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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營養師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職業倦怠

和離職傾向之現況與相關性

賴苡汝1　廖梨伶2　謝藍琪3　李貞慧4,*

目標：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營養師工作狀態和離職傾向之現況，並分析其工作狀態和離

職傾向之關係。方法：採線上問卷調查，全國共有424名執業中營養師志願參與本研究，研
究工具包括「職業壓力指標第二版」和「職業倦怠量表」中文版及個人資料問卷，資料分

析方法為描述性統計和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法。結果：(1)營養師工作壓力平均總分為166.3分
(SD= 31.37)，工作滿意度平均總分為43.1分(SD= 11.44)，職業倦怠表現為高度情緒耗盡(Mean= 
29.21，SD= 10.75)、中度去人格化(Mean= 9.09，SD= 6.83)和中度個人成就(Mean= 34.06，SD= 
7.80)，屬於職業倦怠高危險群；且僅18.9 %營養師從未有離職想法。(2)所有變項可解釋營養師
離職傾向之總變異量為44.4%，背景變項、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職業倦怠各子構面在逐層
控制下，單獨對營養師離職傾向之解釋力達3.6%、15.6%、23.0%及2.3%，所有預測變項中，
以工作滿意度具最大預測力。結論：相較其它職業及國外營養師之研究結果，台灣營養師工作

狀態表現相對較差，有鑑於其對離職傾向之重要影響，提升營養師工作滿意度，乃營養師人力

資源管理之重要課題。(台灣衛誌 2014；33(6)：6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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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著

前　　言

為全民營養健康把關乃營養師工作職

責，營養師提供之專業服務，包括營養評

估、營養諮詢照護、飲食設計及膳食供應監

督管理等。隨著資訊蓬勃發展，全民認知意

識抬頭，營養知識及飲食文化日益更新，營

養師的工作領域不再侷限於醫院，亦拓展深

入學校及社區，積極推展疾病預防、治療及

營養健康促進等任務。

醫院及學校為目前台灣營養師執業之

兩大主要場域。目前台灣醫院營養師，依工

作內容主要分為供膳管理營養師及臨床營養

師，供膳管理營養師主責病患膳食設計及供

膳監督管理，臨床營養師主責病患營養評估

及營養諮詢照護，另社區營養教育、教學研

究及其他行政工作等，則多由供膳管理營養

師及臨床營養師共同負責。相關研究指出，

近年美國醫院營養師面臨不斷變化的醫療環

境，醫院評鑑制度持續改變評核標準，要求

更高水平的臨床營養照護，包括營養篩選及

評估的時程、跨領域照護計畫、維持營養師

的專業素養、品質改善行動及聚焦於提高病

患照護成果等，致使臨床營養師專業責任持

續增加[1]，台灣及其他先進國家亦然，另
隨著全民健保給付制度的改變，醫療機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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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醫療成本管理，非醫師人力相關成本之

