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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醫學教育內容豐富，醫學生學習過程相當艱辛。許多研究顯示醫學生

知覺到的壓力是影響心理健康，甚至未來罹患精神疾病的重要因素。本研究

目的是：1.瞭解醫學生知覺的壓力內容與程度及其影響因素。2.分析課程性

質與內容，教學方式在醫學生的壓力知覺上佔有之角色。3.探討因應策略與

社會支持中介變項之影響效果。4.探討壓力導致之結果及釐清壓力與心理不

健康之預測因素，以便及早輔導與介入。 

以7所醫學院之二年級醫學生為對象，進行兩年之追蹤研究。以問卷測

試進行資料蒐集，包括人格特質、生活事件、壓力測量、因應策略、社會網

絡資料、學業資料、健康狀態、學習態度等。壓力測量採用醫學生壓力知覺

量表及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行。 

第一年研究共有680位醫學生，壓力測量結果顯示93.8％學生知覺醫學

院壓力，其中以學問需求之壓力為主；一般身心適應壓力，尤其時間管理困

擾，亦是重要壓力源。社會網絡及支持良好。影響醫學生壓力知覺的因素有

自尊評價、生活事件及同儕關係，可解釋18.7％之變異量；影響身心適應壓

力因素有社會支持、心理健康及自尊評價，可解釋30.9％之變異量。心理健

康評估中，自覺不快樂者130人（19.2％），有憂鬱情緒者佔374人（55％），

焦慮者 356人（52.4％），失眠者222人（32.6％）。心理健康之預測變項

以身心適應困擾為主（解釋變異量21.6％），其他為自覺身體健康狀態、快

樂狀態、生活事件與自尊評價（共可解釋32.5％之變異量）。而醫學生壓力

知覺對心理健康並不具顯著預測效力。所以第一年之研究結果顯示醫學生心

理健康議題須重視，一般身心適應之困擾，尤其時間管理困擾須及早介入輔

導，以便因應未來艱辛的醫學專業學習及確保心理健康。 

 

關鍵詞：醫學生知覺壓力、大學生身心適應困擾、心理健康、社會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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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perceived medical 
school stress(PMSS) is hazard to health and predictive to psychiatric morbidity. 
As more cours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strategy are 
two main innovations in the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their impact on students 
is yet and worthy to expl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 1. to understand the perceived medical 
school stress and the relating factors ; 2.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ifferent courses 
and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playing in PMSS ; 3. to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 
among stress ,coping ,social support and outcome; 4. to find out the predictors of 
PMSS and psychological morbidity for early intervention. 

We conducted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the 
second year medical students in seven medical schools.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demography, life events, social network and measurements of 
self-esteem, health status and stress. Stress was assessed by PMSS scale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Adjustment Check List (CSACL). 

Total 680 medica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year study. 93.8% of the 
students perceived the medical school stress and academic demands were the 
most serious concern. Time management problem in the CSACL was also a 
significant stressor. Most students had good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support. 
There were 130(19.2%) students felt unhappy, 374(55%) students had depressive 
mood, 356(52.4%) students had anxious mood and 222(32.6%) students had 
insomni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esteem, life events and peer 
relationship accounted for 18.7% of variance in PMSS; but social support, 
mental health and self-esteem accounted for 30.9% of variance in CSACL. The 
predictors for mental health were adjustment problems in CSACL (explained 
21.6% of variance) and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emotional status, life events and 
self-esteem. Overall those variables accounted for 32.5% of variance. However 
PMSS didn’t show predictive power to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This first year study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s an 
important issue need to be addressed. Adjustment problems, especially time 
management, should be early identified and intervened in order for them to cope 
with the future painstaking medical profession so as to keep their personal 
well-being. 

 
Keywords: perceived medical school stress, college student’s adjustment 

problem, mental health,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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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醫學教育是以培育具備醫學專業知識、技能及關懷情操的良醫為最終目標

