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別依序對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限制、研

究工具與資料處理，分節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背景變項、代間關係與中老年人之長期照護

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三者之關係。依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研究架構

如圖 3-1-1 所示： 

個人背景變項 

年齡 
性別 
籍貫 
宗教信仰 
婚姻狀況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 
教育程度 

居家式照護 
成年子女數    送餐服務 
居住情形    居家服務 
經濟狀況    居家護理 
自覺健康狀況 

社區式照護 
   日間托老 
   喘息服務 
   日間照護 
機構式照護 

代間關係    安養機構 
   養護機構 規範連帶 

   護理之家 
功能連帶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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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架構及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和研究問

題，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加以驗證： 

一、中老年人的個人變項對於代間關係具有顯著預測力。 

1-1   中老年人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規範連帶具有顯著之預測

力。 

1-2 中老年人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功能連帶具有顯著之預

測力。 

二、中老年人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具有顯

著預測力。 

    3-1  中老年人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的使用態度具

有顯著預測力。 

3-2  中老年人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社區式照護的使用態度具

有顯著預測力。 

3-3  中老年人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的使用態度具

有顯著預測力。 

三、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在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使

用態度之預測力中，具有中介作用。 

    4-1  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在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居家式照護的

使用態度之預測力中，具有顯著中介作用。 

4-2  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在不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社區式照護

的使用態度之預測力中，具有顯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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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老年人的代間關係在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機構式照護的

使用態度之預測力中，具有顯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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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 55 歲以上育有成年子女之未失能中老年人4為對象，探討

其對於代間關係之看法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因此，研究

對象的選取必須符合「55 歲以上未失能之中老年人」、「至少育有一名

成年子女」二項條件。 

本研究之抽樣方式採立意取樣，以台北縣辦理松年大學和台北市

辦理長青學苑之老人服務機構為媒介，抽取研究對象。 

在問卷施測過程當中，為提升有效問卷之回收率，研究者親自至

辦理松年大學和長青學苑之老人服務機構進行問卷施測。進行過程

中，先說明研究者身份和問卷施測之目的；之後說明問卷題目內涵和

填答方式；也在現場提供填答者對於問卷內容之疑惑解答；並對於視

力不佳和教育程度較低之中老年人逐題面訪。 

經預試問卷 150 份回收後，挑選符合研究對象資格之有效問卷，

為 136 份，有效率為 90.67％（詳見表 3-3-1）。 
 
 
                           
4未失能是指不具有缺乏一項日常生活活動(ADLs)或工具性生活活動(IADLs)中之

評估項目，而須他人幫忙達三個月以上；或具有認知功能不全者。 
ADLs（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項目，包含：吃飯、上下床、上下椅子、室內走

動、室外走動、穿衣服、洗澡、上廁所等（Guralnik & Simonsick, 1993）。 
IADLs（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項目，包含：輕鬆家事、洗衣服、

煮飯、上街買日用品、理財、吃飯、打電話等（Guralnik & Simonsick , 1993）。 
認知功能（cognition）項目，包含：記憶、定向、抽象、判斷、計算及語言能力

等（Guralnik & Simonsick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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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有效問卷回收率 
發出份數 有效份數 有效率 

樣本 
男 女 計 男 女 計 百分比（％） 

預試樣本 70 80 150 60 76 136 90.67 
正式樣本 250 350 600 205 266 471 78.50 

 

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共計發放 600 份，經挑選符合研究對象資格之

有效問卷，為 471 份，有效率為 78.50％（詳見表 3-3-1）。正式問卷之

研究樣本分配，如表 3-3-2 和 3-3-3。 
 
表 3-3-2  正式問卷之研究樣本分配－台北縣松年大學 

台北縣 
機構名稱 

天元分校 下城社區分校 汐止農會分校 中和分校 
發出份數 70 50 53 75 
回收問卷數 66 45 53 74 
有效問卷數 56 40 42 63 

 
 
表 3-3-3  正式問卷之研究樣本分配－台北市老人服務中心附設長青學苑 

台北市 
機構名稱 

南港 士林 北投 大同 中山 中正 大安 內湖 松山 龍山

發出份數 60 53 29 40 35 13 25 30 37 30 
回收問卷數 59 48 29 40 35 13 23 26 33 30 
有效問卷數 53 39 24 37 22 13 15 15 2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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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然而基

