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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　景：現今醫療經營環境快速改變。人力不足時，常有醫院運用跨科室單位訓練方式來增強及提升護

理人員的知識、技能及醫療品質。在複雜的照護情境下，護理人員常因不熟悉單位工作或自我

照護能力不足，會產生挫折感及增加離職的可能性。

目　的：探討護理人員接受交叉訓練前、後工作滿意度及影響因素。

方　法：以苗栗以北地區醫院與教學醫院曾接受交叉訓練 120位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調查時間自民國

106年 1月起至 4月止，此為量性研究，問卷採 Likert Scale 5分法計分，運用「工作滿意度量表」

工具，以 SPSS 21.0軟體進行資料整理分析。

結　果：交叉訓練在總整體工作滿意度前、後平均得分3.18/4.68分，其中組織承諾平均數為3.05/4.62

分、主管領導能力3.19/4.65分、醫院管理制度3.12/4.62分、工作滿足3.09/4.75分、工作環境

3.14/4.62分、整體滿意度2.81/4.83分，後測顯然比前測分數高。交叉訓練前、後在組織承諾、

主管領導能力、醫院管理制度、工作滿足、工作環境、整體工作滿意度及總整體工作滿意度上

有顯著差異。

結論 /實務應用：護理人員面臨被調到不同的單位受訓，需適應不同專科與工作環境。院內有計劃性的

輪調，持續推動單位間的交叉訓練，適度的訓練能提升護理職場上的專業能力。研究結果可提

供醫院跨領域訓練參考，提升護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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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人類具有成長與發展之無限潛能，而不斷的

學習就是主要的途徑來源，在加上病患疾病的複

雜性、技術與知識不斷的創新變化及提升，若健

康照顧者沒有不同的經驗照護，恐難以因應所遇

到的健康需求。依王、周（2009）研究顯示醫療
環境隨著全民健康需求而增加，既要維持高服務

品質，同時又降低人事成本花費，許多醫院採用

縮編人力的方式來提高人力調度之彈性。交叉訓

練又稱為跨科訓練，工作輪調（Cross-training）

主要培育護理人員擁有兩種以上的專科照護能力

及擴展視野，有研究指出進階層級越高，其護理

能力越強，且護理能力隨進階制度的晉升而提

升，因此，工作輪調、護理多元能力的養成、個

人工作態度、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是正向的關

係（王、林、周、陳，2010；易、王、劉、簡，

2014；張、戴、石，2008；廖、胡、葉、陳，

2005）。因此，工作輪調是解決工作重複性過
高的方法之一，不僅可使護理人員工作豐富化，

也可解決護理人員於同一工作太久所造成的倦怠

感，進而提升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同時可激

勵同仁工作績效、知識及技能，以提升護理之照

護品質能力及增進醫療品質與價值（張、戴、石，

2008；Robbins, 2003）。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護理人員接受交叉訓練

