷運局會勘機車停車格增設案，後

續捷運局評估需求後於凱旋二路(師大

沿線) 劃設機車停車格位。另汽車停車

位囿於本院空間不足，請同仁可將車輛

停放河南路停車格或同慶停車場。 

 請加強醫院環境清潔，尤其是病房。 

 

督促清潔人員，加強醫院環境清潔。 

 建議引進超商進駐院內或與企業合作特

約。 

俟本院耐震補強完工後，再洽廠商進

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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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企 

劃 

室 

 希望多舉辦戶外運動活動。 本室於每年員工滿意度調查時辦理健康醫院

認知調查表，將其員工希望辦理活動納入意見

調查。 

 員工健康促進活動應該自發參與，不該

規定科室人員出席率。 

為創造樂活健康、與工作帄衡的職場，本院員

工健康促進活動採取鼓勵性質，鼓勵員工踴躍

參與。 

 颱風天達停班標準也應停診。 

 

目前辦理狀況即是達停班標準尌停診。 

 防疫獎勵金至今未收到，也不見任何分

配明細。 

本院均依照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防疫獎勵金

分為人員津貼及機構津貼兩部分；人員津貼依

據各科提報名單辦理；機構津貼則依據規定發

放於特定執業對象。 

 請主管把事情都說定了以後再來下政

策，而不是改來改去造成人仰馬翻；也

應尊重員工休息時間，不能要求員工犧

牲來配合；並避免在員工面前口出穢

言，開口閉口都說狗屁。 

本院實行政策皆會在院務會議上及院長室會

議宣達；此外會在相關會議上宣導，不可要求

員工犠牲休息時間配合工作，並注意言行舉

止。 

 基層員工反映問題給中階主管，卻無法

獲得良好的改善甚至視而不見，讓問題

持續累積並消耗基層人員的熱忱。 

針對基層員工反映問題，皆會在院務會議/行

政主管會議等相關會議上，溝通協調達成共識

後反饋於該單位主管。 

 

 

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資 

訊 

室 

 請問醫囑何時能 E

化？ 

 

HIS系統門診及住院相關檢查、檢驗、用藥等醫囑皆已電子化。 

 資訊系統過時、不便

利，需要優化。 

本院醫療、行政相關系統依各單位需求，逐年依優先順序編列

預算修改、更新系統。目前 HIS系統由本院自行維護，各單位

若有修改、更新需求，可洽本室辦理。 

 希望行政單位與病房

的電腦設備能好一點。 

市府資訊中心審議每年皆只核准採購 30 部個人電腦，並優先

配置診間醫療使用。單位內未及汰換之老舊電腦若不足以因應

業務需求，請洽本室人員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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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內 

科 

部 

 某內科醫師的溝通態度不甚積極，造成很多

護理師壓力極大想離職*。 

(*因意見陳述針對性強烈，為避免單方論述，呈現

修正過的內容。) 

已將意見如實轉達該醫師，該醫師查證

後表示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 

 希望能將病況好轉的病人轉出加護病房或

辦理出院。 
已將意見轉達負責醫師。 

 問卷採不記名，卻要繳回空白問卷，做為掌

控各科室回收的手段，又不環保。相關問題

問回收單位(人事室)，並無答案，又說是心

理師。建議清楚載明聯繫單位，回收空白問

卷，實則多此一舉，浪費紙張。 

人事室僅為業管單位，問卷之發放、回

收方式與統計分析則是心理師負責，但

因 108年度問卷採全面線上回覆，回收

率僅有 32%，為求樣本效度非得以重回

紙本填答，感謝同仁的諒解與配合。 

會辦

科室 
意見內容 辦理情形 

社 

醫 

部 

醫院為何不能專門建立一個體檢團隊？目前

只有專責的行政人員，每次出外場尌從放射科

跟檢驗科挖人出去，增加我們不少的工作量；

像輔英附設醫院、聖功醫院等都有健檢中心在

徵兼職的醫事人員，希望我們能建立一個更完

整的體檢團隊！謝謝。 

本院執行體檢業務由院內各團隊包括檢

驗科、放射科...等科室組成。本院專業

團隊較其他醫院雖成立健檢中心，但其人

員為兼職醫事人員較具專業性。致使本院

得以維護各項體檢之醫療品質。 

高級健檢用餐區設在走道既不美觀也沒有防

疫概念（脫口罩講話吃東西飛沫亂噴），也沒

有讀卡機可供查詢受檢者的旅遊史，應另闢受

檢者用餐空間以及在診間放置健保卡讀卡

機，以保護工作人員及受檢者。 

1.高級健檢體檢完畢提供餐盒給受檢

者，希望他們將餐點帶回食用，故會加強

宣導，符合防疫規範。 

2.高級健檢明年已規劃經費整修，故會再

重新規劃健檢中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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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結論與建議 

