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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分以下五節加以探討。第一節

為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及其教育需求之現況，第二節為護理人員

採取預防職業危害之影響因素，第三節為教育介入策略的理論基礎

及相關研究，第四節為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上之應用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及其教育需求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及其教育需求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及其教育需求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及其教育需求之現況 

一一一一、、、、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之現況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之現況 

過往國內有許多研究探討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問題，以下是將醫

院常見的職業傷害分為「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化學性危

害」、「物理性危害」、「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心理及社會

方面的危害」等五大類討論之（陳森，1994；梁嘉南，1993）。 

（一）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是指經由接觸感染病患或其體液分泌物而遭受到細菌、病毒、

黴菌或寄生蟲潛入所致的疾病。由於護理人員與病患接觸最為直接

與頻繁，故各種不同病菌會隨著飛沫、病患分泌物經由皮膚黏膜的

途徑侵入體內而導致的感染現象，如Herpes simplex virus、

Varicellazoster virus 、Cytomegalovirus、肺結核桿菌和麻疹病毒等

（Rogers, 1997）。而空氣傳染的影響範圍較為廣泛，所有的工作者

都可能因大樓空調的傳送而暴露。亦可能經由近距離且長時間的護

理照護而感染疾病。柯景馨等人於2001年的研究即指出醫療人員得

肺結核是非醫療人員的2-3倍。另外，關於職業性血液體液暴露盛行

率方面，莊美娟（2003）以16間區域醫院之所有護理人員為研究對

象，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內，護理人員血液體液之暴露盛行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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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平均發生暴露的次數為4.04次/人年，56.2％在白班發生暴

露，暴露的病患來源中有48％無傳染疾病，而傳染病中以B型肝炎

（20.7％）為主。暴露種類以血液（83.1％）最多；針扎（36.7％）

為暴露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接觸床單及病患衣物（30.8％）；接觸

方式則以直接接觸皮膚或黏膜的方式最多（48.8％），其次為有保

護隔離的皮膚（43.2％）。 

許多研究皆發現，在護理工作中，扎傷是臨床最常發生的傷害

事件，其尖銳物品包括各類針頭、玻璃針劑的碎片、試管碎片及其

他尖銳用品（Chester, 1996；Sepkowitz, 1996）。雖然尖銳物割刺傷

一般不具立即感染之虞，但因增加護理人員經由皮膚黏膜接觸而感

染疾病的危險。美國每年約有800,000的醫療工作人員發生扎傷事

件，而護理人員因而感染疾病的報告包括：B型肝炎、C型肝炎、愛

滋病、局部菌種感染、梅毒、瘧疾（Chester, 1996）。由於針頭可能

會帶有血液或液體，在國外的報告中，被認為最具傳染性（Cardo, 

Culver and Ciesielski, 1997）。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業病防治中心

於1999年發表了全國十六家評鑑醫療院所中醫療人員之針刺傷害調

查研究，發現包括醫師、護理人員、醫技人員、及醫院中其他之支

援人員，其工作期間曾經發生針刺之比率竟高達百分之八十七。且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1997）的調查研究顯示，

護理人員發生針扎的頻率最高，每人每年平均2.42次，其中污染性

針扎次數有0.88次。陳美滿（1996）的研究報告顯示國內護理人員

填報被污染針頭扎傷年發生率每1000人中有437-455人之多。另外，

張靜文（1999）的研究報告指出住院醫師、臨床護理人員、非在職

的實習醫師、護生與醫學中心的研究助理之針扎高於其他人員。且

接觸或使用污染針頭時，僅有34.11%的護理人員不回套針頭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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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生物性的職業傷害中以針扎事件所潛藏的血液傳染

病最常見。護理人員大多有被針扎的經驗，至於傳染性疾病方面，

近年來結核桿菌感染有死灰復燃之趨勢，加上多重抗藥性感染群突

發報告不斷的增加，護理人員被傳染之危險性也就相對的提高。由

於病患可經由飛沫、血液等途徑傳染給護理人員，而護理人員亦可

能依相同的路徑傳給家人及抵抗力較低的病患，所以護理人員對自

身健康照顧更顯重要。 

（二）化學性危害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所，已經發現159種醫院中常用的

會對皮膚和眼睛產生刺激的化學物質，另外還有135種的可能致癌、

致畸胎以及致遺傳因子突變的有害物。然而，國內目前針對醫療院

所環氧乙烷暴露所進行的研究多為單一醫院的測定結果（林世昌等

人，1995；張靜文，1997）。此外，蘇燦煮、陳月枝（1998）以參

與醫院內環氧乙烷的管理研討會之與會人員為樣本從事調查，結果

發現醫療人員對醫院內環氧乙烷管理的重視程度高，而對現況之滿

意程度介於不滿意及尚可。 

另外，陳美滿（1996）以臨床護理人員為對象，發現護士長期

在低劑量抗癌藥物接觸下、自然流產率增加及造成肝炎、神經症狀

等情形。而羅寶珍（2003）之研究結果顯示，有1,857人（48%）曾

發生過手部皮膚不適的問題，臨床護理工作者發生手部皮膚不適的

機率高於行政護理工作者，最常見的症狀為乾裂，而發生部位則以

手指腹為最常見。其中有1,086位（58.5%）認為造成其手部皮膚不

適惡化的主要原因是洗手劑，1,138位（61.3%）護理人員認為發生

原因與工作相關，且研究也發現護理人員每一平均工作天中戴手套

的總時間越長、手套使用量越多、單次戴手套的時間長度大於30分

鐘者，發生手部皮膚不適的機率越高。隨著做家事時間增長或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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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的增加，護理人員發生手部皮膚不適的機率也隨之增加。且由