前、後工作滿意度及影響因素。如圖一所示。

環境因素
單位科別
受訓科別

個人因素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稱
專業職等
工作年資

交叉訓練工作滿意度
組織承諾
主管領導能力
醫院管理制度
工作滿足
工作環境
整體工作滿意度
總整體工作滿意度

圖1. 影響工作滿意度概念架構圖

三、文獻查證

（一）交叉訓練

交叉訓練 (Cross-training)又稱工作輪調 (Job 

rotation)，是有組織計畫且系統性的讓護理人

員接受不同單位的教育訓練，藉以增進工作經

驗及照護技能為策略。由 Inman, Blumenfeld, & 

Ko, (2005) 提出跨科室訓練模式包括：配對單

位 (reciprocal pairs)、所有單位跨科訓練 (total 

cross-training between units)及鏈狀 (chained)跨

科訓練三種。依據文獻內容可知國內跨科訓練採

單位內或單位間進行不同科別的跨科訓練（王、

周，2009）。而交叉訓練對醫院來說雖可隨時調
動人力，同時也可以拓展護理人員視野提升照護

能力、技能及信心，且交叉訓練也被視為一種有

計劃培養未來主管人才的在職訓練，以增加對各

方面事務能瞭解，但對受訓人員而言也是遭受著

焦慮不安與挫折（王、林、周、陳，2010；李、
方、李、張，2016；易、王、劉、簡，2014；張、
戴、石，2008）。

（二）交叉訓練與工作滿意度相關

工作滿意度是一種態度與個人主觀感受有關，

也是來自於個人對工作或是環境內在因素所採取的

態度及主觀感覺，而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環境有交互

影響的產生，在醫院護理人員為最大宗的人力資

源，在這多變且危險的工作下，再加上排班制度不

依時常三班輪調、工作負荷大易導致護理人員對於

工作上來的不滿意，往往在價值間的差距與情感上

常影響滿度度，因此當差距愈小，工作者具有的感

受或情感反應愈有利，滿意度越高；反之，則反應

越不利，滿意度越低（易等，2014；吳、郭、彭，

2002）。由張等（2008）研究指出工作輪調與工
作滿足的路徑係數為 .68達顯著水準呈正相關，表
示工作輪調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而

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的路徑係數 .52呈正相關，表
示工作滿足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依

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中提到，人是一種需求的動物，

需求必須加以滿足，而未獲得滿足的需求常會左右

人的行為，且 Robbins（2003）認為工作滿足是指
工作者對其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工作者的工

作滿足成度高時，表示對工作抱持著正面的態度。

工作滿意度觀點有「維持因子」組織政策、薪水、

主管、工作條件等，「激勵因子」包括認同、成

長、責任、升遷及能力的成長等；而護理人員滿意

度有 5大項要素：組織結構、臨床專業實務、工
作、管理方式、領導者風範及專業發展等（易等，

2014；蔡、林，2001）。

護理人員在接受跨科室訓練後，認為此訓練

讓護理人員看到外界組織系統的運作，也使個人

感受到自我專業技能的薄弱，因此利用學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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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過程的經驗中，使訓練人員視野更加廣闊，

甚至有醫院藉由工作輪調也提升護理人員的工作

滿足（王等，2010；李、周，2011）。Komara

及 Stefaniak（1998）提出探討護理人員訓練前、
後測感受發現，再訓練前護理人員會出現抗拒與

排斥現象，因對於適應陌生環境與照護模式的不

同，以及自我知識經驗不足，而產生負面感，但

在訓練過後，照護效率、品質、信心及滿意度皆

有提升。由此可知將同科別之兩單位人力結構及

組織重新之調整後，不僅可維持病人照護品質，

更增進與家屬病患間關係，亦可增加兩單位人力

之運用，提升彼此照護能力。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場所與時間 

本研究採苗栗以北地區醫院與教學醫院共

120 位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時間自民國

106年 1月起至 106年 4月止，前、後測共回收
有效問卷 240份，回收率 100%。

研究問卷內容：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含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稱、專業職等、工作年

資、單位科別及受訓科別。

第二部分為交叉訓練前、後工作滿意度問

卷：參考蔡和林（2001）之「護理人員工作滿意
度量表」以及張等人（2008）之「工作輪調、工
作滿足及組織承諾」研究問卷。第二部份問卷共

43題，分別為「組織承諾」4題、「主管領導能
力」6題、「醫院管理制度」8題、「工作滿足」

11題、「工作環境」9題、「整體性工作滿意度」

5 題，問卷使用 Likert Scale 量表，依同意程度

區分五個等級，「非常不同意」代表 1分、「不
同意」代表 2分、「尚可」代表 3分、「同意」
代表 4分、「非常同意」代表 5分。

（二）資料整理分析

回收資料利用 SPSS 21.0版本統計軟體進行資料
分析，建立資料庫後採用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進行分

析，包括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獨立 t檢定、成

對樣本 T檢定分析與變異數分析、相關與迴歸分析。

表一.  護理人員交叉訓練前、後測工作滿意度統計分析 (N=120)