[1]。人文與科技並重的醫學教育是為世界趨勢[2-4]。國內 1992 年後各個醫學院校

開始著重人文課程的教學以及逐步實施以“問題為導向＂之小班教學方式。其目的

在於培育終身主動學習與提供人性化醫療照顧之未來醫師[4]。然而人文課程的內容

與時間安排、成效及如何評價；基礎醫學課程排擠效應；學生共同筆記的持續進行；

講授課程缺席率高等等學習態度的問題卻逐漸浮現。其原因究竟是課程內容艱澀、

或教學方式不當、或是問題為導向之學習方式耗費許多時間與精力、或造成學生壓

力而出現的因應行為等等，都是值得醫學教育界深思的課題。過去國內針對新課程

有相關之研究，鮮有深入探討學生內心的感受與觀點。在我們強調涵養醫學生有同

理心與人性關懷之醫療態度之際，似乎對醫學生的關心與支持是有所疏失與不足。 

  醫學教育內容豐富浩瀚，醫學生的學習過程是相當艱辛，其專業社會化過程

也是處在僵化、權威性與去人性化的醫療環境中進行。因此醫學生的人格發展、專

業認同及身心健康深受人格特質、健康狀態、環境因素、因應策略之間的互動影響

[5]。80 年代起，歐美學者相當關注醫學生之心理健康。Firth, Vitaliano, Notman

等人均發現約 1/3 以上的一年級醫學生有心理障礙（psychological morbidity）

[6-10]，焦慮、憂鬱、心理生理反應是主要現象 [11]，也發現醫學生經過一年的學

習後憂鬱狀況成雙倍的增加[12]。並且發現醫學生的壓力知覺（perceived medical 

school stress, PMSS）及其程度與身心健康狀態成正相關[6,8,10]，而且是心理健

康的重要預測變項 [6,13] 。壓力的來源則隨著學習的階段而有所不同

[7,8,10,14-16]，至於不同的課程是否造成不同壓力則未有研究報告。適度的壓力

可激發個人工作效率，過度的壓力則影響健康。但壓力的感受因人而異，且個人因

應壓力的策略不同而有不同的健康影響。相關研究發現人格特質是預測心理障礙的

重要變項，在因應壓力的策略上的研究則發現醫學生採取問題導向因應方式者比採

取情緒導向因應者，或正向積極因應比逃避因應壓力者，焦慮與憂慮症狀較輕，感

受到壓力之困擾也減緩[5,17,18]。社會支持是緩衝壓力造成傷害的重要資源，對醫

學生的研究卻顯示社會支持，對其心理的壓力亦不具保護作用[12]，社會支持與精

神症狀有正向相關[19]，或與學業成就有負相關[20]，顯示在醫學環境內，可能社

會聯繫（social ties）會排擠醫學生之時間與精力，反而有害其健康。Tyssen 等人

對全國醫學院之醫學生進行長期追蹤研究[21]，指出醫學生之壓力知覺(PMSS)是畢

業四年後發生需要治療精神疾病者的重要預測因素。所以建議對醫學生進行壓力知

覺評估有其必要性，以便及早介入輔導，預防醫學生發生心理不適或精神障礙，是

醫學教育過程中必須要有的機制。 

  回顧國內醫學生壓力相關之研究匱乏，也沒有為醫學生設計之健康促進課

程。而目前課程與學習方式又有重大的改革，醫學生上課情況、學習態度與過去的

醫學生有明顯的差異，其影響因素是否涉及壓力的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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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醫學生感受到的壓力源及其內容。 

2.影響壓力的相關因素之探討，包括人格特質、個人背景因素、生活事件、學

校情境等。 

3.探討不同階段（年級）的壓力是否不同；分析課程性質與內容（人文/通識課

程 VS.基礎醫學課程），教學方式（講授課程 VS.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在醫學

生的壓力知覺上佔有之角色。 

4.瞭解醫學生對壓力之因應策略及擁有之社會支持網路與品質，探討此中介變

項之影響效果。 

5.探討壓力導致之結果（outcome），包括學業成就（academic performance），

學習態度，身心健康狀態。 

6.分析不同體制之醫學院校醫學生所承受之壓力是否有別及其影響因素。 

7.釐清壓力與心理不健康之預測因素，以便及早輔導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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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根據壓力理論與相關的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架構如下： 

 

 

 

 

 

 

 

 

 

 

 

 

 

 

 

 

 