於護理人員上班時會接觸酒精、優碘、碘酒、cidex、戊二醇、

hibiten、清潔劑等物質者，發生手部皮膚不適之機率均比未接觸者

高。 

由上可見，國內對於化學性危害之暴露研究皆為日常較常被討

論的話題，如針對院中環氧乙烷、笑氣、化療藥物的部份，而對於

日常工作較不明顯的危害，也就是所謂的潛在性危害，較為忽略，

如醫院器械消毒劑的危害警覺度較低。事實上，化學性物質接觸為

不可忽視之潛在性危害因素，工作場所的化學物多具有揮發性及腐

蝕性，易經由吸入或皮膚接觸而造成頭暈噁心、皮膚黏膜傷害、惡

性腫瘤及神經系統的傷害等疾病。對護理人員來說雖沒有立即致命

的危險，但身體上的病兆會降低工作日數、增加感染的機會，對照

護品質及醫療從業人員的健康都有長遠的影響，如能利用在職教育

提高護理人員對潛在性危害的認知，相信就能將職業災害所帶給護

理人員的傷害及造成的社會損失降到最低。 

（三）物理性危害 

指因接觸X光機、電腦斷層掃描、服用或注射放射藥物之病

人、核磁共振、紫外線、雷射等輻射、噪音及高溫等而造成健康上

的危害。張寶樹（1991）對護理人員X光輻射的防護問題進行偵

測，結果發現其輻射暴露率為33人月/2241人月，平均值為1.27±1.24

毫西弗，儘管其可能造成的遺傳效應及誘發癌症致死機率極微，但

仍顯示護理人員在工作中受到輻射危害的潛在性。此外，一般我們

會感覺醫院是個安靜的地方，其實有些部門的護理人員接觸的噪音

是很大，如行政部、病例部、護理站，以及醫療儀器的警示聲、抽

吸氣聲、呼吸器聲、電話鈴聲、訪客喧嘩聲。李琳琳等人（1997）

的研究即發現醫護人員有噪音暴露佔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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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暴露於物理環境引起的職業性健康危害，其嚴重性並

不亞於感染性及生物性、化學因素。護理人員在醫院中常使用游離

輻射進行診斷及治療，因此照顧病患時也常在未注意的情況下暴露

到輻射的傷害。若能藉由適當的個人防護措施及正確嚴格的操作知

識，即可將暴露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 

（四）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 

包括因動線設計、工具設計、照度、顏色、工作姿勢等，而可

能造成的健康危害。護理人員有久站、壓力大之工作特性，且工作

內容常有彎腰及提舉動作（例如：搬運、翻轉病人、舖床、打針、

吊點滴）（粘秋桂、柯德鑫，1996），這些動作使護理人員不斷需

要彎腰及牽引全身肌肉骨骼的機會，因此護理人員一直被認為是罹

患肌肉骨骼症狀之高危險工作族群之一。國內的研究皆發現護理人

員都有肌肉骨骼傷害的經驗且盛行率高，傷害盛行率最高為下背，

其次小腿，肩部再次之（張靜文，1997；馮兆康、黃建財，1999；

馮兆康、楊秋月、林貴滿，2000）。國內許多研究均發現護理人員

因工作上的因素，造成下背痛的情形相當嚴重，也指出臨床護理人

員下背痛的年盛行率約為46％-77％（邱文科、李永輝；1992；粘秋

桂、柯德鑫，1996；張靜文，1997；董貞吟、黃乾全、丁如真、張

家儒；2004）。 

綜上所述，肌肉骨骼問題的確為護理人員常見的職業傷害之

一。未來教育介入時，應著重於提醒護理人員維持正確的姿勢，畢

竟個人的身體力行比起受傷後的保健運動及使用護具更為重要。 

（五）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 

包括心理壓力、輪班工作和暴力。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組

織調查職業壓力與心理疾病之發生率的關係，發現在常見的130種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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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與醫院健康有關的職業其壓力多名列前茅，尤其與護理相關