精簡，亦成為提升醫療機構經營績效之途

徑。醫院管理者一方面嚴控人力相關成本預

算，一方面又為達評鑑標準，要求最高的

照護品質，營養師須負責膳食設計與供膳管

理、臨床營養照護及社區營養教育，亦需進

行教學研究工作，更因支援性人力縮減，致

使營養師必須負責更多行政工作[2]。
台灣學校營養師的首要工作應是膳食

設計、供膳管理及全校師生之營養教育，相

關資料顯示，雖然中小學營養師主要扮演的

角色，包括膳食規劃執行及行政管理工作，

但執行行政管理的時間最多[3]，學校營養
師須負責處理過多非營養專業之行政工作，

導致其專業價值無法獲肯定，缺乏工作成就

感，深為學校營養師之困擾，進而降低其工

作滿意度。

各執業場所的營養師都面臨須負責多

重工作角色的問題，工作壓力及負荷日益繁

重，相關研究發現，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下，

會降低工作效率，可能引發身體或心理疾

病，不僅會對個人的身心健康與工作滿意造

成負面影響，亦可能造成工作組織和服務對

象的損失[4]。而工作滿意度是一個人的主
觀知覺，尤其會受個人期望的影響，而主觀

知覺亦會受到客觀環境影響，例如組織的管

理方式等。國外相關研究發現，醫院營養師

因接受高難度照護個案的轉介、或參與其營

養照護工作、因醫院擴增營養諮詢服務的

專業需求，或因減少執行非營養專業之工作

等，都能增加其工作滿意度[2]。Maslach等
人提出職業倦怠理論包含情緒耗盡、去人格

化及個人成就三層面，情緒耗盡主因為工作

量超出負荷或角色衝突，當個人耗盡情感，

去人格化則會反應出負面或過度脫離人際互

動的狀況，進而在工作上缺乏情緒表現與想

法。而個人成就缺乏，則會產生無法勝任工

作知覺，或對於工作成果感到不滿意，造成

缺乏自我效能的感受、感到無法達到工作要

求、缺乏社會支持，及缺乏發展個人專業能

力的機會[5]。職業倦怠常具體表現為個人
對工作的對象喪失同情、所謂尊重與積極的

感覺，以及工作者對其服務對象、同事、主

管及組織表現退縮與疏離，甚而可能導致工

作生產效率降低、工作滿意度降低及離職傾

向增高等狀況[6]。離職傾向是指個人對於
目前的工作狀態或環境感到不滿意，想要離

開其工作崗位之意願性，研究發現工作壓

力、工作滿意度、身心健康狀態與與離職傾

向有顯著關係[6,7]。離職傾向增高，組織間
人員異動頻率增加，以經濟效益而言，人力

薪資直接成本的降低或許明顯可見，然新舊

人員工作無法妥當銜接，聘用兼職人員暫代

或取代出缺等因素，造成有形間接成本可能

被隱藏或忽略，如生產力下降、工作效率降

低和組織團隊素質降低等；若以醫療照護品

質而言，醫護人員異動頻繁，可能致使醫療

照護之質量降低、異常事件出錯率增高，對

病患而言，甚而導致缺乏照護的連續性，影

響病患安全及權益[8]。
隨著全民健康營養照護的受重視，營養

師工作內容及負荷日益繁重，而營養師執業

是一面對服務對象的助人工作，需高度的人

際互動與情緒負擔，是容易產生職業倦怠的

高危險群[9]。國內外已有諸多研究，針對
醫事專業技術人員之工作壓力、職業倦怠及

身心健康進行探究[7,9-13]，然而國內尚無
研究針對營養師之工作狀態及離職傾向進行

探討，也因而未能針對營養師之工作職責或

角色功能進行調整。本研究以各場域營養師

為對象，探討營養師之工作壓力、工作滿意

度、職業倦怠和離職傾向之現況與關係，以

提供組織管理者，在制定組織經營、人力編

制和薪資福利等相關制度時，作為實證參考

之依據。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設計為橫斷面調查研究，研究

對象為全國執業中營養師，根據衛生福利部

公共衛生資訊資料顯示(2012年10月上網)，
2012年10月全國執業中之營養師共2,701
人，本研究採用線上問卷調查，透過全國各

營養師公會轉發本調查研究之訊息，邀請有

意願參與本研究之營養師上網填寫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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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工作壓力和離職傾向分析

查期間為2012年11月~12月，共計424位營養
師參與本研究(回應率15.7%)。因回應率偏
低，本研究並以2014年8月中華民國營養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員業態分析資料，進行

研究樣本與母群體之社會人口學特性分析。

本研究經義守大學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

過，所有參與研究者皆為志願參與。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能與其它醫事專業技術人員之

工作狀態進行比較，在研究工具上多使用國

內外通用的結構式量表，內容分為五部分：

(一) 工作壓力：採用陸洛等人「職業壓力
指標第二版」中文版量表(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2, OSI-2)中的壓力感受量
表[10]，測量工作負荷、人際關係、工
作家庭平衡、管理角色、個人責任、工

作瑣事、上司賞識及組織氣氛等八種工

作壓力來源，共40題，以從1分(非常肯
定不是壓力)到6分(非常肯定是壓力)的
Likert六點量表測量，總分愈高表示所
感受到之工作壓力愈大。

(二) 工作滿意度：採用陸洛等人之「職業壓
力指標第二版」中文版量表中的工作滿

意量表[10]，此量表包含工作本身和組
織滿意二大層面，共12題，以從1分(非
常不滿意)到6分(非常滿意)的Likert六點
量表測量，總分愈高表示工作滿意度愈

