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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将“职业成长期待”概念引入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群体中，并探究职业成长期待对其早期
离职倾向的影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了 263 份有效问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等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包含 2 个维度下的 14 个测量条目；问卷的格朗巴赫一致性系数为
0.920；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对早
期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89，P<0.01）。结论：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应用在乡镇卫生院新入
职医务人员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时，具有高水平的职业成长期待的新入职医务人员具有强烈的组织归属
感和高度的组织契合，进而削弱了他们的早期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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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into the groups of new
medical staffs in township hospital,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on early
turnover intention. Methods: Using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263 valid questionnaire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scale included 14 measurement items under 2 dimension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scale was 0.920.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scale had a good reliability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of new medical staffs in township hospital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prediction (β=−0.289, P<0.01) on early turnover intention. Conclusion: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scale has a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mong new medical staffs in township hospital,
meanwhile, with a high level of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of new medical staffs,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s, which will reduce the early turnover intentions of 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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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镇卫生院是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服务供给主体之一，是农村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中的纽带[1]，乡镇

卫生院医务人员是推动农村基层医疗工作顺利健康运行的主力军[2]。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医务人员
会设立职业成长的期待，既包括对自己职业锚和能力的要求，还包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福利待遇
的期许。但在乡镇卫生院的实际工作中，现实往往不能满足新入职医务人员的成长期待，易催生他们的
离职倾向。职业成长期待主要由职业目标进展期待、职业能力发展期待、职位晋升期待和福利报酬期待
4 个部分组成[3]，多见于企事业单位等职业群体的相关研究[4]，但遗憾的是，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
的“职业成长期待”缺乏有效的学术关注。基于此，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应用到新入职
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群体中，进一步检验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对其早期离职倾向的影响。希
望本研究能为我国基层卫生服务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农村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受试者是来自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和七台河市的新入职医务人员。入选标准：正式员工、

知情且同意参与、参加乡镇卫生院工作 1 年以内；剔除标准：临时实习的非正式员工和拒绝参与本课题者。
年龄：21～3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5.04 岁；性别：女 179 人（68.1%）、男 84 人（31.9%）；婚姻
状况：未婚 212 人（80.6%）
、已婚/同居 51 人（19.4%）
；教育情况：中专及以下 1 人（0.4%）
、大专 171 人
（65.0%）、本科及以上 91 人（34.6%）；家乡所在地：城市 99 人（37.6%）、乡镇 103 人（39.2%）、农村
61 人（23.2%）；工作经历：曾经工作过 131 人（49.8%）、刚毕业 132 人（50.2%）；工作岗位：内科 60 人
（22.8%）、外科 12 人（4.6%）、妇产科 7 人（2.7%）、儿科 3 人（1.1%）、口腔医学 18 人（6.8%）、中医
学 45 人（17.1%）、药学 34 人（12.9%）、医学检验 23 人（8.7%）、医学影像 14 人（5.3%）、其他科室
47 人（17.9%）。
1.2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的问卷收集于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培训现场，并充分告知此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取得新入职医务人员的积极配合。本研究采用方便式抽样法，通过网络调查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333 份，
收回有效问卷 263 份，有效回收率为 78.98%. 不良问卷剔除标准：答题时间过短及过长者，随意填写
一致性答案敷衍或缺失项过多者。
1.3

测量工具

1.3.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为自主设计问卷，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情况、家乡所在地、工作经历及
工作岗位等。
1.3.2

职业成长期待

本研究以翁清雄等[5]开发的组织内员工职业成长量表为蓝本，原量表包括职位晋升、薪酬变化、职
业进展、职业技能变化 4 个维度。结合乡镇卫生院及新入职人员的特点，将原量表的每一个条目修订为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的评价和判断，例如：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将会促使我
掌握与工作相关的新技能”。原量表包括 15 个测量条目，由于“薪酬变化”维度中两个条目词义较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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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本研究仅保留其中一条，因此，修订后的“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包含 14 个条目。量表采用 5-Likert
尺度，即：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十分符合”，数值越大表示受试者的职业成长期待越高。
1.3.3

离职倾向

早期离职倾向的测量采用自编的 1 个测量条目——“将来我可能会离开乡镇卫生院”。文献[6]表明，
1 个条目同样具有很好的可信度。量表采用 5-Likert 尺度，即：1 代表“非常不赞同”，5 代表“非常赞同”，
数值越大表示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离职倾向越强烈。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

探索性因子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职业成长期待量表的信度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法，检验职业成长期待量表的信度，得到格朗巴赫系数为 0.920，大于心理

测量上的常用标准（0.70）。结果提示，测量项目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量表的信度较好。
2.2

职业成长期待量表的效度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职业成长期待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探索性 KMO 统计值为 0.905＞0.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概率为 0.000＜0.05，提示修订的 14 个测量条目间并非相互独立，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进一步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下的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提取 14 个测量条目的公因
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维度及载荷

测量条目

职业目标期待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我离自己的职业目标更近一步

0.724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与我的职业目标、职业理想相关

0.725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为我的职业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0.785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为我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

