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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工作满意度

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赵摇 静1,杨庆宇2,万摇 娟2,薛摇 芳3

[摘要]目的:探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工作满意度、情绪管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短式明尼

苏达满意度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医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量表对 352 名被试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学员工作满意度、情绪管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 < 0. 01),规培学员工作满意度通过情

绪管理能力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 结论:规培学员情绪管理能力在工作满意度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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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man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of residents with standardized training

ZHAO Jing1,YANG Qing鄄yu2,WAN Juan2,XUE Fang3

(1. The Centre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3. School of Nurs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2. General Practic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job satisfaction,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and self鄄efficacy of residents
with standardized training. Methods: Three hundred and fifty鄄two participa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general self鄄efficacy scale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scale. Results: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job satisfaction,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and self鄄efficacy of resident physicians with standardized
training(P < 0. 01). The job satisfaction could affect the self鄄efficacy of residents with standardized train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of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Conclusions:The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resident physicians with standardized train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self鄄efficacy.
[Key words] resident;standardized training;job satisfaction;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self鄄efficacy

摇 摇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冶)是指医学

生在完成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教育专业课程后,接受

某一学科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使所学的知识和专

业技能朝着某一方向逐渐深化的教育过程[1],是毕

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保证临床医师

专业水准和医疗服务质量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3]。
目前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规范化

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各项配套政策也较为齐全,在
培养高素质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4 - 5]。 我国住院医师规培起步较晚,经过几十

年的探索和实践,虽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的培训

制度[6],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7]。
有研究[8 - 10] 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情绪智力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即提升情绪智力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

感。 情绪、工作满意度、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有密切

联系[11]。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以住院医师规

培学员为研究对象,考察工作满意度对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并探讨情绪管理能力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向某省 5 所国

家级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表及网络

版问卷,参与对象以匿名方式现场自愿或在网络平

台填写问卷调查表。 经过人工及网络后台检查,剔
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352 份。 其中男 160

735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年 11 月第 44 卷第 11 期



人,女 192 人;年龄 21 ~ 35 岁;学历层次:专科 61
人,本科 137 人,硕士 154 人。
1. 2摇 研究方法摇 根据研究内容,在查阅文献及专家

访谈的基础上设计问卷调查表,对医院规培基地的

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由管理人员通过规培基地内部

网络或现场向学员发放问卷,学员按照自愿原则,以
匿名方式在网络平台或在现场进行自填式问卷

调查。
1. 3摇 研究工具摇
1. 3. 1摇 一般人口学问卷摇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家
庭所在地、规培医院所在地、工资水平等 19 个条目。
1. 3. 2 摇 短式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SQ) 摇 共 20
个条目,分为总体满意度、内在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

3 个分量表,该量表应用广泛,其结构效度和内容效

度已被反复证实[12 - 13]。 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法,1 代表“非常不满意冶,2 代表“不满意冶,3 代表

“不确定冶,4 代表“满意冶,5 代表“非常满意冶。
1. 3. 3 摇 一 般 自 我 效 能 感 量 表 ( GSES ) 摇 由

SCHWARZER 等[14] 编制,共 10 个条目,为单维量

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Cronbach忆s 系数为 0. 87,分半信度为 0. 90,重测

信度为 0. 83;效度方面,GSES 的 10 个条目和总量

表分的相关系数在 0. 60 ~ 0. 77 之间[15]。
1. 3. 4 摇 医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量表摇 该量表包含 4
个维度,分别是情绪感知能力、情绪评价能力、情绪

表达能力及情绪调控能力,Cron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

为 0. 864、0. 751、0. 777 和 0. 741。 量表共 28 个条

目,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23,Spearman鄄Brown 分

半信度为 0. 891,经过效度检验,量表的模型拟合较

为理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采用 1 ~ 5 级

评分制,1 代表完全不符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

表不确定,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 分数

越高,表明情绪管理能力越强[16]。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素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工作满意度、情绪管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的关

系摇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情绪管理能力

4 个维度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均两两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工作满意度、情绪管理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

关性( r)

变量 1 2 3 4 5 6

1 工作满意度摇 1

2 情绪评价能力 0. 399** 1

3 情绪感知能力 0. 411** 0. 851** 1

4 情绪表达能力 0. 410** 0. 822** 0. 863** 1

5 情绪调控能力 0. 405** 0. 894** 0. 842** 0. 882** 1

6 自我效能感摇 0. 475** 0. 461** 0. 504** 0. 461** 0. 489** 1

摇 摇 **P < 0. 01

2. 2摇 情绪管理能力的中介作用分析摇 为检验情绪

管理能力在工作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效

应,构建中介模型(见图 1)。 其中,情绪管理能力为

潜变量,包含 4 个维度:情绪评价能力、情绪感知能

力、情绪表达能力和情绪调控能力。 该模型拟合较

为理想(字2 = 5. 87,P > 0. 05,NFI = 0. 998)。 中介模

型中,工作满意度和情绪管理能力均对规培学员的

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

为 0. 475 和 0. 501(P < 0. 01);工作满意度还对情绪

管理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 0. 427
(P < 0. 01);加入情绪管理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后,模
型的总效应值为 0. 689;工作满意度到自我效能感