的工作（Calhoun GL and Calhoun JG, 1983）。一項針對田納西州居

民心理異常發生率的調查，發現在最高發生率的27個職業中，有六

個職業與醫療保健服務業有關，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女性護士自殺的

比例死亡率（PMR）有增高的趨勢（引自梁嘉南，1993）。國內也

有許多探討心理及社會方面危害的研究，如黃瑞珍等人（2001）探

討手術室護理人員工作壓力情形的研究，發現由於手術室屬於高危

險環境（血液及體液暴露、輻射安全防護、尖銳物刺傷、化學藥劑

等），因此，手術室護理人員主要壓力源是來自工作環境。而陳識

雯等人（1999）探討門診護理人員心理壓力時，發現最大壓力來自

病患家屬，其次是醫師。國外的研究則發現護理人員與工作環境互

動下，感受到的壓力會包括醫療體系、人際關係，及病況等各種情

境（Tsai, 1993），且由於醫療消費意識的高張，病患及家屬對醫療

品質的要求也相對提高，皆促使護理人員壓力的提升（蔡欣玲、陳

梅麗、王瑋，1996）。另外，愛滋病的快速流行已經成為健康照顧

者的挑戰，再加上病房護理人員的流動率相對提高，更加造成護理

人員的恐慌及壓力。國內外皆有學者研究照顧愛滋病患的壓力；葉

素梅、阮慧沁、葛應欽（1990）的調查中發現，有53.9﹪的護理人

員不願照顧愛滋病患，其中一半表示如果遭到強制性指派去照顧愛

滋病患時，會辭去工作，僅6.7﹪願意無條件照顧。蘇逸玲、盛文

鴦、邱蘭芳（1992）在調查護理人員對愛滋病患的知識與態度，亦

發現護理人員的態度偏負向，主要原因是個人心理懼怕及社會壓力

大。而巫慧芳、蕭淑貞（1995）的研究發現護理人員最常遭遇到病

患家屬醫療資訊不足及情緒起伏上的問題。 

在輪班的部份，一項針對加州的十二家醫院的1219名護士所做

的調查指出，輪班工作的工作人員有較多的意外事件發生，也有較

嚴重的身心失調情形，和較多的就醫次數（Neuberge and Har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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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也有研究指出輪班工作的護理人員比固定班工作人員有較

多的意外針扎事件，工作時精神不濟及失眠的情形（Gold, Rogacz 

and Bock, 1992）。另外，國內有許多研究均發現護理人員期望的輪

班方式與目前狀況不符（尹裕君、安妮，1991；陳月枝、余玉眉、

江東亮、陳心耕、張丹蓉，1992）。 

在性騷擾的部份，胡月娟（1992）調查護理人員承受到病人性

騷擾與其處理，發現有47.4﹪護理人員曾遭受到病患的性騷擾。另

外，一項探討臨床女性護理人員遭受男病患性騷擾、因應方式及其

影響的研究發現兩年中有45.8﹪的護理人員遭受過男病患性騷擾；

其中騷擾型式包括：語言的（15.4﹪）、身體接觸（38.5﹪）、非語

言（25.6﹪）的及電話騷擾（20.5﹪）（林文香、夏萍絗，1998）。 

此外，在暴力的部分，陳森（1994）指出護理人員在執行工作

時，經常是病人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從言語上的辱罵到肢體攻擊，

甚至造成嚴重傷害，而被攻擊的護理人員，在事件發生後，會有認

知上、情緒上、社會的、生理的和行為上的改變無法復原。 

綜上所述，護理人員的工作充滿挑戰性與高壓力，除了承受暴

露於職業危害外，亦須面對受盡病痛折磨的患者與身心精疲力盡的

家屬；加上繁重的護理工作，均使護理人員長期處與高度的工作壓

力之中。國外的研究即指出，長期處於高張壓力的結果，可能導致

護理人員怠忽職守、情緒不穩、醫療過失、職業疲潰與離職

（Hollen, Clarke-Steffen, Forte, Moore and Katz, 2000）。由上可知，

護理人員是職業傷病的高危險群，醫院護理人員的職場健康深受威

脅。 

二二二二、、、、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對預防職業危害之教育需求對預防職業危害之教育需求對預防職業危害之教育需求對預防職業危害之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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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知識日新月異，護理人員從基本護理教育中所獲得的知