項　目 Mean SD t/F p
組織承諾 -17.37 .00*
前測 3.05 .99
後側 4.62 .02

主管領導能力 -16.47 .00*
前測 3.19 .95
後側 4.65 .05

醫院管理制度 -17.36 .00*
前測 3.12 .94
後側 4.62 .02

工作滿足 -19.58 .00*
前測 3.09 .92
後側 4.75 .01

工作環境 -17.00 .00
前測 3.14 .95
後測 4.62 .02

整體滿意度 -19.98 .00
前測 2.81 1.10
後測 4.83 .02

總整體工作滿意度 -65.24 .00
前測 3.18 .25
後測 4.6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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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交叉訓練者前後測之平均數、標準差(N=120)
前測 後測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一、組織承諾 3.05 .99 4.65 .22
1.我對醫院有歸屬感 3.04 1.14 4.58 .51
2.在醫院工作對我個人而言有意義 3.14 1.15 4.65 .47
3.我很樂意留在醫院工作 3.10 1.14 4.77 .44
4.我覺得醫院所面臨的困難就像是我的困難 2.93 1.11 4.61 .49

二、主管領導能力 3.19 .95 4.66 .20
5.單位主管能考量工作負荷及責任歸屬，公平分配工作 3.06 1.07 4.66 .47
6.單位主管能負起應有的決策責任 3.21 1.09 4.63 .48
7.單位主管會教導我們如何解決問題 3.24 1.02 4.58 .51
8.單位主管能在我工作時充分授權 3.23 .98 4.73 .44
9.單位主管會主動瞭解我工作上的困難，並提供協助 3.15 1.10 4.74 .45

10.我與單位主管溝通互動良好 3.25 1.04 4.65 .47
三、醫院管理制度 3.12 .94 4.64 .17
11.醫院提供我所需要的專業訓練及在職進修 3.39 1.10 4.73 .44
12.醫院提供的訓練課程能幫助我自我成長 3.35 1.07 4.66 .47
13.醫院重視員工各方面之安全 3.09 1.14 4.76 .43
14.醫院有相關措施及管道幫助員工抒壓 2.95 1.18 4.67 .49
15.醫院提供的福利措施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2.94 1.06 4.63 .50
16.醫院提供晉升機會予工作表現良好之員工 3.16 1.02 4.71 .47
17.醫院有正式管道處理員工抱怨或申訴 3.03 1.10 4.50 .53
18.員工的獎酬由員工的工作績效表現決定 3.09 1.16 4.52 .51
四、工作滿足 3.09 .92 4.74 .16
19.我認為交叉訓練對我在原單位有幫助 3.14 1.03 4.81 .39
20.我認為交叉訓練在護理工作上更容易上手 2.96 1.17 4.74 .44
21.我認為交叉訓練使我更能在第一時間評估病患 3.03 1.06 4.75 .43
22.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提升自我照護質 3.20 1.12 4.78 .41
23.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勝任現在的工作 3.10 1.13 4.77 .41
24.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確切的面對家屬與病患的提問 3.11 1.14 4.77 .42
25.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更與醫療團隊溝通 3.16 1.10 4.79 .40
26.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立刻發現護理問題 3.16 1.06 4.80 .40
27.我認為交叉訓練讓我對照護病患很有信心 3.12 1.15 4.77 .42
28.我認為交叉訓練讓我對醫療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狀況感到好的 3.06 1.08 4.64 .48
29.我認為醫院各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關係感到好的 3.06 1.04 4.57 .49
五、工作環境 3.14 .95 4.61 .23
30.我認為訓練單位分配工作時數是公平的 2.98 1.10 4.50 .50
31.我認為訓練單位的工作環境是好的 3.10 1.01 4.67 .47
32.我認為訓練單位採光照明感到好的 3.19 .99 4.63 .48
33.我認為訓練單位空調品質感到好的 3.16 1.06 4.70 .46
34.我認為訓練單位的資訊設備感到好的 3.18 1.03 4.61 .49
35.我認為訓練單位的清潔維護感到好的 3.29 1.09 4.69 .46
36.我認為訓練單位之環境已經非常瞭解 3.20 1.08 4.56 .51
37.我認為訓練單位的隔離措施非常放心 3.13 1.01 4.67 .47
38.我認為交叉訓練時的排班是公平的 3.03 1.13 4.53 .56
六、整體滿意度 2.81 1.10 4.81 .18
39.整體而言我對組織承諾是滿意的 2.73 1.29 4.80 .40
40.整體而言我對主管領導能力是滿意的 2.79 1.28 4.79 .40
41.整體而言我對醫院管理制度是滿意的 2.80 1.24 4.83 .39
42.整體而言我對工作滿足是滿意的 2.83 1.28 4.93 .25
43.整體而言我對工作環境是滿意的 2.94 1.19 4.73 .44
總整體滿意度 3.18 .25 4.6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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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