於客觀因素，本研究仍具有下列之限制： 

一、本研究是以台北縣參與松年大學和台北市參與長青學苑之 55 歲以

上育有成年子女之未失能中老年人為對象，採立意取樣，探討其

對於代間關係之看法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此群中老

年人之教育程度較高、且處於社會福利資源可近性較高之位置，

雖然樣本獨特性會影響推論之限制，但同時也具備社會中高教育

程度之中老年人領先性指標之意涵。 

二、本研究乃由受訪中老年人回答其與成年子女之代間關係和其對於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所指之中老年人並不包含：現無成

年子女、未婚、失能之中老年人等，且所指之代間關係並非限定

中老年人與特定一位成年子女之關係，也不包括成年子女之觀

點；因此可能可能存在推論上之限制，且無法進一步得知成年子

女對於代間關係、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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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取得所需之分析資料，研究者參酌國內外代

間關係以及長期照護服務相關之研究，編擬問卷為研究工具以進行資

料蒐集之工作，問卷包括「個人基本資料」、「代間關係量表」、「長期

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三部分（見附錄一），茲將問卷之內容說明如

下： 

壹、個人基本資料 

此部分主要內容包括：性別、年齡、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成年子女數、居住情形、經濟來源、自覺經濟狀況、自覺

健康狀況等。 

一、性別 

性別包括「男」和「女」，分別編碼為 1 與 2。本研究在進行多元

迴歸分析時，將性別轉換為虛擬變項，男為「1」，女為「0」。 

二、年齡 

以資料分析當年（民國 94 年）減去個人的民國出生年為其實際年

齡。 

三、籍貫 

籍貫包括「台灣閩南人」、「台灣客家人」、「台灣原住民」、「大陸

各省」，依序編碼為 1 至 4。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籍貫轉

換為虛擬變項，台灣閩南人、台灣客家人、台灣原住民為「1」，大陸

各省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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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包括「沒有信仰」、「民間信仰」、「佛教」、「一貫道」、「道

教」、「基督教」、「天主教」，依序編碼為 1 至 7。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

歸分析時，將宗教信仰轉換為虛擬變項，有宗教信仰為「1」，沒有信

仰為「0」。 

五、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包括「不識字」、「識字未入學」、「國小」、「國/初中」、「高

中/職」、「專科」、「大學及以上」，依序編碼為 1 至 7。本研究在進行多

元迴歸分析時，將教育程度轉為接受正式教育之年數。 

六、婚姻狀況 

婚姻狀況包括「已婚」、「分居」、「離婚」、「喪偶」、「再婚」，依序

編碼為 1 至 5。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婚姻狀況轉換為虛擬

變項，已婚、再婚為「1」，分居、離婚、喪偶為「0」。 

七、成年子女數 

以受訪者目前現存的兒子數、女兒數和子女數。 

八、居住情形 

居住情形包括「與子女、配偶同住」、「僅與配偶同住」、「僅與子

女同住」、「輪流居住於子女家中」、「獨自居住」、「與親戚朋友同住」，

依序編碼為 1 至 6。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歸分析時，將居住情形轉換為

虛擬變項，與子女、配偶同住和僅與子女同住、輪流居住於子女家中

為「1」，僅與配偶同住、獨自居住、與親戚朋友同住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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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經濟來源 

主要經濟來源包括「本人/配偶工作之所得」、「子女供給」、「本人/

配偶退休金/撫卹金」、「親戚朋友資助」、「政府補助」、「儲蓄存款/利

息」、「民間慈善團體資助」，依序編碼為 1 至 7。本研究在進行多元迴

歸分析時，將主要經濟來源轉換為虛擬變項，子女供給為「1」，本人/

配偶工作之所得、本人/配偶退休金/撫卹金、親戚朋友資助、政府補助、

儲蓄存款/利息、民間慈善團體資助為「0」。 

十、自覺經濟狀況 

自覺經濟狀況包括「非常不好」、「不好」、「普通」、「好」、「非常

好」，依序編碼為 1 至 5。 

十一、自覺健康狀況 

自覺健康狀況包括「非常不好」、「不好」、「普通」、「好」、「非常

好」，依序編碼為 1 至 5。 

貳、代間關係量表 

本研究以規範連帶和功能連帶二面向來瞭解代間關係，此二面向

之內涵如以下之說明： 

一、規範連帶 

（一）量表內容 

為測量中老年人對於成年子女孝道責任規範的態度，本研究參考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二次－「代間關係與子女奉

養問題」、「奉養態度」部分（章英華、傅仰止，2002），林如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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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老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連帶量表」編擬而成，量表中列舉出 13

題項。 

（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規範連帶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表方式計分，包括「非