高。

(三) 職業倦怠：採用陸洛等人之職業倦怠量
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中
文版[10]，此量表內容分為情緒耗盡、
去人格化及個人成就三個層面，共22
題，以從0分(從未感覺)到6分(每天)的
Likert七點量表測量發生頻率，情緒耗
盡和去人格化分數愈高，代表職業倦怠

程度愈高；個人成就分數愈高則代表職

業倦怠程度愈低。情緒耗盡、去人格化

及個人成就三個層面滿分依序為54分、
30分和48分，根據Maslach等人之分類
標準[5]，若情緒耗盡得分≧27、去人格
化得分≧13、個人成就得分≦31，則屬

於高度職業倦怠；若情緒耗盡得分介於

17~26、去人格化得分介於7~12、個人
成就得分介於32~38，則屬於中度職業
倦怠；若情緒耗盡得分≦16、去人格化
得分≦6、個人成就得分≧39，則屬於
低度職業倦怠。

(四) 離職傾向：以Likert五點量表測量離職
傾向的發生頻率，由1分(從不會)到5分
(幾乎總是會)五個選項進行測量，分數
愈高則代表離職傾向程度愈高。

(五) 基本資料：即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包
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是否有子

女、教育程度、工作地點(分北、中、
南、東四區)、工作場域(分醫院、學校
及其它)、平均月收入等。
OSI-2和MBI為國內外廣為應用之標準

化工具，信效度均已獲肯定，本研究再次

以Cronbach’s α係數判斷各研究工具之內部
一致性信度，結果工作壓力各層面α值為
0.65~0.90，整體的α值為0.96，工作滿意度
各層面α值皆為0.91，整體的α值為0.938，
職業倦怠各層面α值為0.82~0.89，顯示各量
表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

三、 資料分析

資料以PASW Statistics 18進行統計分
析。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對象背景變項、

工作狀態和離職傾向之現況調查結果；

以多元階層迴歸分析(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瞭解研究對象的工作狀
態對離職傾向的預測情形，以離職傾向為效

標變項，預測變項包括工作壓力、工作滿意

度和職業倦怠各層面共13個變項。模式一先
投入研究對象背景變項，以控制其在工作狀

態對離職傾向預測關係之干擾，此模式中投

入之背景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

況、是否有子女、教育程度、工作地點、工

作場域和平均月收入等，除了年齡之外，均

為類別變項，在進行迴歸分析前已先轉化為

虛擬變項。由於工作年資與年齡具高度相關

性(r=0.93, p<.01)，考量共線性問題，故未納
入背景控制變項。模式二投入工作壓力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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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變項，模式三再投入工作滿意度二個層

面變項，模式四再投入職業倦怠三個層面變

項。執行迴歸分析前先以Pearson積差相關
分析，檢視預測變項間是否具高度相關性，

並檢視變項間是否具共線重合問題。統計分

析以p<.05為達統計顯著水準。

結　　果

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研究樣本與母群體特性資料分析如表

一，平均年齡為34歲，約93%為女性，未
婚和已婚約各佔一半，以無子女者為多數

(61.6%)，研究所以上學歷約佔四成(37.7%)，
工作地點分佈於北部、中部、南部和東部之

比例分別為36%、22%、35%和7%，而主要
工作場域為醫院和學校，各佔54%和29%，
將近45%營養師平均月薪在三萬五千元(含)
以下。與母群體相較，本研究樣本平均年齡

較母群體少2.8歲、教育程度較高(具研究所
以上學歷者較母群體高13.8%)、工作地點位
於南部和東部之比例稍多，在工作場域分佈

上，本研究樣本與母群體之比例則相近。

二、 營養師工作狀態與離職傾向現況

由表二可知，營養師之工作壓力平均

總分為166.3分，單題平均值為4.16，屬於中
高程度工作壓力，最主要之壓力來源為「個

人責任」、「工作負荷」和「人際關係」。

工作滿意度平均總分為43.1分，單題平均值
3.59，屬於中等程度工作滿意度，而對「工
作本身」之滿意度較「組織」滿意度高。職

業倦怠依Maslach等人分類標準進行分析，
結果「情緒耗盡」平均總分為29.2分，單題
平均為3.25，屬於高度職業倦怠；而「去人
格化」平均總分為9.1分，單題平均為1.82
分，屬於中度職業倦怠；「個人成就」平均