（一）基本屬性結果分析

本 研 究 對 象 共 120 位 護 理 人 員， 男 性
（10%）、女性（90%）、年齡以 30 歲以下
（52.5%）居多、教育程度大學（50%），職稱

護理師（85.8%）、專業職 N1（45%）、單位

科別內外科病房（78.3%）、工作年資 4~6 年
（31.7%）、受訓科別內外科病房（66.7%）居多。

（二）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分析

交叉訓練在總整體工作滿意度前、後平均得

分（見表一）3.18/4.68 分，其中組織承諾平均
數為 3.05/4.62分、主管領導能力 3.19/4.65分、
醫院管理制度 3.12/4.62分、工作滿足 3.09/4.75
分、工作環境 3.14/4.62分、整體滿意度 2.81/4.83
分。後測分數顯然比前測分數高。交叉訓練前、

後得分在組織承諾、主管領導能力、醫院管理制

度、工作滿足、工作環境、整體工作滿意度及總

整體有顯著差異。

（三）交叉訓練前、後測各項得分

交叉訓練滿意度前測，表二顯示（1）組
織承諾以「在醫院工作對我個人而言有意義」

（3.14±1.15）得分最高、「我覺得醫院所面
臨的困難就像是我的困難」（2.93±1.11）得
分最低；（2）主管領導能力以「我與單位主管
溝通互動良好」（3.25±1.04）得分最高、「單
位主管能考量工作負荷及責任歸屬，公平分配

工作」（3.06±1.07）得分最低；（3）醫院管
理制度以「醫院提供我所需要的專業訓練及在

職進修」（3.39±1.10）得分最高、「醫院有
正式管道處理員工抱怨或申訴」（3.03±1.10）
得分最低；（4）工作滿足以「我認為交叉訓練
能使我提升自我照護品質」（3.20±1.12) 得分

最高、「我認為交叉訓練在護理工作上更容易

上手」（2.96±1.17）得分最低；（5）工作環
境以「我認為訓練單位的清潔維護感到好的」

（3.29±1.09）得分最高、「我認為訓練單位
分配工作時數是公平的」（2.98±1.10）得分
最低；（6）整體滿意度以「整體而言我對工作
環境是滿意的」（2.94±1.19）得分最高、「整
體而言我對組織承諾是滿意的」（2.73±1.29）
得分最低。

交叉訓練滿意度後測，表二顯示（1）組織
承諾以「我很樂意留在醫院工作」（4.77±0.44）
得分最高、「我對醫院有歸屬感」（4.58±0.51）
得分最低；（2）主管領導能力以「單位主管
會主動瞭解我工作上的困難，並提供協助」

（4.74±0.45）得分最高、「單位主管會教導我
們如何解決問題」（4.58±0.51）得分最低；
（3）醫院管理制度以「醫院重視員工各方面之
安全」（4.76±0.43）得分最高、「醫院提供晉
升機會與工作表現良好之員工」（4.71±0.47）
得分最低；（4）工作滿足以「我認為交叉訓練
對我在原單位有幫助」（4.81±0.39)得分最高、