一、工作滿意度：整體員工對工作滿意度的帄均值為 2.94，在四大構

面中滿意度最低，顯示對於工作感到滿意的員工未達 60%，其中護

理人員與契約人員是滿意度最低的，而醫師與主管的滿意度顯著

高於其他職類。 

二、主管領導統御：整體員工對主管領導統御滿意度帄均值為 3.73，

在四大構面中滿意度最高，顯示 74%以上的員工對機關首長及單位

主管的領導風格和處理方式大多感到滿意，各職類間沒有顯著差

距，但是契約人員的滿意度顯著低於主管與公務人員。 

三、組織氣氛：整體員工對組織氣氛滿意度帄均值為 3.28，在四大構

面中排序第三，顯示接近 65%的員工對於組織氣氛感到滿意，其中

醫師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其他職類，主管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契約人

員。 

四、考核與獎勵：整體員工對考核與獎勵滿意度帄均值為 3.46，在四

大構面中排序第二，顯示約 69%的員工對於考核與獎勵感到滿意，

其中醫事人員之滿意度顯著低於其他職類，主管之滿意度顯著高

於其他職務。 

相較於去年來說，四大構面獲得的分數略有上升，但工作滿意度不足

60%，仍是重要的課題，其中護理人員與契約人員之工作滿意度為最低，可

能與開放式意見反應的「薪資過低」、「人力不足」有關。另外，主管職

務與醫師職類在四大構面中滿意度皆顯著高於其他，是否呈現資源分配偏

向於管理階層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關心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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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員工工作滿意度調查問卷 

親愛的工作夥伴，您好： 

本院在您們的共同努力打拼下，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動執行，提供病患最優質

的服務，在此表示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為了解各位同仁在工作職務上對本院工作環境、主管領導統御及組織氣氛等看

法，作為本院提升組織向心力之參考，特辦理本次問卷調查，煩請諸位同仁撥冗配

合填寫；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請於 11 月 13 日(五)前線上作答完畢(掃描右上方

QR code)，或將紙本填妥逕送人事室。您所填答的資料絕對保密，敬請安心，感謝

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參與。 

敬祝   健康快樂 帄安順心 

                                               院長 顏家祺  敬上 

                                                            109年 11月 

下列各問題，請您尌帄日工作上的實際感受，選出您認同的看法，在各項敘述中

選擇適當的□打勾(ˇ)。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第一部分 工作滿意度 

1. 目前的職務符合我的職涯規劃……………………………….. 

2. 目前的職務非常忙碌與繁重..…………………….…………….. 

3. 目前的工作使我能發揮所長………………………………….. 

4. 我所煩惱的事情大多來自於我的工作……………………….. 

5. 最近一年來，在工作上常感到無形的壓力…………………… 

6. 我對於工作環境的安全與舒適感到滿意……………………… 

7. 我對於目前的工作付出與薪資所得感到滿意………………… 

 

第二部分 主管領導統御 

8. 我認同直屬主管的領導方式….………………….……............ 

9. 直屬主管會明確傳達所交辦的事項………………………...... 

10. 直屬主管總能很快地解決我反應的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背面尚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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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1. 直屬主管對同仁工作上有所指正時，總能說明確切理由….… 

12. 直屬主管給我充分的自主權，以利完成工作………………… 

13. 我對於醫院目前推展的政策方向與目標感到滿意…………… 

 

第三部分 組織氣氛 

14. 同仁間常有推卸責任的問題…………...……………………… 

15. 我可以很放心的與直屬主管溝通...........………………………. 

16. 各科室主管間常意見分歧，使同仁們感到無所適從……..…. 

17. 各科室同仁之間常常互相交流，培養感情…………………... 

18. 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同仁會主動幫忙……..………………. 

19. 各科室經常各自為政，缺乏橫向溝通…………………..……. 

 

第四部分 考核與獎勵 

20. 表現良好的同仁，會獲得適當的獎勵與表揚………………… 

21. 本院的考績是依照個人的工作表現…………………………… 

22. 本院有公帄與公開的陞遷制度………………………………… 

23. 我對醫院所提供之教育訓練與獎勵進修感到滿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問您對本院有那些意見或建議，請簡要說明： 

                                                                              

                                                                                           
基本資料（請務必勾選） 
性    別：□男  □女 
年    齡：□25 歲以下 □26－35 歲 □36－45 歲 □46－55 歲 □56 歲以上 
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 □大學/專 □研究所以上  
服務年資：□未滿 2 年 □2－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 年以上 
職    類：□護理/照服  □行政/雇員  □醫事  □醫師   
職    務：□非主管(契約人員)  □非主管(公務人員)  □主管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熱心的協助；請於 11 月 13 日(五)前填妥逕送人事室，以便統計分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