識、態度及技能，已無法持續有效運用在護理工作中，必需隨時吸

收新知才能跟上醫學的進展。雖然各醫療衛生機構因政策與需要，

均有各類型之護理人員在職訓練，如職前訓練、在職訓練、研討會

等多種形式之課程，然而此類課程大多為一般性、短期之訓練，以

因應單位立即之需要（王桂芸，1999）。 

國內歷年來護理教育一直著重護理專業的理論與技術，訓練課

程多為培訓護理專科領域的研修課程，以確保照護病患之品質（楊

美紅、陳依雯、張靜美、羅小燕、羅美惠、張峰義，2000；張媚、

陳月枝、蕭淑貞、黃秀梨，2001；郝德慧，2004），卻忽略各種醫

院所造成的職業危害，較少提供足夠的預防危害的知識，及其處理

或因應措施。因此，有研究指出學校的職前教育內容與職場的實際

服務間，確實存有鴻溝，如林艷君、陳月枝、李麗淑（2000）探討

護理系畢業生學校教育與課程的評價，結果發現在臨床護理技術方

面，應屆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皆希望加強各種護理技術的訓練、

緊急狀況的急救與處理、以及增加護理倫理、醫療法規等課程，其

他如職前心理建設、護理專業未來發展、醫療人員間的人際關係與

溝通技巧等課程也是所建議的課程內容之一。 

藍忠孚等人（1994）以參加衛生署感染控制研習會之感染控制

護理人員為調查對象，調查其對在職教育之需求結果發現99.4％認

為確實有需要感控相關在職教育之訓練，有關在職教育之內容需求

最高為院內感染之調查（92.5％），其次醫療廢棄物處理（91.6

％），再其次為侵入性醫療措施之感染預防（89.4）、院內感染監

視（89.4）、實務實習（86.3％）、標本檢採（85.5％）、環境監視

與採檢（83.3％）、消毒與滅菌方法（83.3％）、隔離技術（82.8

％）、傳染性疾病（80.6％）、無菌技術操作（含洗手）（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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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董貞吟（2004）的研究，發現五成護理人員目前所服

務的醫院並沒有實施下背痛預防教育，但92.6％的研究對象願意參

與下背痛預防教育活動，相較於現今醫院之職前訓練多以急救護

理、服務規章、醫院考勤規範等訓練項目為主（林豔君、陳月枝、

李麗淑，1998），醫院應加強辦理與護理人員自身健康相關教育訓

練課程。 

而一項針對34篇研究所做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結果發

現繼續教育對護理業務確實有其正向的影響（Waddell, 1992）；近

年來也陸續有一些研究呈現在職教育對護理人員知識及技能均有正

面影響（邱淑芬、莊琴英、陳瓊香、楊馥美、毛錦玉、湯靜怡，

1996；李麗傳、湯惠娟、白璐、盧美秀、唐義慶，2000；楊美紅等

人，2000；張媚等人，2001），因此繼續教育的確是能提升護理人

員專業知識及技能之可行方法之ㄧ。 

護理人員是臨床上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假使缺乏感染控制的知

識將會造成感染防治上的漏洞（Colin, C., 2003）。所以，Affonso, 

Andrews and Jeffs（2004）指出，健康照護人員應持續接受有關預防

及感染控制的教育。如此，護理人員在照顧傳染病患時，才能具備

足夠的知識且採取合適的護理措施，避免病人感染及降低自身被感

染的機會。 

然而，一般的教育訓練均以傳統的教學方式，即講授方式為

主；且受限於科技的發展及成本經費的考量，傳統上所使用的介入

媒介一直以平面媒體為健康資訊傳播的主流，如文件形式的單張、

小冊、海報、書籍、報紙。雖然投擲大量時間精力，但往往常造成

護理行政主管或基層護理人員均抱怨連連。其主要原因多為，護理

臨床工作變化很多、壓力很大，護理人力嚴重緊縮，造成每位護理

人員的工作負荷不斷增加及繁忙，又需輪值三班，而傳統教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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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定點進行，反而影響護理行政主管及基層護理人員的動機，往

往無法全程參與，進而影響其學習效果。如楊淑琴、楊淑玲、王蓉

敏、劉碧方（2004）的研究就發現護理人員參加在職教育課程時的

出席率偏低，僅有50％，且對在職教育的滿意度不佳。 

所謂的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是指對現職的護理人員加以技能

訓練或繼續教育，通常其最終的目的在於維持護理人員一定的護理

能力，以滿足病人的需求，然而往往忽略了護理人員沒有自我再教

育，除了造成其服務的品質下降外，也可能因為錯誤的觀念、知識

及退化的技能而面臨職業健康危害的威脅。因此，若能檢討、分析

護理人員所發生的職業健康危害的統計資料，以歸納出這些職業危

害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發展不受時空限制的網際網路教育介入模

式來對護理人員實施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的教育，以改變護理人員不

安全的工作行為及習慣，不但能減少醫院中職業健康危害的狀況，

甚至可以減輕臨床工作的壓力、提升護理人員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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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護理人員職業危害的影響因素護理人員職業危害的影響因素護理人員職業危害的影響因素護理人員職業危害的影響因素 

近幾年來，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問題害

之議題，但國內外僅有少數學者針對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問題之議題

進行教育介入研究。 

由於不同的人格特性且在不同的主客觀環境下也會產生差異，

以下是將其分為「社會人口學變項」、「個人主觀因素」及「環境

層面因素」來討論之。 

一一一一、、、、社會人口學變項社會人口學變項社會人口學變項社會人口學變項 

（一）年齡：林麗英、余幸澄、楊美蓉、王富瑩（1988）研究報告

指出年齡與護理能力有關，但並未區分各年齡層之能力，而

白玉珠（1998）的研究結果發現，在照顧、教學、溝通及管

理能力方面，不同年齡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31-35歲顯著高

於25歲以下之護理人員；而在自我與專業成長及整體護理能

力方面，年齡31-35歲顯著高於25歲以下及36歲以上之護理人

員。 

（二）婚姻狀況：白玉珠（1998）的研究結果發現，在照顧、教

學、溝通、管理、自我與專業成長及整體護理能力方面，在

未婚及已婚組均有顯著差異，已婚組顯著高於未婚組。 

（三）教育程度：林麗英等人（1988）研究報告亦指出大學畢業護

理技能、溝通技巧與行政能力較強，其次為高職畢業護士，

專科畢業護士第三；大部分的高職及專科畢業之護理人員，

執行護理技術能力較強，但行政能力較差。 

（四）服務年資：Kreider及Barry（1993）研究結果發現服務年資與

護理能力有關，服務年資越高，護理能力越強，但高過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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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反而較6-10年低，這可能意味服務時間越久，且欠缺晉