為了比較在不同的課程設計下，醫學生所感受的壓力及其程度是否有差異

存在，以及對醫學生的學習與健康有否影響，本研究計畫進行兩年的追蹤研究。

選取7所醫學院校醫學系二年級所有學生為研究對象，這些樣本也會是第二年追

蹤研究的對象。研究採用問卷測試的方式進行。問卷的內容主要為：(1)社會人

口特徵資料，並包括自尊之測量[22]（8題問項，4點量表，得分越高，自尊越

高）；(2)壓力：包括各類生活事件；醫學生壓力知覺量表（perceived medical 

school stress，PMSS）採用Vitaliano之PMSS量表[6]（13問項，Likert 5點量

表，得分越高，壓力越大）；另採用朱錦鳳發展之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23]，

探討醫學生身心困擾之各個層面，包括生活困擾、時間管理困擾、生涯困擾、

學習困擾、家庭困擾、人際困擾、感情困擾、情緒困擾、精神困擾、生理困擾

等十個困擾分量表，共200題項。得分越高，困擾越大；(3)學業資料；(4)健康

狀態：以其心理的健康程度為主，包括焦慮、憂鬱、敵意等以及身體化症狀（16

題問項，5點量表，得分越高，健康狀態越不好）。另外，並探討其自覺心情（4

點量表）與健康狀態（5點量表）；(5)學習態度；(6)壓力因應方式：包括尋求

專業輔導、參與社會活動的程度，或是抽菸、喝酒、用藥等逃避偏差行為等；

(7)社會網絡資料：包括同儕關係（5題問項，4點量表，得分越高，關係越好）、

家庭關係（7題問項，4點量表，得分越高，關係狀態越好），以及社會支持量

個人因素 
社會人口變項 

人格特質 

因應方式 
社會活動參與 

專業輔導 
偏差行為

家庭因素 
家庭經濟條件 

生活事件 
家人關係 

學校因素 
學校課程 
同儕團體 

壓力 
知覺壓力程度 

結果變項 
學習態度 
學業成就 
身心健康

社會支持 
社會網絡 
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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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題問項，4點量表，得分越高， 表示支持度越好）。 

統計分析為描述性分析、one-way ANOVA與Scheffe事後檢定、Pearson 

correlation及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進行資料分析。 

 

 

結果 

七所醫學院校二年級醫學生共680人完成問卷調查，其隸屬之學校見表1所

示。總共男性佔73.2％，女性26.8％。平均年齡為21.12±1.57歲。表2列出各類

壓力源及其程度。壓力源以PMSS量表測量結果可歸類為經濟問題、社交議題：

例如醫學訓練支配了我的生活，使我無法從事其他活動、學問上的需求

（academic demands）：例如我擔心不能精熟所有的醫學知識、學習環境問題：

例如醫學院使學生有疏離感。平均得分為39.50±5.79（range:13~65），男生比

女生知覺壓力比較大，有顯著差異（39.89±5.61 vs 38.49±6.02，p=0.06）。

而學問上之需求是較為困擾的面向（3.31±0.64）。以回答贊同及非常贊同PMSS

問項之壓力者共有638人（93.8％）。其中學問需求面向上有高達70.6％的學生

擔心不能精熟所有的醫學知識，40％左右學生擔心無法承受臨床訓練所帶來的

長時間工作與責任或醫學院競爭激烈或承受嚴厲之考驗。 

依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測量顯示主要困擾依序為時間管理困擾（7.45±

4.92）、情緒困擾（4.88±5.17）、學習困擾（4.56±4.46）、及人際困擾（4.58

±4.95），男女並無差異。但事後檢定顯示生活困擾面向台大與長庚有顯著差異

（2.76±2.35 vs. 4.80±3.12，p=0.000），精神困擾面向，台大與輔大有顯著

差異（0.85±1.38 vs. 2.44±3.17，p=0.04），生理困擾面向，台大與輔大有顯

著差異（1.55±1.82 vs. 3.47±3.58，p=0.02）。生活事件總數平均為1.52±1.47。

排名依序為考試作弊179人（26.5％）、違規或超速而被開交通罰單145人（21.4

％）、失戀138人（20.4％）、和好朋友感情決裂85人（12.6％）及親人去世84

人（12.4％）等。 

社會網絡中，家庭關係得分為22.20±3.51（range:7~28）；同儕關係得分

為14.33 ± 2.05（ range:5~20）；社會支持量表所測得分為33.74 ± 4.79

（range:12~48）。顯示社交關係及支持度良好（表3）。就社會支持度而言，

女生比男生好，有統計上顯著差異（34.98±5.22 vs. 33.22±4.55，p=0.000）。 

身心健康狀態見表4，心理健康測量得分為6.72±5.99（range:16~84），

無任何不適者為66人（9.6％），而有情緒問題者為502人（73.8％），其中憂

鬱情緒者為374人（55％），擔心焦慮者356人（52.4％）；有身體化症狀者510

人（75.0％）；有睡眠障礙者為275人（40.4％）；其中失眠者為222人（32.6

％）；有敵意傾向者為144人（21.2％）。自覺整體而言，過得快樂與否得分為

2.90±0.56，不快樂的醫學生有130人（19.2％），顯示心理健康議題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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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狀況得分為3.12±0.90，健康狀況不好者15人（2.2％），顯示醫學生身體