總分為34.1分，單題平均為4.26分，屬於中
度職業倦怠。

在離職傾向方面發現有約二成比例經常

或總是想離職，另外四成營養師偶爾會想離

職。只有低於二成營養師從來不會想離職。

換算成得分，其單題平均值為3.02分。

三、營養師離職傾向預測因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方法，為能依序

由營養師個人之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至職

業倦怠探討不同層面因素對其離職傾向之影

響，因此於分析模式中，在模式一控制背景

因素後，依序放入此三個預測變項，再建立

三個模式，表三為所有變項之積差相關係數

矩陣，相關係數最大者為0.756，無高度相
關造成變項間共線重合問題，迴歸分析結果

摘要如表四。

模式二之預測變項和效標變項達統計

顯著水準，F值為5.552(p<.001)，工作壓
力八個層面與控制因素整體之解釋變異量

達18.4%，其中工作壓力八個自變項，能
聯合預測營養師離職傾向15.6%之變異量
(ΔR2=.156, ΔF=10.105, p<.001)。工作壓力八
個層面中，以「人際關係」之預測力最好，

迴歸係數(β值)為.195 (t=2.550, p<.05)，「管
理角色」和「上司賞識」β值分別為-.161 
(t=-2.142, p<.05)和.156 (t=2.488, p<.05)，對
於離職傾向之預測力亦達統計顯著水準。

由此得知，對營養師而言，感受到來自人際

關係的挑戰性愈高，及承受對晉升、未來發

展等不確定性之壓力愈大時，其離職傾向愈

高，而值得關注的是，承擔管理壓力愈低的

營養師，反而離職傾向愈高。

將模式二再加入工作滿意度二個變項後

成為模式三，模式三同樣達統計顯著水準，

F值為14.529(p<.001)，整體之解釋變異量
達42.4%，投入工作滿意度二個變項後，對
於離職傾向增加之解釋力為23% (ΔR2=.230, 
ΔF=84.559, p<.001)，其中「工作本身」和
「組織」兩個變項都具有良好之預測力，β
值分別為-.300 (t=-5.250, p<.001)和-.287 (t=-
4.713, p<.001)，而原達顯著水準的人際關
係、管理角色和上司賞識都不具預測力，

反而工作負荷變成預測因子，β值為 .133 
(t=2.117, p<.05)，此結果顯示，當營養師對
於工作本身和任職的組織感到愈不滿意，且

感受工作負荷過多，如長時間工作或影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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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n=424)及母群體資料

變  項  名  稱
研究樣本 (2012年10月) 母群體 (2014年8月)
人數(%) 平均數(S.D.) 人數(%) 平均數(S.D.)

年齡  34.4 (7.48)  37.2 (8.63)
 30歲(含)以下  152 (35.8)  569 (23.0)
 31-40歲  192 (45.3)  1,123 (45.4)
 41-50歲  65 (15.3)  579 (23.4)
 50歲以上  15 (3.5)  203 (8.2)
性別

 男  31 (7.3)
 女  393 (92.7)
婚姻狀況

 未婚  208 (49.0)
 已婚  209 (49.3)
 分居  7 (1.7)
是否有子女

 無子女  261 (61.6)
 有子女  163 (38.4)
教育程度

 大學畢業或以下  264 (62.3)  1,883 (76.1)
 研究所畢業  160 (37.7)  591 (23.9)
工作地點

 北部  152 (35.8)  1,064 (43.0)
 中部  91 (21.5)  653 (26.4)
 南部  150 (35.4)  648 (26.2)
 東部  31 (7.3)  109 (4.4)
工作場域

 醫院  228 (53.7)  1,267 (51.2)
 學校  123 (29.1)  354 (14.3)
 團膳服務  410 (16.6)
 其他  73 (17.2)  443 (17.9)
平均月收入

 25,000或更少  4 (0.9)
 25,001~35,000  183 (43.2)
 35,001~45,000  123 (29.0)
 45,001~55,000  60 (14.2)
 55,001~65,000  37 (8.7)
 65,000或更多  17 (4.0)