「我認為交叉訓練能使我更與醫療團隊溝通」

（4.79±0.40）得分最低；（5）工作環境以「我
認為訓練單位空調品質感到好的」（4.70±0.46）
得分最高、「我認為訓練單位工作環境是好的」

（4.67±0.47）得分最低；（6）整體滿意度以「整
體而言我對工作滿足是滿意的」（4.93±0.25）
得分最高、「整體而言我對組織承諾是滿意的」

（4.80±0.40）得分最低（見表二）。

六、討 論

本研究探討護理人員接受交叉訓練前、後工

作滿意度，在總整體工作滿意度上，其後測平均

數皆比前測高。故深入質性研究實際了解 8位護
理人員的想法，彙整如下：(1)急性病房 10年資
歷具有 N2與臨床教師的參與者表示：「在加護
病房的感覺像是一個新人一樣，病人嚴重度不像

是病房，學習到很多在病房看不到的案例，學到

後可以跟單位分享照護過程。」(2)急性病房 13
年具有 N3與臨床教師的參與者表示：「我的資
歷很深，這是跨科訓練我學習到別單位的 leader

是如何處理行政、以及訓練新人的方式，收穫很

多，而不是一層不變的。」(3) 內科 1 年資歷具
有 N1 到外科訓練的參與者表示：「我才 N1 很
多都不會，雖然很陌生但是學姊們會教導我如何

照護、及怎樣的溝通才是正確的，還有就是學

會了時間管理。」(4) 加護病房 12 年資歷且具
有 N4的參與者表示：「對於跨科訓練是好的，
看看別人家做事方式，然後改善單位內的不足是

好的，很有成就感。」(5) 急性病房 18 年資歷
具 N4與臨床教師的參與者表示：「整體來講我
覺得很好，因為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包括觀察

別單位的 leader怎樣帶學妹、看不一樣的生態與

做事方式，可以帶回原單位做學習。」(6) 外科

病房 1年資歷具 N1參與者表示：「學內科的東
西時，腳步並沒有想像的慢，而且學蠻多學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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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身體評估的，看到跟外科的處置方式完全不一

樣，最大的收穫是在照顧病人以及批判性思考。

我是覺得每天充滿刺激跟挑戰，視野變廣，不會

侷限在小框框裡，雖然很累很忙，至少我看到、

學到很多東西。」(7) 急診 4 年資歷具 N1 的參
與者表示：「我認識更多人、不同疾病的處理，

至少比其他同事懂一些，也可以交換意見給原單

位的人，而且沒想到我們把病人送上病房後的處

理問題更詳細仔細，而且我另外學到如何與家屬

病人更深入的衛教並教導他們照護，比如拍痰，

這是在急診端比較不會做到的，我覺得這次訓

練很有成就感，而且受訓完會有加獎金一舉兩得

啊。」(8)精神科 13年護理經驗具 N4的參與者
表示：「這次到內科與加護病房訓練，覺得經歷

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畢竟我所屬特殊單位，較

少看到內外科病人，像是檢查、疾病的身體評估

及照護上真的更加認識了。而且對往後來受訓的

人員我會比較能夠去體會他們的心情，所以當別

人來我們家的時候，我會主動去關心她。」綜合

上述 8位護理人員也發現參與者在跨科學習過程
中，雖然需要面對及重新適應新環境、學習不同

專業照護模式、人際互動等壓力，但她們仍能勉

勵自己，並尋求適當方式讓自己突破限制，最後

也自覺照護經驗變得豐富、視野增廣，並提升工

作滿意度，與王等人 (2010) 指出個體在面臨衝

擊情境時，個體會採取改變與調適以變因應接踵

而來的挑戰相呼應；再者楊（2005）也提出人
與環境形成的生活圈，會因人或環境事件而受影

響，在融合性趨駛下，人們會努力去配合或順從

環境，以建立人與團體間和諧關係。本研究參與

者在學習過程中，即使感到委屈，仍會以入境隨

俗、尊重單位習慣方式去進行適應，與論點有相

呼應。

七、結 論

交叉訓練在總整體工作滿意度前、後平

均得分 3.18/4.68 分，其中組織承諾平均數為

3.05/4.62分、主管領導能力 3.19/4.65分、醫院
管理制度 3.12/4.62分、工作滿足 3.09/4.75分、
工作環境 3.14/4.62分、整體滿意度 2.81/4.83分，
後測顯然比前測分數高。交叉訓練前、後得分在