升機會時，會較無意願去學習，因而護理能力並未隨年資而

有所增進。 

（五）職稱：白玉珠（1998）與發現，在照顧、教學、溝通、管

理、自我與專業成長及整體護理能力方面，護理師顯著高於

護士及約僱護士，顯示護理能力與職稱有關，與林麗英

（1988）所作研究結果相同。 

（六）工作部門：林永崇等人（2000）的研究指出最常發生針扎的

地點為一般病房最高，而其他高針扎發生地點尚包括：手術

室、加護病房治療室與急診室。陳美滿（1996）指出在急

診、精神科病房等單位，護理人員常是病患暴力行為的受害

者。馮兆康（1998）的研究，發現在重症病房（開刀房、加

護病房、急診）服務之護理人員在各項疲勞程度上均比門診

及其他科之護理人員顯著。董貞吟（2004）的研究，發現護

理人員下背痛情形因服務病房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七）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邱秋美、林麗滿、黃珊（2001）發現

護理人員是否有被血液、體液濺到眼睛的職業傷害經驗，對

其職業危害認知有顯著性差異。 

（八）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董貞吟（2004）的研究，發現頻繁使

用背部肌肉之工作性質（如搬運病人、器材等），會因此而

增加發生「下背痛」的機會。李琳琳等人（1997）指出幫病

人抽血打針的機會多，針扎的次數也增高。 

二二二二、、、、個人主觀因素個人主觀因素個人主觀因素個人主觀因素 

         邱淑芬等人（1996）指出有計畫的在職教育課程對護理人員專

業知識、技能與態度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下分別針對個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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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覺知」、「認知」、「態度」、「自效能能」及「社支

持」作個別探討。 

（一）覺知 

         邱秋美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發現，手術室護理人員對職業

健康危害擔心程度介於「非常擔心」與「有點擔心」之間。而以護

理人員對於尖銳物品扎傷及被血液碰觸，可能會感染到傳染病擔心

程度最高，搬運重物造成下背痛擔心程度其次，以接觸雷射光時有

戴護目鏡及使用X光輻射線時有做防護措施擔心程度最低。蘇燦

煮、陳月枝（2000）的研究也發現資深的護理人員，其養成教育與

在職教育中，早期均未重視自身的安全防護，而視工作傷害是此高

危險工作環境中無法避免的。因此教育介入時，應將一些下意識的

技術操作強調為意識狀態，提高危險意識以避免傷害的發生（引自

蘇燦煮、陳月枝，2000）。 

（二）認知 

         以行為改變來說，在行為欲發生改變之前，人們必須先認知他

們的危險因子，即這樣的行為或情況會使人處於危險環境中，另

外，還需瞭解這些危險因子可如何去改變。假若沒有這樣的認知，

則人們很難去接受改變(Maibach & Cotton, 1995) （引自廖梨伶，

2001）。莊昭華、鄭靜瑜（2002）以南部某技術學院的學生為對

象，發現對職業災害的認知略顯不足，皆為日常較常被討論的話

題，如針扎、感染性疾病等，少部分認知是和單位有關如肌肉拉

傷、暴力事件等。對於日常工作較不明顯的傷害較為忽略，如消毒

器械的消毒劑殘留問題。Davis-Beattie、Wit（1996）研究顯示醫療

人員對於感控政策之順從性不高，主要是缺乏相關知識、動機及對

感控知覺較低的緣故。林麗英、張碧華（2003）的研究發現護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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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接受系統性化學治療課程後，瞭解相關知識，使得心中在執行