庭生活等，則離職傾向愈高。

模式四再加入職業倦怠三個層面變

項，分析結果此模式亦達統計顯著水準

(F=13.993, p<.001)，整體之解釋變異量達
44.4%，投入職業倦怠三個變項後，增加
之解釋變異量為2.3% (ΔR2=.023, ΔF=5.841, 

p<.01)，工作滿意度二個層面「工作本身」
和「組織」仍都具有良好之預測力，β值
分別為-.225 (t=-3.660, p<.001)和-.277 (t=-
4.614, p<.001)，而職業倦怠三個層面中，
僅「情緒耗盡」達統計顯著水準，β值為 
.178(t=3.302, p<.01)。此結果顯示，當營養



台灣衛誌 2014, Vol.33, No.6614

賴苡汝　廖梨伶　謝藍琪　李貞慧

表二　營養師工作狀態與離職傾向各題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n=424)
變項名稱 題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單題平均值 單題標準差

工作壓力 40 69 240 166.31 31.370 4.16 0.784
 工作負荷 6 6 36 25.87 5.851 4.31 0.975
 人際關係 8 8 48 34.47 7.546 4.31 0.943
 工作家庭平衡 6 6 36 22.81 6.245 3.80 1.041
 管理角色 4 4 24 15.17 3.982 3.79 0.995
 個人責任 4 4 24 17.37 3.919 4.34 0.980
 工作瑣事 4 4 24 16.76 3.263 4.19 0.816
 上司賞識 4 4 24 16.76 3.880 4.19 0.970
 組織氣氛 4 4 24 17.11 3.586 4.28 0.897
工作滿意度 12 12 70 43.10 11.439 3.59 0.953
 工作本身 6 6 36 22.83 5.967 3.81 0.994
 組織 6 6 35 20.28 6.318 3.38 1.053
職業倦怠

 情緒耗盡 9 4 54 29.21 10.747 3.25 1.194
 去人格化 5 0 30 9.09 6.833 1.82 1.367
 個人成就 8 13 48 34.06 7.799 4.26 0.975
離職傾向 1 1 5 3.02 1.090 3.02 1.090

表三　營養師工作狀態和離職傾向各變項之間相關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工作負荷 1
2.人際關係 .626** 1
3.工作家庭平衡 .733** .644** 1
4.管理角色 .633** .609** .659** 1
5.個人責任 .646** .664** .633** .756** 1
6.工作瑣事 .615** .670** .607** .550** .584** 1
7.上司賞識 .424** .607** .576** .383** .417** .431** 1
8.組織氣氛 .637** .715** .665** .615** .704** .673** .556** 1
9.工作本身 -.116* -.251** -.159** -.086 -.167** -.225** -.308** -.293** 1
10.組織 -.149** -.362** -.155** -.120* -.202** -.273** -.261** -.399** .734** 1
11.情緒耗盡 .422** .338** .302** .213** .271** .392** .252** .389** -.453** -.403** 1
12.去人格化 .154** .131** .171** .066 .079 .168** .187** .155** -.351** -.239** .568** 1
13.個人成就 .043 -.067 -.033 -.020 -.057 -.099* -.048 -.056 .402** .256** -.188** -.269** 1
14.離職傾向 .235** .341** .205** .126** .212** .287** .318** .331** -.567** -.583** .476** .324** -.218** 1
*p<.05, **p<.01, ***p<.001
註：1~8為工作壓力子構面；9~10為工作滿意度子構面；11~13為職業倦怠子構面。

師對於工作本身和組織感到愈不滿意，且情

緒耗盡之職業倦怠程度愈高，則離職傾向愈

高，整體而言，組織層面之工作滿意度對離

職傾向具最大影響力。

討　　論

因國內尚無相關研究針對營養師之工作

狀態進行探究，為瞭解參與本研究營養師工

作狀態之優劣，進而收集採用相同研究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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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相關研究資料進行分析比較，包含他