健康狀態良好。 

在個人特質的評價上，採用對其自尊之評估，整體而言得分為21.62±3.36

（range:8~32），顯示醫學生有甚好的自我評價。 

以身心適應壓力變項，醫學生壓力知覺變項，社會網絡各變項、身心健康

狀態變項及自尊測量變項進行相關性檢測，其結果如表5所示。身心適應壓力及

醫學生壓力知覺程度與自覺快樂程度及身體健康狀況、家庭關係、同儕關係、

社會支持度及自尊成顯著負相關，而與生活事件、心理健康狀態成正相關。利

用逐步多變項迴歸分析（表6）發現醫學生心理健康之預測變項含身心適應壓

力、自覺身體健康狀況，生活事件總數、自尊評價及自覺快樂程度

{F[5,511]=50.79，p=0.000}。共可解釋32.5％之變異量。其中以大學生身心適

應壓力佔21.6％，但特定之醫學生壓力知覺變項卻不具顯著之預測力。又，身

心適應壓力之顯著預測變項含社會支持度、心理健康、自尊評價

{F[6,517]=39.91，p=0.000}（表7）共可解釋30.9％之變異量。至於特定之醫

學 生 壓 力 知 覺 狀 況 影 響 變 項 為 自 尊 評 價 、 生 活 事 件 及 同 儕 關 係

{F[6,514]=20.99，p=0.000}，但僅可解釋18.7％之變異量（表8）。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九成以上大學生認知到醫學院學習生活面臨的壓力，尤其

是學業相關的議題。此與國外的研究結果類似[5,6,8,24]。而一般身心適應調

查結果，發現時間管理困擾是最主要的課題。就心理健康而言，僅有9.6％的學

生未有任何不適，七成以上學生有情緒問題，四成有睡眠障礙。而自覺不快樂

的醫學生佔19.2％，與國外的研究[6-12]12％～25％醫學生有心理障礙比較，

我國似有更嚴重的傾向。但醫學生的社會網絡與支持尚稱良好，個人特質的自

尊評價亦差強人意。依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心理健康之預測變項最重要的是身心

適應壓力，解釋量佔21.6％，而特定之醫學生壓力知覺反不具預測效力。由於

研究對象是二年級學生，專業之醫學相關課程尚未修習，與國外醫學生的背景

不同，雖有醫學相關壓力之認知，但其他層面的困擾影響較大，尤其時間管理

困擾是各院校普遍面臨的問題。因此時間的管理應該是很重要的課題，以便協

助他們能在個人生活與專業生活上取得平衡點，建構健康生活型態，確保未來

身心健康。至於身心適應壓力之預測變項包括社會支持、心理健康及自尊評價。

所以心理健康與身心困擾壓力互有因果關係。而自尊之評價對一般壓力、醫學

生知覺壓力及心理健康而言都具有顯著預測力，因此對醫學生的輔導介入與健

康促進，它亦是不可輕忽的人格特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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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自評 

由於本研究是探討課程不同對壓力及後果變項包括學業成績、身心健康與

學習態度之影響的追蹤研究。因此第一年之研究成果僅為基本資料呈現及橫斷

面的相關探討。但藉由本研究成果已清楚洞悉二年級醫學生的壓力主要來源仍

屬一般性的身心適應壓力以及心理不健康是相當須要重視的課題。第二年之研

究將加強個人因素的人格特質面向及因應策略面向以便更全面性探索影響後果

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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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樣本基本資料(n=680) 

Variable n % 

學校   

台大 128 18.8 

陽明 106 15.6 

北醫 147 21.6 

輔大 44 6.5 

中國醫 118 17.4 

長庚 85 12.5 

慈濟 52 7.6 

   

   

性別   

男 498 73.2 

女 182 26.8 

   

   

年齡 Mean   SD 

男 21.18 1.68 

女 20.95 1.18 

全體 21.12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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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壓力源及分類之得分 

 Mean SD  

醫學生壓力知覺量表(13-65) 39.50 5.79  

學習環境 3.00 .49  

學問需求 3.31 .64  

社交議題 2.80 .82  

經濟問題 2.95 .91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 35.80 25.80  

生活困擾 3.66 3.13  

時間困擾 7.45 4.92  

生涯困擾 3.28 3.98  

學習困擾 4.56 4.46  

家庭困擾 1.11 2.00  

人際困擾 4.58 4.95  

感情困擾 2.69 3.06  

情緒困擾 4.88 5.17  

精神困擾 1.35 2.29  

生理困擾 2.25 2.61  

    