化學治療時之疑慮獲得解決，如害怕受到化學治療藥物的傷害、化

學治療產生的副作用太大、化學治療效果差、沒有成就感等問題。 

（三）態度 

         從個人對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的助力及阻力因素的評價

方面來看，王桂芸（1999）對護理繼續教育做文獻整理發現，激發

因素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方面為實質性因素，包括獲得專業知識、

提升專業品質滿足醫院主管之期望、提升專業品質及獲得證書。另

一方面為心理因素，包括與他人互動、增加個人的滿足感及信心享

受學習樂趣、個人之好奇心、求知慾望及避免無聊感；阻礙因素包

括人力問題、工作時間與課程時間無法配合、工作忙碌課程內容與

需求不符合、家庭責任或醫院主管不鼓勵。 

        董貞吟（2004）針對台北市立醫院人員下背痛現況與教育需求

之調查研究，結果發現預防下背痛的障礙因素為「工作負荷大，沒

時間注意」、「工作時容易緊張，忽略工作姿勢」、「擔心會影響

護理工作的效率」及「醫院硬體設備不佳」。 

        另外，國內許多研究皆指出，臨床護理人員對傳染病的態度偏

負向（阮慧沁、潘靜雲、陳九五，1994；蘇逸玲等人，1992；羅筱

芬，1997），但根據Howell, Nelson-Marten, Krebs, Kaszyk and Wold

（1998）之研究發現護理人員於訓練前、後之態度分數有顯著的差

異；另外，林麗英等人（1998）之研究亦發現，曾參加化學治療研

習會之護理人員其總態度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未參加者。 

（四）自我效能 

         Howell等人（1998）之研究也發現受過訓練之護理人員其對新

知識與技能之信心亦很高。Bandura（1977）指出自我效能已成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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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變的重要決定因素，提高自我效能不但可引發行為改變，且自

我效能高的人易克服困難而維持，因此鼓勵在發展行為改變的教育

介入時，應將考慮如何增進自我效能。。 

（五）社會支持 

         Chan（2003）指出，在SARS流行期間，香港許多醫護人員暫

時離開家庭，深怕家人被感染。Mc Cann（1997）表示家庭及同事

的支持，是醫護人員持續照顧病人的重要因素（引自諶世芳，

2004）。Deborah（1996）認為醫院管理者及同事之間的相互扶持和

病患對護士的肯定是護理人員從事照顧病人的促進因子（引自諶世

芳，2004）。傳統的社會支持指的是人際支持，然而新興媒體的電

腦網路，其所建構的世界也是提供一種社會支持，使用網路不但可

在線上跟同事間維持既有的強聯繫，同時也可以增加個人網絡中聯

繫的數量和多樣性(Wellman et al., 1996；Sterling and Bruce, 1994)。 

（六）行為 

        許多研究均發現護理人員曾有被針頭扎過的經驗，但只有一半

的護理人員會利用單手操作或直接丟棄、銷毀針頭來保護自己避免

受到針頭的扎傷，但仍有三分之ㄧ的人仍使用傳統的雙手回套方

式，亦有三分之ㄧ的人並未使用任何方法來避免傷害（莊昭華，

2002）。邱秋美（2001）發現護理人員所採取的防護措施行為介於

「經常」與「偶爾」之間；在裝卸刀片使用針器及接觸病患血液、

體液及接觸雷射機時戴上護目鏡防護措施行為最差；但在接觸化學

製劑、使用手術縫針及X光輻射線等三項防護措施行為最好。 

三三三三、、、、環境層面因素環境層面因素環境層面因素環境層面因素 

（一）防護具的提供：張靜文（1997）的研究發現，醫院在口罩、

手套等的提供皆可達90％以上；防護衣的提供亦可達7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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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護目鏡、防噴濺之護具或排氣櫃的提供率卻僅達認為

需要者的三分之一左右，似有不足。另外，防護具本身的設

計亦可能影響其使用率，原因多為不舒適及妨礙工作有關。 

（二）支持性環境：在一般的工作場所，一個符合人因學要求的設

計是很重要的，如果工作檯、工具，甚至於工作流程設計不

良，沒有考慮工作者的體型或生理極限時，則易造成許多職

業性肌肉骨骼的疾病（丁如真，2001）。許多研究均發現護

理人員對醫療環境層面最不滿意，六至七成的護理人員認為

目前的環境不符合安全性（李琳琳等人，1997；倪麗娟，

1998；董貞吟等人，2004）。 

（三）教育訓練：目前的教育訓練方面，以針扎預防課程的提供比

率最高，而肌肉骨骼傷害、輻射防護方面、心理社會方面的

訓練課程較少。林麗英等人（1998）的研究指出84％護理人

員認為醫院在職教育中化學治療課程不能滿足臨床需要。 

醫院中的職業健康危害大都由不安全的行為及不安全的環境所

造成的，其中不安全的行為有賴於教育訓練來改變。行為改變是不

容易的，知識、態度、技術的共同改變，有助於新行為的塑造。結

合以上幾個與職業危害相關的變項，在發展設計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課程或教材時，需考慮如何增強護理人員對於預防職業危害的覺

知、加強其對於職業危害的認知、改變其態度及提供其環境支持

等，且提高自我效能、社會支持，讓護理人員參加教育訓練以學習

如何執行安全的防護措施及引導正確的防護態度與行為，使教育介

入能產生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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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節三節三節三節  教育介入策略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教育介入策略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教育介入策略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教育介入策略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 

Rhodes, Fishbein ＆ Reis（1997）認為以電腦媒體作為健康促進

計畫的介入策略時，可以結合與健康行為科學相關的理論。本研究

依研究目的，參考與健康行為科學相關的理論，主要應用的理論如

下： 

一一一一、、、、    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於1950 年代被提出，後來

經由Hochbaum, Kegeles, Rosenstock, Becker 等社會心理學家經過長

期的研究修正後發展出來的（Rosenstock, 1974），其模式如下圖： 

 