國營養師、國內各相關醫事專業技術人員，

及管理階級人員等之工作狀態資料。而本研

究經分析得知，不同場域營養師之工作壓

力、工作滿意度和職業倦怠程度，皆未達統

計顯著差異，即參與本研究之營養師，雖來

自不同工作場域、執行不同工作內容，然皆

面臨一定程度之工作壓力和職業倦怠情形，

因此，將參與本研究之所有營養師，不論工

作場域視為一整體，進而與其它研究結果進

行分析比較。

目前台灣以OSI-2作為測量工具之研究
中，在工作壓力部份，本研究營養師之工作

壓力(166.3分)高於過去對其它醫事專業技術
人員及管理人員之測量結果，包括早期療育

專業治療師(155.9分)、牙醫師(148分)、公衛

護士(159.4分)及管理階級人員(159分)。而
最主要之壓力來源，分別為「個人責任」、

「工作負荷」和「人際關係」，與其它醫事

及管理人員調查結果相似[7,10,11,13]。在工
作滿意度部份，本研究營養師工作滿意度

(43.1分)，較過去以相同研究工具對牙醫師
(47.0分)[10]和管理階層人員(47.4分)[7]之調
查結果為低。職業倦怠部份皆以MBI作為測
量工具，營養師在「情緒耗盡」與「去人格

化」程度(29.21分和9.09分)，均高於牙醫師
(22.80分和8.79分)、臨床護理人員(28.57分
和7.26分)和早療治療師(22.23分和5.02分)；
唯在「個人成就」感受(34.06分)，是介於
牙醫師(31.96分)和早療治療師之間(35.98
分)[10,12,13]。本研究另與2008年加拿大執
業營養師職業倦怠調查結果[9]進行分析比

表四　營養師工作狀態預測離職傾向之階層迴歸分析(效標變項為離職傾向，n=424)
模式二b 模式三 模式四

βa t βa t βa t VIF
工作壓力

工作負荷 .059 .798 .133* 2.117 .056 .858 3.297
人際關係 .195* 2.550 .087 1.308 .090 1.384 3.249
工作家庭平衡 -.132 -1.640 -.075 -1.098 -.062 -.927 3.450
管理角色 -.161* -2.142 -.081 -1.272 -.068 -1.088 2.986
個人責任 .019 .234 .028 .416 .038 .564 3.397
工作瑣事 .115 1.720 .071 1.252 .039 .695 2.399
上司賞識 .156* 2.488 .086 1.591 .102 1.911 2.166
組織氣氛 .150 1.916 -.038 -.554 -.050 -.743 3.467
工作滿意度

工作本身 -.300*** -5.250 -.225*** -3.660 2.875
組織 -.287*** -4.713 -.277*** -4.614 2.746
職業倦怠

情緒耗盡 .178** 3.302 2.208
去人格化 .031 .653 1.665
個人成就 -.009 -.218 1.347

R2 .225 .455 .478
Adj R2 .184 .424 .444
F 5.552*** 14.529*** 13.993***

ΔR2 .156 .230 .023
ΔF 10.105*** 84.559*** 5.841**

*p<.05, **p<.01, ***p<.001

註：  a β：標準化迴歸係數；b模式一為控制變因，投入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是否有子女、教育程
度、工作地點、工作場域、平均月收入等(Adj R2= .039)，該模式各變項均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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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結果得知加拿大營養師在情緒耗盡之

得分低了近10分，去人格化得分亦少了近5
分，而個人成就得分則高出2.5分，台灣營
養師職業倦怠情形明顯高於加拿大營養師，

尤其本研究結果58.7%營養師屬於高度「情
緒耗盡」族群，代表營養師族群屬於職業倦

怠之高危險群。另在離職傾向上，本研究發

現僅18.9 %營養師從未有離職想法，而過去
針對早療治療師和公衛護理人員之研究，發

現其曾有離職想法比例約佔五成，相較調查

結果顯示營養師之離職傾向較高。由本研究

結果得知，台灣營養師之工作狀態確實處於

不利狀況，相對其它職業而言，屬高工作壓

力、低工作滿意度、高情緒耗盡，且儼然已

成為一高離職傾向之職業，代表無論身處任

一工作場域營養師，均面臨工作上之挑戰與

困境。不良的工作狀態會造成個人工作品質

低落、個人身心健康問題、影響家庭生活，

甚至影響整個組織之工作氣氛[6]，尤其是
離職所造成的流動率，除了影響就職者本身

的職涯發展外，亦間接影響組織的效益，也

同時對醫療品質造成負面影響，且高流動率

的職場在人力招募上也相對更為困難[14]。
因此，若不能重新思考並調整營養師之工作

狀態，無論是對營養師個人的健康維護，或

是國家營養保健的整體品質都是一大隱憂。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在控制背景變項

(包括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工
作地點、場域)後，所有工作狀態變項可以
解釋營養師離職傾向之總變異量為44.4%，
且所有預測變項中，以工作滿意度對離職