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選項，分

別以 1 至 5 分計分，量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訪者對於成年子女的孝道

規範期待越高，即規範連帶越強。 

表 3-5-1 規範連帶量表之項目分析 

題      目 
決斷值

CR 
相關係數

R 
1. 父母生養子女最大目的是為了傳宗接代。 6.63＊＊ .523＊＊

2. 父母撫養子女是為了年老時有依靠。 11.36＊＊ .664＊＊

3. 父母年老、生病時，子女應該負責照顧。 6.69＊＊ .680＊＊

4. 父母老了、病了，無法照顧自己時，應該與子女同住。 8.95＊＊ .738＊＊

5. 父母生病，需要有人長時間照顧時，子女應該調整工

作時間來照顧父母。 
6.74＊＊ .556＊＊

6. 子女應該定期拿錢回家，撫養父母、孝敬父母。 9.06＊＊ .675＊＊

7. 過年、過節或父母生日時，子女應該包紅包或送禮物

表示心意。 
4.28＊＊ .527＊＊

8. 子女結婚後應該和父母住在一起。 5.40＊＊ .482＊＊

9. 如果不與父母同住，子女應該經常回去看父母。 7.27＊＊ .736＊＊

10. 如果住得很遠，子女應該經常打電話或寫信給父母。 5.36＊＊ .644＊＊

11. 子女應該經常陪伴父母。 6.72＊＊ .599＊＊

12. 子女應該常和父母聊天，傾聽父母的心事。 6.53＊＊ .666＊＊

13. 子女有重要事情要做決定時，應該聽父母的意見。 7.16＊＊ .595＊＊

註：極端組檢驗法中決斷值應達 3 以上為佳，相關分析法中的相關係數應達.4 以

上為佳（王俊明，1999）。 

（三）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項目分析進行題目之篩選，以預試樣本 136 份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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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量表題目之適合度檢定（即項目分析中之極端組檢驗法、相關分

析法）。由表 3-5-1 可以得之：規範連帶量表的每一個題目

的決斷值都超過 3，亦即所有的題目在決斷值方面都能符合

鑑別力的要求；而所有題目之相關值亦都達到顯著水準，且

到達 0.4 以上。故本量表各個題目全部保留、不刪題，最後

擬定正式量表 13 題。  

（四）信度 

本量表以預試樣本 136 人為對象，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

Cronbach’s α值為.87。本研究最後再以正式樣本 471 人為對象，再次進

行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89。； 

（五）效度 

本研究以專家效度方式建立問卷的內容效度，邀請國內相關研究

領域學者八位與社會福利機構實務工作主管三位，擔任專家委員（見

附錄二），除針對問卷字句的通順流暢、意思表達，加以審查問卷之表

面效度之外，並進一步審視各個題目所表達意涵在量表內的適切性，

以建立本量表的內容效度。 

二、功能連帶： 

（一）量表內容 

為測量中老年人與其成年子女相互協助情況，本研究參考林如萍

（1998）「農村老人與其成年子女代間連帶問卷」，周玉慧、楊文山、

莊義利（1997）「社會支持量表」編擬而成，量表分為二部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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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成年子女協助」和「父母給予成年子女協助」，列舉工具性支持（金

錢、物質、日常生活支持等）與情感性支持（傾聽、提供訊息和意見、

關心等）二類別，共 6 題項。為使受訪中老年人更加確切瞭解所指之

支持內涵，問卷題目改以直述句之方式陳述，如表 3-5-2。 

（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功能連帶量表」，採五點頻度量表方式計分，包括「從

來沒有」、「很少」、「有時」、「時常」、「總是」五個選項，分別以 1 至 5

分計分，各部分得分越高，表示相互協助程度越高，功能連帶越強。 

（三）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項目分析進行題目之篩選，以預試樣本 136 份為對象，

進行量表題目之適合度檢定（即項目分析中之極端組檢驗法、相關分

析法）。由表 3-5-2 可以得之：功能連帶量表之「接受成年子

女給予協助」部分與「給予成年子女的協助」部分中的每一個題

目的決斷值都超過 3，亦即所有的題目在決斷值方面都能符

合鑑別力的要求；而所有題目之相關值亦都達到顯著水準，

且到達 0.4 以上。故本量表各個題目全部保留、不刪題，最

後擬定正式量表「接受成年子女給予協助」部分 6 題與「給予成

年子女的協助」部分 6 題。  

（四）信度 

本量表以預試樣本 136 人為對象，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接

受成年子女給予之協助」之 Cronbach’s α值為.82，「給予成年子女之

協助」之 Cronbach’s α值為.87。本研究最後再以正式樣本 471 人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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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再次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接受成年子女給予之協助」之