 

 

 

 

 

 

 

 

 

 

圖圖圖圖2-3.1 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健康信念模式（（（（Becker et al.,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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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利益 

行動障礙 

採取預防性

健康行為 

行動線索 

• 內在線索 

• 外在線索 

<<個人認知>> <<修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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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 等人認為：影響健康行為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四項，分

別為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自覺行動利益（Perceived Benefits of Action）、自覺行

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 of Action）， 

1. 自覺罹患性（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 指個人主觀地評估

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性。 

2. 自覺嚴重性（ Perceived Severity）： 指個人對罹患某種疾病

後的結果是否認為嚴重。 

3. 自覺行動利益性（Perceived Benefits of Action）：指個人主觀

地評估採取某種健康行為，能不能預防某種疾病的信念。 

4.自覺行動障礙（Perceived Barriers of Action）：指個人欲採取

行動時，主觀地評估此行動的困難程度。 

另外，除了上述四個因素之外，仍需要引發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指促成採取行動的刺激。可分為外部線索如大眾傳播、

家人親友的疾病經驗或提醒、醫護人員的忠告；內部線索如個人身

體狀況。而人口學變項、社會心理變項及結構變項等因為對個人的

態度和自覺有直接的作用，是透過健康信念間接影響健康行為。 

此模式認為當個人自覺有相當的罹患性及嚴重性，且評估採取

行動的利益大於行動障礙，且又有行動線索的情形下，較會採取健

康行為（呂昌明，1994）。其目的在探討個人採取預防性健康行為

的相關因素，假設個人行為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1.個人對特定

結果所賦予的價值；2.個人對某一行動能否達到該結果之可能性評

估。應用在健康行為，這兩個因素可解釋為：1.避免患病或由病中

復原；2.對某一健康行為能否預防或避免疾病的信念，及對疾病威

脅性以及個人的行為能否降低疾病威脅的評估。Janz 和Beck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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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1974 至1984 年間使用健康信念模式進行調查研究，摘要這些研

究結果，支持健康信念能有效預測行為（引自丁如真，2002）。在

此回顧中也指出： 

1. 障礙性認知在所有研究中是最有預測力的變項。 

2. 罹患性認知在預防性健康行為比在疾病角色行為重要。 

3. 有效性認知則在疾病角色行為比在預防性行為健康行為重

要。 

4. 嚴重性認知是比較弱的預測指標，但與病人角色行為則有強

的相關。 

綜合來說，一個人是否會採取一個與健康相關的行動取決於他

準備行動的心理狀態（ 包括自覺罹患性及自覺嚴重性），以及衡量

採取行動所得的利益及障礙來決定（Becker, 1974）。因此應用健康

信念模式來發展護理人員職業健康危害預防教育介入計劃，可藉由

網頁的衛生教育介入內容提供健康訊息，經由恐懼喚醒的策略，來

提高其自覺罹患性與自覺嚴重性，引起護理人員對醫院中職業健康

危害之「自覺威脅性」，同時澄清行動利益，引導其客觀的思考

後，覺得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的行為是有價值的、或是期待此事

之後果，並教導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護理技巧以減少行動障礙，

且提供其行動線索，透過有系統的衛生教育介入使護理人員改變自

身不健康的行為，達到教育介入的成效。 

二二二二、、、、    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The Readiness Scale for Behavior) 

   Girdiano & Dusek（1988）的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將行為的改變

區分為五個階段：知識（Knowledge）、價值（Valuing）、感受

（Feeling）、技能（Skill）、行為（Behavior）等；並再細分為十個

步驟：由最基礎的認識概論至接受此行為成為生活型態，如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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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展職業危害預防教育網頁時，將參考此量表所歸納出的行

為改變階段進程，循序漸進地來進行設計，讓護理人員接受到網路

職業健康危害衛生教育的知識介入之後，透過價值澄清的策略，使

護理人員去思考、分析，以作價值判斷，去感受這些健康行為的利

益，由於尊重其自由的選擇權，護理人員可以選擇如何改變自己的

行為，而非以強迫的方式。另外，透過不同的教育策略使護理人員

能達到行為的改變。 

 

 

 

 

 

 

 

 

 

 

 

 

 

圖圖圖圖2-3.2  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行為改變準備度量表(The Readiness Scale fo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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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溝通說服理論溝通說服理論溝通說服理論溝通說服理論 