傾向之預測力最為重要，此與多數研究結

果相符[15,16]，即當營養師對工作滿意度愈
高時，愈不會有離職想法。國外相關研究發

現，醫院營養師因接受高難度照護個案之轉

介、或參與其營養照護工作、因醫院擴增營

養諮詢服務的專業需求，或因減少執行非營

養專業之工作等，都能增加其工作滿意度

[2]。因此可知，營養師重視的是個人專業
角色之提升，目前台灣營養師在各場域無論

醫院或學校，都被賦予執行過多行政庶務工

作，因而可能對其工作滿意度產生相當程度

之負面影響。

另營養師情緒耗盡情形亦顯著與離職傾

向呈正相關，即當營養師對工作感到疲憊、

挫折或過度付出時，其就會產生離職念頭。

國內外諸多研究顯示，專業助人工作者須與

人群頻繁互動，奉獻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

能，更被賦予溫暖、照顧、教育、治療、接

納等角色期待，且在工作中又可能須經常接

觸重症、死亡個案而影響情緒，當工作條件

不理想，便會促使專業助人工作者產生職業

倦怠感[5,17]。營養師執業是一面對服務對
象的助人工作，須高度的人際互動與情緒負

擔，飲食營養照護問題又甚為複雜，是容易

產生職業倦怠的高危險群[9]。因此，協助
營養師因應工作中的挫折感和無力感，或許

有助於其改善職業倦怠。

在工作壓力上，雖其預測力相對較低，

但於模式二中可發現，「工作負荷」為對

離職傾向有顯著相關因素之一，如長時間工

作、心理負荷過重或影響家庭生活等。大部

份的研究皆發現過度的工作負荷和離職傾向

有關，但相關研究亦顯示工作負荷單一因素

並非必然造成離職傾向，除非有其他不利的

工作條件同時存在[14]，如較低的工作掌控
感[18]、對於工作尚未準備好[14]、團隊品
質低落、缺乏團隊支持和其他資源[19]、感
受到生理、心理狀態都已過度負荷，甚而無

法提供良好的照護品質[8]、或是已造成個
人健康上的危害[14]等。

而「管理角色」對於離職傾向之預測力

亦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承擔管理壓力愈低

的營養師，離職傾向愈高。國外研究顯示，

身負主管職者，對其工作職場所持的看法較

身為部屬者正向[20]，然台灣營養師多數未
能承擔管理之責，對於決策參與相對愈少，

當出現不利於現職工作的條件，便容易產生

離職傾向。再則來自「人際關係」及「上司

賞識」之工作壓力，對於離職傾向之預測力

亦達統計顯著水準，由此可知，主管是影響

營養師離職傾向重要因素之一，包括與主管

或團隊間的溝通與相處、主管的領導或管理

風格、與上司的溝通情形、是否受上司賞識

等。以護理人員為對象之研究亦發現，離職

傾向受主管之影響通常較同事為高[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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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資源減縮且不斷改變的工作環境中，

醫事團隊主管要面臨人力管控、因應評鑑標

準改變、提高病患照護成果等挑戰，主管必

須具備更強的領導能力及策略規劃技能，以

營造有效能又專業的工作氛圍[1]。因此，
提升營養團隊主管之溝通領導與規劃能力，

可能有助降低營養師之離職傾向。

整體而言，參與本研究營養師目前之工

作狀態，工作滿意度偏低，而情緒耗盡情形

卻偏高，且高達兩成營養師經常或總是想離

職。有鑑於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職業倦

怠對營養師離職傾向之高解釋力，改善台灣

營養師之工作狀態，可能對降低營養師離職

傾向有所助益。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採線上調查，參與之營養師

皆為志願者，此方式為非機率抽樣，研究樣

本對於母群體而言並不具代表性，且營養師

本身之工作狀態，亦可能影響其參與本研究

之意願，而造成自我選擇偏差。因此，本研

究不適合做任何推論，僅能就研究對象做結

果之討論與結論。

二、本研究為能與其它職類醫事專業技

術人員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比較，採用國內外

廣為使用之調查研究工具進行資料收集，但

因各研究測量之時間點不同，可能造成比較

結果之誤差，近年來大環境的改變，如財務

緊縮及各種評鑑制度的導入，均可能影響醫

事專業技術人員之工作狀態，因此在比較的

結果推論上宜謹慎。

三、雖離職傾向為預測實際離職之重要

變項，但因本研究對象為現職之營養師，並

無法獲取實際離職之營養師樣本，建議日後

其它研究可針對離職營養師的工作狀態，進

行更大規模的縱貫性研究，以驗證本研究所

得之結果。

四、本研究因受限離職傾向僅有一題五

選一題項，故採用一般線性迴歸模式、皮爾

森積差相關係數之統計方式，與這些統計方

法之假設要求較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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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陸洛教授