Cronbach’s α值為.84，「給予成年子女之協助」之 Cronbach’s α值為.89。 

表 3-5-2 功能連帶量表之項目分析 

題      目 
決斷值

CR 
相關係數 

R 
一、接受成年子女給予協助 
1. 子女平時定期或不定期給您生活費、過年過節給

您紅包、或在需要時給您錢。 
6.02＊＊ .578＊＊

2. 子女平時固定或不固定送吃的、穿的、用的等東

西給您。 
7.41＊＊ .725＊＊

3. 子女在您需要時，幫您辦事情、陪您一起去看

病、生病時照顧、幫忙煮東西、整理家裡、修理

東西、出門接送等。 
11.09＊＊ .747＊＊

4. 子女平時和您聊天，關心您、陪伴您。 9.83＊＊ .811＊＊

5. 子女提供訊息、意見給您，協助您做決定。 7.73＊＊ .736＊＊

6. 心情不好時，子女陪您說話或安慰您。 12.89＊＊ .858＊＊

二、給予成年子女的協助 
1. 您平時定期或不定期給子女生活費、過年過節給

紅包、或在需要時給子女錢。 
8.66＊＊ .687＊＊

2. 您平時固定或不固定送吃的、穿的、用的等東西

給子女。 
9.92＊＊ .764＊＊

3. 您在子女需要時，幫忙帶小孩、煮東西、整理家

裡、辦事情、陪同去看病、生病時照顧、修理東

西、出門接送等。 
11.47＊＊ .750＊＊

4. 您平時和子女聊天，關心、陪伴子女。 8.28＊＊ .744＊＊

5. 您提供訊息、意見給子女，協助子女做決定。 10.24＊＊ .727＊＊

6. 心情不好時，陪子女說話或安慰子女。 8.95＊＊ .716＊＊

註：極端組檢驗法中決斷值應達 3 以上為佳，相關分析法中的相關係數應達.4 以

上為佳（王俊明，1999）。 

（五）效度 

本研究以專家效度方式建立問卷的內容效度，邀請國內相關研究

領域學者八位與社會福利機構實務工作主管三位，擔任專家委員（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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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請其檢視「功能連帶」類別的適切性，並針對問卷字句的通

順流暢、意思表達，加以審查問卷之表面效度，亦進一步審視各個題

目所表達意涵在量表內的適切性，以建立本量表的內容效度。 

三、使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態度 

（一）量表內容 

為測量中老年人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使用態度，本研究參考

台閩地區長期照護機構名冊-2004 年版（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2004）、國內學者對於長期照護服務體系的分類（呂寶靜，2001）、台

北市社會局老人福利簡介（台北市社會局，2001）和台北市長期照護

資源手冊（台北市衛生局，2001）編擬而成，量表分為：居家式照護

（送餐服務、居家服務、居家護理）、社區式照護（日間托老、喘息服

務、日間照護）、機構式照護（安養機構、養護機構、護理之家）三種

類型，共 9 題項。為使受訪中老年人更加確切瞭解所指之服務內涵，

問卷題目改以直述句之方式陳述，如表 3-5-3。 

（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表

方式計分，包括「絕不會使用」、「不使用」、「不一定」、「使用」、「絕

對會使用」五個選項，分別以 1 至 5 分計分，各類型得分越高，表示

受訪者在未來有需要時之使用意願越高。 

 

 

 