0.737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将会促使我掌握与工作相关的新技能

0.868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将会促使我不断掌握与工作相关的新知识

0.857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将会促使我积累更丰富的工作经验

0.826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将会促使我的职业能力得到不断锻炼与提升

0.794

职业进程期待

来乡镇卫生院工作，我的职务提升速度会较快

0.668

来乡镇卫生院工作，我的职务提升可能性很大

0.796

来乡镇卫生院工作，我的职务比其他单位更理想

0.710

来乡镇卫生院工作，我的事业发展速度将会比较快

0.785

到乡镇卫生院后，我的收入可能会增长地比较快

0.789

到乡镇卫生院后，我的收入继续得到提升的可能性很大

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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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提示，主成分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 2 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包含 8 个测量条目，第二个
公因子包含 6 个测量条目。2 个公因子可以解释所有条目的 66.272%. 根据公因子包含的条目并参考原量
表，将这 2 个公因子依次命名为“职业目标期待”和“职业进程期待”。
2.3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与早期离职倾向的描述性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分析新入职医务人员职

表2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对早期
离职倾向影响的回归模型

业成长期待与早期离职倾向的均值分布情况。职业成
长期待的均值为 3.89±0.55，早期离职倾向的均值为
2.68±0.77.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

Tab. 2 Regression model of influence of career growth
expectation of new medical staffs in township hospital on
the early turnover intention

关系数，结果提示，职业成长期待与早期离职倾向

早期离职倾向（β）
变量

（r=−0.315，P＜0.01）呈显著负向相关性。
2.4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对早
期离职倾向的预测模型

控制变量

M1

M2

年龄

0.086

0.098

性别

0.077

0.085
b

−0.230b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进一步检验职业成长

婚姻状况

−0.277

期待对早期离职倾向的预测作用。回归模型（如表 2

教育情况

−0.019

−0.025

所示）以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作

家庭所在地

0.044

0.056

为自变量，将早期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同时，为剔

工作经历

0.072

0.075

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将样本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教育情况、家庭所在地和工作经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

职业成长期待

结果

F

3.457

6.586a

△R2

0.550

0.134a

归模型（M1）
，检验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M2）。
回归结果提示，剔除人口统计学几个变量的影响
后，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对早期

−0.289a

自变量

注：a—P＜0.01，b—P＜0.05；M1 代表以职业成长期待作为自变量，
早期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的方程；M2 代表以人口统计学信息和职
业成长期待同时作为自变量，早期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的方程

离职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89，P＜0.01）。

3

讨论

3.1

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在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群体中的应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具有较高水平的内部一致性（α=0.920）。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提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职业成长期待包含“职业目标期待”和“职业进程期待”2 个维度
下的 14 个条目。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均值为 3.89±0.5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
表明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水平较高，此结果与他们初入职场时的进取心强、自主
立业意识较强的特质相吻合[7]。从西方学者提出的“生存—关系—成长”激励理论可知，员工在满足自
身生存需要和相互关系需要后，
“成长”成为了更深层次的需要[8]，因此，职业成长期待是促进乡镇卫生
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内驱力之一。
3.2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对早期离职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职业成长期待对早期离职倾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β=−0.289，P＜0.01）。此结论与既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9]，较高水平的职业成长期待能够显著削弱乡镇
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的早期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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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表明，具有良好职业成长期待的员工会时刻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强烈的组织支持感、牢
固的心理契约和较高的工作投入度，使员工产生回报组织的互惠心理，进而在组织中产生互惠行为[10]。
“个体-组织”的良性互动会实现个体成长与组织发展的共赢。反之，在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的今天，
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进入新的工作环境时，会自主地将自我职业生涯规划与现实中的岗位实际相匹
配[11]，寻找组织归属感，如果此时的职业成长不能达到他们心中期待的标准，那么将会出现“个体-组
织”契合感和匹配度下降、动摇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情感承诺，甚至会催生消极怠工等不良现象，久
而久之在组织中还会产生负面辐射效应[12]，致使新入职的乡镇卫生院医务工作者萌发离职念头，甚至导
致离职行为。
基于员工的自我效能感理论[13]，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医务人员需要适应崭新的工作环境、角色定位与
组织文化，这些因素影响着员工职业生涯过程的思维方式、行为和情绪[14]。初入职场的医务人员作为乡
镇卫生院的新鲜血液，希望自己为组织注入新的活力，能够承担组织任务，积累工作经验，获得组织认
同，体现自我价值，他们会对乡镇卫生院持有较高的职业成长期待，在这个“自我效能不断释放”的阶
段，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黏度极高的施展才华的平台，因此，他们的离职倾向较小。
不仅如此，前景理论中的反射效应提示，当面临积极的前景时，个体偏好确定的收益，但当面临消
极的前景时，个体则会出现偏好反转，表现出寻求风险、迎难而上的积极势头[15]。新入职员工会将未来
的职业期待当作“人生股票”，乡镇卫生院工作便被新入职医务人员视为优质股，他们更愿意长期持股，
而不会轻易抛售（离职），而且在取得收益之前，都会用饱满的工作热情进行投资，盼望期待变成现实。
因此，当新入职医务人员对未来职业发展具有积极期待时，会增强他们对乡镇卫生院工作的组织嵌入度，
进而增加他们的职业承诺，避免离职倾向的产生。

4

结论
本研究修订的职业成长期待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并对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员工的职业成长期

待进行了准确测量。研究探讨了新入职医务人员的职业成长期待对离职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职业成长
期待对乡镇卫生院新入职员工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乡镇卫生院人力资源的既往研究主要
侧重于绩效激励制度及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关于医务人员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职业成长期待的研究仍缺
乏关注。本研究结论也将为我国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与实践提供一些启示，新入职员工良好的职业成长期
待是激发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内在动力之一，乡镇卫生院不仅要激励和引导新入职员工设立职业发展
目标，还要在他们实现职业目标过程中予以资源支持，缩小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这对于防范他们产
生离职倾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本研究也为减少我国农村基层卫生人才流失、促进农村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维护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功能提供了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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