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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醫院員工心理壓力影響之研究初探

文、圖 / 吳佳錚 吳錫金 * 石淑琴 ** 吳勁敵 ** 張廣漢 ***
台中市好晴天身心診所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院長室 * 職安室 ** 企劃室 ***

前言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全球大爆發的階
段，截至2020年4月13日止，全球累計確診人數
已突破170萬例，其中死亡案例已達11萬多人。
目前台灣確診人數也已突破300例，來自世界各
地歸國的國人同胞，使得境外感染的確診人數不
斷攀升，有更多人可能因為有旅遊史或接觸史，
而需要居家檢疫或隔離，不只造成民眾的恐慌焦
慮，承擔醫療照護責任的一線醫護同仁更是承受
了巨大的身心壓力。若干疫情嚴重國家，醫療人
員充滿無助與哀傷地落淚向外界求援的臉孔，透
過媒體放送撼動人心，英國也發生照顧新冠肺炎
病人的年輕護理師自殺身亡的不幸事件，顯示醫
療工作者的心理狀態及工作壓力指數在新興傳染
病疫情之下，需要即時注意及制定關懷機制。

新冠肺炎醫院員工心理壓力與疲勞程度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為位處雲林海
線之重點防疫醫院，雲林縣目前確診案例雖然仍
居全國少數，在本院吳錫金院長的帶領之下，於
疫情初始，即成立防疫小組，召集各專責單位每
日召開防疫會議，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訊息，
採「滾動式」即時修訂院內防疫措施，以因應嚴
峻的疫情變化。日前更超前佈署，推動設立「因
應新冠肺炎員工心理關懷追蹤機制」，於疫情逐
漸升溫之際，關懷院內同仁的心理狀態及工作壓
力負擔情形，期能及時提供關懷服務，穩定全
院員工心理狀態。根據「刺胳針(The Lancet)」
醫學期刊於2020年3月由Liu Z等人發表的文章中

指出，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約莫有1/6的中國
大陸醫護人員出現憂鬱(34.6%)、焦慮(16.0%)或
心理壓力(15.9%)等心理困擾(1)。該研究使用三種
分別評估心理壓力(WHO 20-item 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憂鬱(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及焦慮(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狀
態的自填量表，共收集了4679名在中國大陸31個
省分服務的醫護人員心理狀態，其中有一半以上
是服務於治療新冠肺炎的醫院；該研究並發現，
工作於高風險部門(如：隔離病房、胸腔加護病
房、急診)、於層級較高醫院(如：專責醫院)、之
前曾經有治療感染性疾病的經驗、較年輕資淺、
獨居的醫護人員屬於出現心理困擾的高危險群。
此外，護理人員出現憂鬱、焦慮的風險顯著高於
醫師，原因可能是護理人員待在病房的時間更
長、須執行護理處置而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更多、
較容易受到外在因素或被照護病人的心理問題所
影響。
有鑒於此，本院於2020年3月4日至3月19日
間，由精神科、職安室及資訊室合作，使用簡
式健康量表(5-item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 (2) 及哥本哈根疲勞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3)，
收集全院員工最近一周的自評心理狀態，量表經
由院內網站連結google表單施測，共計642名員
工完成自評量表，其中一半以上完成量表的員工
年齡分布於25-45歲。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員工
表示身心狀態良好(72.90%)或需要自行抒發情緒
即可的輕度情緒困擾(20.09%)，僅少數員工達到
需要專業諮詢或精神醫療介入的中重度情緒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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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院於大門入口設置紅外線體溫偵測儀。

圖2 民眾入院前查詢健保卡註記旅遊史及執行分流管
制措施。

擾(7.01%)。進一步探究員工疲勞程度則顯示，
六成的員工自評工作疲勞度為正常至輕度，約有
14%的員工自評工作疲勞已達到重度；其中，達
到中重度疲勞程度者，在個人疲勞(37%)與工作
疲勞(40%)的比例相近，這結果可能顯示著：除
工作壓力外，來自家庭、社交人際或本身疾病所
造成的疲勞感受，亦是造成員工疲勞程度增加不
可忽視的成因之一(4)。依據可能因接觸到新冠肺
炎病人而被感染的風險性，我們將院內員工分為
三個不同等級的風險單位，探究「工作風險等級
的高低」對工作疲勞度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具有最高感染風險的一級風險單位(急診、隔離
病房、加護病房、胸腔及呼吸照護病房)，員工
自覺工作疲勞達到中重度的比例(44%)高於全院
平均值(40%)、二級風險單位(其他病房、門診、
檢驗放射)(40%)、及三級風險單位(行政單位、
藥局)(38%)；在較低感染風險單位服務的員工達
到中重度工作疲勞的比例，呈現較低的趨勢。