授權使用「職業壓力指標」和「職業倦怠量

表」，以及科技部(原國科會)部份經費補助
(計畫編號：101-2815-C-214-041-B)，使本
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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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burnout,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of 
dietitians in Taiwan: description and relationship

i-Ju lai
1, li-ling liao

2, lan-Chi hSieh
3, Chen-hui lee

4,*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working status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of dietitians in Taiwan,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status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Method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eveloped to collect data. 
Four hundred twenty-four practicing dietitian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is nationwide study. 
The instruments which were used included OSI-2, MBI-Chinese, and an individu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Results: (1) The mean total scores of work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were 166.3 (SD=31.37) and 
43.1 (SD=11.44), respectively. The burnout status of dietitians included a high level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mean=29.21, SD=10.75), a moderate level of depersonalization (mean=9.09, 
SD=6.83), and a moderate level of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mean=34.06, SD=7.80); thus, 
dietitians are at high risk for burnout. Only 18.9% of dietitians never consider leaving their current 
jobs. (2) Work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were predictors of turnover 
intention, accounting for 44.4% of total variation (p<.001), while demographic variables, job 
location, and work setting were not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urnover intention.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studies involvi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and dietitian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working status of Taiwanese dietitians is poor. In view of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urnover intention, there is value in considering how to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 amongst 
dietitians when plann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staffing of dietitians.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14;33(6):609-619)

Key Words: work stress, job satisfaction, burnout, turnover intention, dieti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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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台灣營養師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職業倦怠和離職傾向之現況與相關性

在國內外都相當有限的營養師職涯相

關研究下，此研究結果顯示，營養師的工作

滿意度較差，且高離職傾向之現象，具有參

考價值並且值得關注。本研究收集424位營
養師之資料，佔研究當時2012年執業營養
師2,700人或2014年3,300人，約有十分之一
以上，相當不容易，雖相較於全國營養師分

布，仍有年輕族群、南部執業、學校任職之

比例偏高情況。

此研究以探討工作壓力、滿意度及職

業倦怠等對營養師離職傾向之相關性，得到

整體的一個現象，然而，研究族群之基本背

景，如年齡、工作場所或收入等是否影響離

職傾向，未見相關分析與討論，無法了解不

同背景是否情況有所不同，稍嫌可惜。期待

能有後續之進一步研究與探討。

以個人二十多年在此職場之觀察，營養

師雖屬醫事人員，但其工作場域與服務對象

相對多元。例如：醫院營養師可區分臨床營

養師或供膳管理營養師，前者業務為營養諮

詢，服務對象與經常共同作業之對象主要是

病人個案與醫療團隊；後者為開立菜單、衛

生品管，且須管理廚師與配膳廚工，及面對

食材供應商與食安問題等，這在研究工具量

表的管理角色、工作瑣事、人際關係等諸多

項目，應該都會得到不同的解釋力。因此，

欲探討工作壓力、滿意度等議題，區分工作

地點應不足以發現問題。再者，有關離職傾

向之探討，工作壓力與滿意度等雖具影響

力，惟影響因素可更加廣泛來思考。例如：

營養師所佔職缺可能影響工作之歸屬感與安

全感，進而影響離職傾向。在台灣甚至可見

同一個工作場所，有公職、約聘或外包駐點

營養師之差別。另外，除依醫院規模大小而

營養師人數循比例增加外，多數團膳公司或

學校只有一位營養師，可想見其工作壓力與

倦怠之可能性，因此，營養師同事人數之多

寡是否影響離職傾向，亦是非常有趣之議

題。

感謝研究團隊願意投入心力關注營養

師之職涯發展，也期待有更多相關研究之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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