組織承諾、主管領導能力、醫院管理制度、工作

滿足、工作環境、整體工作滿意度及總整體有顯

著差異。由於醫院運作需依靠護理人員來協助，

且培養訓練護理人員需花相當長的時間，故如何

留住護理人員使其樂於盡心盡力為醫院服務，是

當前醫院須多關注的問題，培育護理實務能力，

除了學習者應具備基本學理知識外，組織更應提

供機會豐富護理人員照護經驗與能力。護理人員

對於輪調認知的認同度越高，工作滿意度越高。

護理人員面臨被調到不同的單位受訓，需適應不

同專科與工作環境。院內有計劃性的輪調，持續

推動單位間的交叉訓練，適度的訓練能提升護理

職場上的專業能力。研究結果可提供醫院跨領域

訓練參考，提升護理品質。

八、建 議

由上述可知跨單位訓練整體而言對訓練者滿

意度是好的，換言之，護理人員如果對於輪調有

比較正面的認知，或有較高的意願，在工作職務

調動的過程中，會增加滿足感。護理人員面臨被

調到不同的單位受訓，需適應不同專科與工作環

境，建議（1）醫院可有計劃性的輪調，例如配
合基層護理人員進階訓練。（2）配合提供非金
錢獎勵制度，如：休假或表揚等。（3）各醫院
護教組可設立內部意見溝通管道來抒發工作困

境，也可舉辦座談會來分享工作經驗等。（4）
交叉訓練前安排臨床案例討論與床邊教學等方

式，增加教學互動機會，讓學習者做好足夠的準

備，獲得更正確且完整的照護知識。（5）同儕
與主管關心與協助使同仁融入新團體，降低同仁

適應新環境的不安情緒。綜合上述建議可持續推

動單位與單位間的交叉訓練，適度的訓練能提升

護理人員在職場上的專業能力，院內若能適當的

並且正確的宣達交叉訓練對護理人員的影響勢必

能提高護理人員的工作滿足及工作滿意度，進而

提高留任。

九、限 制

本研究由於人力及時間上的考量，對象以苗

栗以北地區醫院與教學醫院為主，再者每家醫院

在受訓過程的時間並不相同，問卷信效度無明確

評估，建議日後當人力和時間足夠時，可取樣全

國醫院的護理人員，進而瞭解全國護理人員在接

受交叉訓練前、後工作滿意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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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oday's medical managing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rapidly. For lacking of manpower, unit 
cross training in some hospitals were often used to enhance nurse's knowledge, skills, and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for nurses. In complex care situations, nurses may not b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unit work 
and may cause self-care ability insufficiency. It may often induce frustration of nurses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turnover rate. 

Purposes: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pre and post cross training scores and under-
st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nurses.

Methods: 120 nurses working at regional and teaching hospital in northern Taiwan receiving cross 
training were chosen. The research time started from January 2017 and ended to April 2017. This i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 Job Satisfaction Scales＂ were used as questionnaires.  Likert Scale 5 points 
score and SPSS 21 software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Cross training on the overall job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average score were: 
3.18/4.68.  The average scor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re and post were 3.05/4.62, executive 
leadership were 3.19 /4.65, hospital management system 3.12/4.62, job satisfaction 3.09/4.75, working 
environment 3.14/4.62, total satisfaction 2.81/4.83. Post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pre cross training 
scor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cross training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ecutive leadership, hospital management system, job satisfaction, working environment, total 
satisfaction and overall job satisfaction scores.

Conclusion/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Nurses are often assigned to different units, and need to adapt to 
different special unit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hospital policy establish a rotation plan, continue 
to execute cross-training between units, it will not only improve nurs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but also 
coul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hospital cross 
training, and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care.

Keywords:  Cross training, job rotation, job satisf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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