的直接效能值为 0. 475,工作满意度通过情绪管理

能力到自我效能感的间接效应值为 0. 214,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 31. 06% ,这说明情绪管理能力起部

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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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满意度是指个人在心理及生理上对某些或某个

事物的主观态度或评价,是个体获得满足感程度的

反应[17]。 有研究[18 - 19]表明员工的满意度与其工作

的积极性有直接的正向关系,满意度的高低不仅会

影响到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还会对组织的绩效

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满意度越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就越高,组织目标也就越容易实现。 有研究[20] 显

示,住院医师的工作满意度与其得到的物质报酬呈

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住院医师是规培的利益相关

者[2],其满意度直接影响到规培的质量和效果,薪
资报酬、工作环境、政策和制度等都会影响到规培学

员的满意度[21 - 22]。
自我效能感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23] 提

出,是指个体在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

事物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 按照班杜拉的理

论,自我效能感的功能主要是调节和控制行为,并通

过行为的调节和控制影响行为的结果。 自我效能高

的人一般会选择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且确立较高

的目标并能坚持到底。 一旦行动开始,会付出很多

努力,在遇到挫折时能很快恢复。 有研究[24] 证明情

绪管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关系。 自我效能

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自我效

能感能够减轻个体消极和负面情绪,促进个体对未

来的期望,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25 - 27]。
情绪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 有心理

学家将情绪定义为“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变

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认知过程、感觉以及行为反

应冶 [28],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29]。 情绪管理能

力属于情绪智力的一部分,其核心在于对情绪的情

景、类型和强度的管理,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体更好地

适应社会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30 - 31]。
3. 1摇 工作满意度对规培学员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

正相关,且直接路径系数为 0. 475,说明工作满意度

对规培学员的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满

意度是个体获得满足感的程度,是一种积极、主观的

评价。 一个人满意度水平高,对生活就可能持积极

的态度,对工作就有更高的热情[32]。 工作满意度,
通常指工作人员对其所在工作环境各个方面所给予

的一种主观评价,是个体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的程

度[33],包括工作环境、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

关系等感受的心理状态,且能够影响工作时的情绪,

是期望与实际感知相比较的结果。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某

一行为的主观判断,反映了个体能采取适当的行动

面对环境挑战的信念,通常以自信的观点看待个体

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 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

人们对于行为的选择,倾向于回避那些自认为超过

其能力所及的任务和情境,而承担并执行那些自认

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当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上的困

难得以解决时,他们体会到一种满足感。 规培学员

通常是按照规培计划和大纲的要求进行科室轮转,
经常要面对并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如果组

织能够提高规培学员的工作满意度,其自我效能感

也会增加。
3. 2摇 情绪管理能力在规培学员工作满意度与自我

效能感中的中介作用摇 情绪管理能力与自我效能感

呈显著正相关,这与肖双艳等[34] 研究结果一致。 且

对自我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说明情绪管理能力

能够影响自我效能感水平。 情绪管理能力较好的

人,体验到的负性情绪也会较少,对完成期望的目标

任务会有积极的自我评价。 MAYER 等[35]将情绪管

理能力作为情绪智力的一个维度,根据其情绪智力

模型具有较高情绪管理能力的员工,能够较好的调

控和表达情绪,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挫折,能够很

好的感知和理解,从而促进问题的合理解决,产生内

在的满足感,获得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使得自我效

能感也进一步提升。
自我效能感反映的是个体对于完成某项工作的

自信程度,其对于增强工作动机、改善工作态度、提
高工作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6]。 其主要功能

是:它决定了人们对行为的选择及对该行为的坚持

性;影响着人们在困难面前的态度以及新行为的获

得。 情绪管理能力在工作满意度与自我效能感中起

部分中介效应,情绪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且与生活

事件有着动态变化关系,情绪管理能力不仅对消极

情境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对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

度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规培学员如果能够具有较

强的情绪管理能力,能够运用多种适应性的情绪调

节措施,对个体调节自身情绪有更多的自信,积极地

看待自己,树立为人处事时的自信,进而增加自我效

能感。
住院医师规培是搭建医院临床医学人才队伍的

重要力量。 因此,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采取合理

的措施提高住院医师对参与规培的满意度,激发他

们参与培训的热情和积极性,唤起正性情绪,能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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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规培学员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自我效能感,从
而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长期、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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