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
医护人员遭受患者及家属暴力事件调查问卷
尊敬的医护人员：
您好！近年来医护人员遭受患者及家属的暴力事件频发，医护人员遭受的侵害也越来越严重。本研究站在医护
人员的角度，了解医护人员在暴力事件过程中的遭遇、暴力事件发生后对医护人员身心伤害以及对于医院暴力事件
的看法。为了维护医护人员及其他医院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维持医院正常秩序，我们将进行一次“医院工作场所
暴力事件”情况调查。此次调查涉及到您个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会为您保密，请您放心。
填表说明：请在合适的方框内打√，有的问题可以多选，部分问题请在“ ”处耐心填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
一、基本情况
1、性别：男□
女□
2、年龄：30 岁以下□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0 岁以上□
3、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4、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异□
丧偶□
5、职称：
初级□
中级□
高级□
6、聘用形式： 正式职工□
临时职工□
7、月平均收入：3000 元以下□
3000-5000 元□
5000-1 万元□
1 万元以上□
8、工作岗位： 医生□
护士□
医技人员□
行政人员□
9、您所在的科室：急诊科□ 内科□ 普外科□ 肿瘤科□ 骨科 □ 妇科□ 儿科□
口腔科□ 眼科□ 耳鼻喉科 □ 影像检查科□
其他
□
10、在医院工作的年限： 1 年以下□ 1~4 年□ 5~10 年□ 11-20 年□ 20 年以上□
11、您在医院的诊疗时间：0-2 小时□ 2-4 小时□ 4-6 小时□ 6-8 小时□ 8 小时以上□
12、与患者直接接触时间：0-2 小时□ 2-4 小时□ 4-6 小时□ 6-8 小时□
二、过去的 12 个月中，在医院有没有人对您进行：
暴力类型

无

1次

2-3 次

4 次以上

语言暴力
1.责骂、谩骂、辱骂、贬低或其他有损个人尊严的言语（当面、电话、书信或者传
单、网络微信等。
2.威胁：威胁内容涉及人身财产安全、扬言投诉、尾随跟踪等
躯体暴力（以身体接触或用东西攻击，包括打、踢、推、咬、掷物等）
3.躯体攻击，没有造成躯体损伤。
4.造成轻度损伤，如疼痛、擦伤、刮伤或瘀斑。
5.造成明显损伤，如伤口、骨折、内脏或头部损伤。
6.造成严重后果，如功能障碍或永久性残疾。
性骚扰
7.性骚扰或性挑逗，包括语言、动作或暴露性器官
8.性袭击，如被异性大力拉扯、抱、吻或接触敏感部位
9.强奸或强奸未遂

如没有上述经历请跳至第四部分开始继续答题
三、请描述您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件的情况：
1、事件发生地点：门诊□ 病房□ 医生办公室□ 护士站/办公室□ 治疗室□ 其他
□
2、事件发生时间： 白班□ 夜班□
下班后□
3、事件发生时，您是：独自一人□
有其他同事在场□
4、施暴者是（可多选）
：患者□ 患者家属□ 探视者□
其他
□
5、施暴者的性别（如果有多人，可多选）
：
男□
女□
年龄（如果有多人，可多选）
：20 岁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0 岁以上□

6、 此次事件发生时您认为下列哪些比较符合施暴者当时的情况（可多选）
：
a 患者致残或死亡□

b 功能障碍或出现并发症□

c 精神障碍□

d 喝酒及药物滥用□

e 受教育水平低□

f 就诊等候时间长□

g 要求被拒绝□

h 对治疗效果不满意□

i 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j 认为医院服务流程繁琐□ k 认为医疗费用贵□ l 想谋求经济赔偿□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您对此类事件选择的应对方式（可多选）
：
a 忍让回避□

b 耐心理解□

f 求助领导或保安□

c 针锋相对（如对骂/打）□

d 先讲理后反击□ e 求助同事□

g 求助其他患者/家属□ h 报警□ 其他

□

8、此次事件发生对您心理与行为上的影响（可多选）
：
a 无影响□

b 精神无法集中□

h 工作热情下降□
l 有离职倾向□

c 委屈□

i 工作效率下降□

d 气愤□

j 讨厌和恐惧患者及其家属□

m 自杀念头□ n 情景重复出现 □
是： 心理咨询□

9、您因此次事件而就诊？

e 焦虑 □

f 抑郁□

g 失眠□

k 人际交流障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规诊疗□

否□

四、您对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及应对的认知和态度
1、您听说过“医院工作场所暴力”这个名词？

是□

否□

2、您认为“医院场所暴力”在医疗工作中是不可避免的？

是□

否□

3、您认为“医院场所暴力”不值得大惊小怪？

是□

否□

4、您认为医疗岗位培训时应该包含预防医院场所暴力的内容？

是□

否□

5、您是否愿意参加医院组织的预防医院场所暴力相关知识的培训？

是□

否□

6、您认为参加预防医院工作场暴力相关培训对您是否受益？

是□

否□

7、您认为医院专设处理“医院场所暴力”的机构或组织对预防医院暴力事件是否有效？是□

否□

8、 您认为采取下列哪些措施可以预防或减少“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可多选)？
①政府针对医院场所暴力立法□ ②参加医疗责任险□ ③通过第三方调解□
⑤降低医疗服务工作量□
⑨ 提高人际沟通技能□

⑥改善就医环境□

④门诊及病房安装摄像头

⑦优化服务流程□ ⑧改善服务态度

⑩ 进行针对性培训□ ⑪加强应对暴力的能力□

⑫提高业务水平和诊疗能力□

⑬ 增加保安人员和值班岗位□

⑭公安机构进驻医院□

⑮媒体正确舆论导向□

⑯提倡社会尊重医务工作者□

⑰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医院对工作场所暴力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
1、您所在的医院是否在员工中开展与医院工作场所暴力预防有关的培训？是□

否□

2、您所在的医院所采取的预防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措施有（可多选）：
①保安全天定时巡逻□

②门诊及病房安装摄像头□

③门诊及病房安装报警设备□

④候诊区设固定座椅□

⑤通过第三方医调解□

⑥设立医疗责任险□

⑦公安部门进驻□

⑧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3、您所在的医院是否鼓励员工在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后要及时上报？ 是□

否□

4、 您所在的医院是否有专门科室来处理员工的医院工作场所暴力事件？ 是□

否□

5、 您认为你所在的医院对既往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处理是否合理？

是□

否□

6、 您认为你所在的医院对既往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处理是否及时？

是□

否□

7、 您所在的医院对员工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态度是：
① 积极维护员工的利益□

②依据事实，公平处理□

③不表态也不积极处理□

④不问原委，责罚员工□

8、 您认为您所在的医院在处理医生、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重视程度为：
①更重视医生的遭遇□ ②更重视护士的遭遇□ ③对医生护士的遭遇重视程度一致□
非常感谢您的协助，请检查上列各项有没有漏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