生活事件總數(0-17) 1.52 1.47  

    

自尊評價(8-32) 21.62 3.36  

   

 

 

 

 

 

 

 10



 

 

表3. 社會關係、家庭關係及支持度測量得分 

 Mean SD  

社會支持量表(12-48) 33.74 4.785  

    

家庭關係(7-28) 22.20 3.508  

    

同儕關係(5-20) 14.33 2.05  

   

 

 

 

表4.身心健康狀態 

 Mean SD  

心理健康狀態(0-64) 6.72 5.99  

   

自覺快樂程度(1-4) 2.90 .559  

    

自覺健康狀況(1-5) 3.12 .903  

    

受困擾人數(%)  心理健康狀態 

502(73.8)  情緒問題 

510(75.0)  身體症狀 

275(40.4)  睡眠障礙 

敵意傾向 144(21.2)  

自殺意念 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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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身心適應壓力、醫學生壓力知覺、心理健康與社會網絡關係、生活事件、自尊及自覺健康與

情緒變項之相關 

 

身心 

適應 

醫學生壓

力知覺 

自覺快

樂程度 

自覺健

康狀況

社會 

支持 

心理 

健康 

生活 

事件 

家庭 

關係 

同儕 

關係 
自尊 

身心適應 1 .363(**) -.327(**) -.271(**) -.347(**) .464(**) .135(**) -.219(**) -.148(**) -.447(**)

醫學生壓力知覺 .363(**) 1 -.201(**) -.225(**) -.273(**) .232(**) .149(**) -.169(**) -.218(**) -.370(**)

自覺快樂程度 -.327(**) -.201(**) 1 .375(**) .416(**) -.354(**) -.057 .162(**) .181(**) .468(**)

自覺健康狀況 -.271(**) -.225(**) .375(**) 1 .246(**) -.348(**) -.060 .180(**) .143(**) .323(**)

社會支持 -.347(**) -.273(**) .416(**) .246(**) 1 -.272(**) -.124(**) .321(**) .360(**) .506(**)

心理健康 .464(**) .232(**) -.354(**) -.348(**) -.272(**) 1 .203(**) -.189(**) -.121(**) -.398(**)

生活事件 .135(**) .149(**) -.057 -.060 -.124(**) .203(**) 1 -.256(**) -.107(*) -.123(**)

家庭關係 -.219(**) -.169(**) .162(**) .180(**) .321(**) -.189(**) -.256(**) 1 .208(**) .269(**)

同儕關係 -.148(**) -.218(**) .181(**) .143(**) .360(**) -.121(**) -.107(*) .208(**) 1 .237(**)

自尊 -.447(**) -.370(**) .468(**) .323(**) .506(**) -.398(**) -.123(**) .269(**) .237(**) 1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表6.心理健康狀態與相關變項之逐步迴歸分析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Model B Std. Error Beta   

Adj. R 

square 

(Constant) 2.927 2.425  1.207 .228 

身心適應 .069 .009 .310 7.512 .000 .216

自覺健康狀況 1.124 .258 .171 4.354 .000 .049

生活事件總數 .785 .149 .192 5.278 .000 .035

自尊 -.245 .078 -.137 -3.131 .002 .020

 

自覺快樂程度 1.011 .462 .092 2.188 .029 .005

a  Dependent Variable: 心理健康狀態 

b. 不具顯著性之變項: 醫學生壓力知覺, 社會支持, 家庭關係,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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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身心適應壓力與相關變項之迴歸分析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Model B Std. Error Beta   

 (Constant) 103.512 10.803  9.582 .000 

  社會支持 -.841 .260 -.146 -3.240 .001 

  心理健康 1.492 .185 .329 8.075 .000 

  生活事件 -.173 .706 -.009 -.245 .807 

  家庭關係 -.348 .305 -.045 -1.140 .255 

  同儕關係 .045 .504 .004 .089 .929 

  自尊 -1.907 .359 -.235 -5.314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身心適應壓力 

 

表.8 醫學生壓力知覺與相關變項之迴歸分析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Model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57.476 2.545  22.585 .000 

  社會支持 -.072 .061 -.057 -1.170 .242 

  心理健康 .076 .043 .078 1.761 .079 

  生活事件 .366 .166 .091 2.196 .029 

  家庭關係 -.078 .072 -.047 -1.084 .279 

  同儕關係 -.268 .117 -.098 -2.285 .023 

  自尊 -.511 .084 -.294 -6.070 .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醫學生壓力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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