集69名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第一周時的臨床醫護人
員訪談內容，將醫療專業人員提出的實際需求
統整為五大面向，包含：聽我說(hear me)、保護
我(protect me)、做好準備(prepare me)、支持我
(support me)和關心我(care for me) (5)。
由Chen Q等人發表在英國「刺胳針精神醫
學專刊(Lancet Psychiatry)」的文章(6)中也針對疫
情大規模爆發之際醫護人員的心理需要，提出
類似的觀點，認為醫護人員需要的，包括：1.充
足的休息與足夠的防護裝備。2.提供醫護獨立住
所：包含食物、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提供休閒活
動，減少醫護人員因擔心回家可能使家人染病的
心理負擔。3.提供員工職前訓練：包含具備處理
病人焦慮、恐慌等情緒反應、醫院保全能協助處
理不合作病人的能力。4.訂定並公告詳細的防護
裝備分配原則。5.提供醫護心情分享、員工心理
諮商等紓壓管道。
根據2020年3月本院針對全院員工的心理狀
態及工作負荷調查分析，目前並未呈現如中國大
陸醫護人員的高心理困擾發生率。可能原因包
括：1.目前台灣新冠肺炎疫情仍屬於可控制的範
圍，大部分為境外感染案例，尚未出現大規模社
區感染或院內感染。2.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每日召
開記者會，提供全國民眾及醫療院所相關指引。
本院亦立即成立防疫小組召開防疫會議，配合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提供院內員工防疫教育
訓練、公告疫情即時訊息及院內防疫措施(圖1、

新冠肺炎醫院員工心理關懷策略
面對尚無有效藥物與疫苗的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之下，Shanafelt T等人於2020年4月刊登在
JAMA的文章中即提出呼籲：認為亟需要瞭解與
解決醫療專業人員的焦慮與恐懼來源，且重點應
該放在「解決這些造成焦慮的問題」上面，而不
是教他們如何減輕壓力或調整適應力，應該是支
援他們醫療工作的實際需要。Shanafelt T等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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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針對出現中重度心理困擾的員工，啟動員工心理
關懷SOP，由單位主管介入關懷或轉介個別心理
諮商。

2)，妥善管理及分配防疫物資，確保一線醫護同
仁防護裝備充足。3.制定「因應新冠肺炎心理關
懷追蹤機制」：由本院院長指揮，精神科統籌規
劃，動員人事室、職安室、企劃室及全院各部門
主管配合執行。於院內網路「員工關懷專區」提
供衛福部及精神醫學會防疫心理衛教資訊，製作
「面對新冠肺炎靜心法」YouTube短片，充實醫
護同仁自我照顧及臨床處理病人情緒反應的專業
能力；利用網路媒體進行員工繼續教育，亦可減
少院內群聚風險。針對自評量表出現中重度心理
困擾(簡式健康量表達到10分以上)的員工，啟動
院內員工心理關懷SOP，由人事室負責聯繫單位
主管提供及時的關懷及聆聽需求(圖3)，提供個
別化協助，針對需要專業醫療介入者，協助轉介
至精神科評估，給予藥物及心理治療。4.政府及
社會對醫護人員的善意與支持：如雲林縣政府致
贈「祈福健康包」給一線醫護人員(圖4)、民間
企業相繼推出相挺醫護之優惠活動、北港朝天宮
致贈本院400件防護衣、與熱心民眾親手製作口
罩套贈送本院員工等(圖5)，實質慰勞醫護人員
的付出與辛勞。

結 語
綜上所述，面對新冠肺炎這種尚未明確的新
興傳染病，除了發展治療與預防模式外，維持醫
療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也有助於傳染病的治療與控

圖4 雲林縣政府張麗善縣長致贈防疫「祈福健康包」
給一線醫護人員。

圖5 熱心民眾致贈本院員工一千份自製口罩套。

制(7)，尤其是女性護理人員及高風險單位同仁的
心理壓力，是特別值得被重視與關懷的對象。此
外，醫療主管與領導人應運用「聽我說」、「保
護我」、「做好準備」、「支持我」和「關心
我」的五大面向，適當回應醫護人員需求；提供
醫療工作者充足的防疫物資及防護裝備、最新資
訊與良好溝通、完善的休憩環境、確保員工及其
家屬能獲得需要的支持與照護、訓練醫護人員處
理精神問題的能力、提供員工心理諮商及紓壓管
道等，是防疫時期穩定醫院員工心理狀態的建議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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