 53



表 3-5-3 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項目分析 

題      目 
決斷值

CR 
相關係數 

R 
一、居家式照護 
1. 當您不想或沒有辦法煮飯時，有人為您準備餐食，

送到您家中。 
14.86＊＊ .911＊＊

2. 當您身體不好或行動不方便時，有人到您家中幫忙

打掃、做家事、買東西、陪您一起去看病、幫您洗

衣服、洗澡、身體照顧等。 
17.39＊＊ .938＊＊

3. 當您身體不好或行動不方便時，留在家中照顧，由

專業護理師到家中提供護理服務等。 
18.43＊＊ .889＊＊

二、社區式照護 
1. 當您身體健康時，每天白天到『托老中心』唱歌、

下棋、打電腦、玩牌、聊天等。 
9.28＊＊ .750＊＊

2. 當您在家被照顧時，一年有幾天暫時將您送到社區

附近的老人院照顧，好讓照顧您的家人休息一下。
19.24＊＊ .922＊＊

3. 當您身體不好或行動不方便時，白天將您送到『照

護中心』照顧，晚上再將您接回家。 
14.58＊＊ .870＊＊

三、機構式照護 
1. 當身體健康時，住在健康老人居住的老人院（或老

人社區）。 
12.22＊＊ .765＊＊

2. 當您身體不好且行動不方便時，24 小時到『養護

機構』居住、吃飯、由別人來照顧您。 
19.85＊＊ .925＊＊

3. 當您身體不好、行動不方便且需要導尿管、呼吸器

照顧時，不住在家裡，24 小時到『護理之家』居

住，由護理人員照顧您。 
18.37＊＊ .877＊＊

註：極端組檢驗法中決斷值應達 3 以上為佳，相關分析法中的相關係數應達.4 以

上為佳（王俊明，1999）。 

（三）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項目分析進行題目之篩選，以預試樣本 136 份為對象，

進行量表題目之適合度檢定（即項目分析中之極端組檢驗法、相關分

析法）。由表 3-5-3 可以得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居

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機構式照護」部分中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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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題目的決斷值都超過 3，亦即所有的題目在決斷值方面都

能符合鑑別力的要求；而所有題目之相關值亦都達到顯著水

準，且到達 0.4 以上。故本量表各個題目全部保留、不刪題，

最後擬定正式量表「居家式照護」 3 題、「社區式照護」 3 題

與「機構式照護」 3 題。  

（四）信度 

本量表以預試樣本 136 人為對象，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得各

部分的 Cronbach’s α值分別：「居家式照護」為.90，「社區式照護」為.81，

「機構式照護」為.83。 

本研究最後再以正式樣本 471 人為對象，再次進行內部一致性分

析，求得各部分的 Cronbach’s α 值：「居家式照護」為.91，「社區式照

護」為.82，「機構式照護」為.89。 

（五）效度 

本研究以專家效度方式建立問卷的內容效度，邀請國內相關研究

領域學者八位與社會福利機構實務工作主管三位，擔任專家委員（見

附錄二），請其檢視「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類型的適切性，並

針對問卷字句的通順流暢、意思表達，加以審查問卷之表面效度，亦

進一步審視各個題目所表達意涵在量表內的適切性，以建立本量表的

內容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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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方法 

本研究採用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11.5 版進行資料

分析，所使用之統計方法包含：描述統計、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

層迴歸，進行問卷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針對個人背景變項、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三

部分，以次數、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等呈現研究對象之特性。 

二、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中之強迫進入法檢視：中老年人的個人

背景變項、代間關係與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關係。分析過

程中，分別以規範連帶、功能連帶和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機

構式照護之使用態度為效標變項。在進行分析之前，為避免多元共

線現象，先進行多元共線性檢定，包含：預測變項間之積差相關、

容忍度（tolerance）及變異數波動因素（VIF），確定無嚴重之多元

共線性問題之後，再檢驗研究假設一（1-1、1-2）、假設二（2-1、2-2、

2-3）。 

三、多元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根據國內學者何金銘（2001）對於中介因素（mediator）之定義：

中介模式的概念是認為刺激對於行為的影響，是被行為個體不同的

內部轉換過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ess）所中介（mediate）。此外，

國外學者 Baron & Kenny 認為中介變項的存在必須符合：（1）自變

項可以解釋中介變項；（2）中介變項可以解釋依變項；（3）自變項

可以解釋依變項。而檢驗中介變項是否存在，可以使用多元階層迴

歸分析來檢驗，在控制自變項和中介變項時，而先前自變項對依變



項之關係變得不顯著時，則顯示出中介作用（引自 Preacher & 

Leonardelli, 2001）。 

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檢驗的步驟，依據 Baron & Kenny 指出，包

含三步驟：（1）預測變項對中介變項之迴歸分析，但不包括效標變

項；（2）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之迴歸分析；（3）預測變項與中介變

項同時效對標變項之迴歸分析（引自何金銘，2001）。 

綜合文獻發現，本研究提出：代間關係在個人基本變項對於長

期照護服務體系使用態度之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將以多元

階層迴歸分析5檢驗研究假設三（3-1、3-2、3-3）。  
 

 

 

 

 

 

 

 

 

 

 

 

 

 

 

 

 

 

 

 

                                 

5進行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時，預測變項之投入順序有二：一為依據理論順序分割

排序預測變項；另一為依據預測變項之特質，通常先計算人口變項（即不受任

何其他變項之影響）之預測力，之後再計算情意變項（即會受到其他變項影響）

之預測力（邱皓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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