McGuire (1985,1989)的說服溝通理論主要在說明如何藉由大眾

媒體溝通，而達到說服、態度改變的目的，即是說服成功的結果。

而決定人經由媒體溝通而被說服的四個階段：1.訊息要能引起受眾

的注意。2.內容要易於理解、記憶。3.內容要為受眾所接受。4.訊息

易被受眾保持、應用。其中影響說服溝通的溝通結構因素

（communication sturctural factors），有五項因素，包括1.來源因素

（source）：對訊息來源（如：衛教人員、教師等）的態度。2.訊息

因素（message）：只要傳播的訊息之內容、型態、結構及風格等，

應選擇閱聽人感興趣的並易接受的。3.管道因素（channel）：所使

用媒體的形式、運用媒體的方式、使用的頻率及媒體播放的時段

等。4.接收者（receiver）：受眾之年齡、性別等人口學變項，社經

地位、人格特質、行為現況、媒體使用習慣及預備接受改變的心理

準備因素等。5.輸出目的（destination）：所倡導的訊息或目標行為

具有簡易、明確、能快速學習的特性，且達到提高覺醒、增加知

識、改變態度及行為的效果。 

此外，林東泰（2002）亦針對說服溝通理論提出下列五項影響

媒體傳播之因素： 

（一）訊息來源（傳播者）的可信度：傳播是否能夠達到說服的目

的，第一關就掌握在傳播者的手中。而可信度是指閱聽人在

心理上對於傳播者的信賴程度（trustworthiness）及對傳播者

的才幹能力或專業程度的認知，如同儕團體中的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說服群眾的力量大，而達得較佳的傳播效

果。故我們在設計職業危害預防教育網站時，我們所選擇的

角色模範類型應符合上述所說的「一個好的傳播者」應有的

特質，以期讓職業危害預防的訊息達到最有效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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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結構：若閱聽人起初並不甚同意傳播者所表示的訊息立

場（一開始我們並不能確定每個人都同意職業危害預防的概

念與行動）、教育程度高的閱聽人，使用正、反面的訊息皆

呈現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其說服效果較佳。 

（三）訴求策略：訊息訴求的策略運用種類很多，其中有「恐懼訴

求」（當傳播主題與閱聽人有切身相關時，那麼強烈的恐懼

訴求是有效的）；而衛生教育如要採取恐懼訴求時，要注意

下列三項：1.訊息中不要要求立即採取行動。2.應在訊息中增

加「建議行動利益」及「接受訊息者之自我能力可以完成此

行為」。3.Ginter（1984）主張使用「關心他」、「為自己健

康負責」、「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上」等正面幸福的感性訴

求）、「獎賞訴求」（運用外在增強作用藉以達到勸服閱聽

者的效果）、「感性訴求」（當閱聽人的思維與態度不合邏

輯時，則採用此以情感為取向說服方式，以營造某種特定形

象或氣氛，藉以挑動閱聽人的情緒，進而接納其訊息）、

「理性訴求」（採實事求是的說理說服過程，讓閱聽人理性

的思考後再做決定）及「權威訴求」（訴諸傳播者的權威及

聲望來影響或呼籲閱聽人的支持與接受）等。 

（四）說服者與被說服者的同質程度：說服者與被說服者的同質性

越高，傳播的效果越好。 

（五）傳播管道：要達到告知的目的，以大眾傳播方式較佳；若要

達到認知、態度、行為上的改變，則以人際傳播較為有效；

若二者並用，效果更佳。 

綜上所述，在未來設計職業危害預防教育網站時，可結合溝通

說服理論的的策略，透過可雙向互動的傳送管道，結合理論中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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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媒體傳播之因素並加以應用，如可塑造與被說服者同質性高，

且具說服力的角色模範，使用正反面皆呈現的方式，並搭配使用不

同的訴求策略，包括恐懼、感性、獎賞、理性訴求等，如此可以使

護理人員在一個固定的期間內，很快的接受到這樣的訊息，說服他

們採取進一步地行動，即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進而使網站

更具訊息傳播與教育說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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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上之應用與相關研究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上之應用與相關研究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上之應用與相關研究網際網路在衛生教育上之應用與相關研究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網路已成為非常普遍的資源站，並為人

與人之間的溝通管道。自網際網路風行以來，為健康資訊的傳播帶

來革命性的影響，電子媒體使用的成本下降，而網際網路普及率正

以等比級數成長，增加了電子媒體使用的方便性(曾立邦，1997)。

網際網路應用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在資訊的傳播上具有無遠

弗屆的穿透性，因應用範圍日廣，而備受大家重視，特別是教育上

的應用，且可普及於一般大眾，是推行健康促進可行之道，網際網

路對健康促進的助益，有許多是傳統媒體所不及的。 

在過去，國內外已有相當多運用網站進行教學的相關研究。

Lieberman A. D.（1997）結合衛生教育專家、多媒體教育設計專

家、美工人員、軟體工程師、醫學中心的醫藥專家，組成研究團

隊，發展出「健康英雄」的影音遊戲（health hero video game），主

題分別為拒菸、糖尿病及氣喘自我管理等，並設計成以任務導向的

冒險遊戲，讓玩家觀察並扮演遊戲中健康英雄的角色，在特殊情境

中進行疾病自我管理及拒菸的技巧訓練，並使其練習做決定，再呈

現所做決定導致的後果（如：玩家決定不讓健康英雄進行氣喘自我

照護，則會發病死亡，同時遊戲結束；相反地，若玩家採取正確的

自我照護技巧，則可以進行冒險任務，獲得最終勝利）。Rober, 

Kristine, Stanly, Lisa and Cynthia（2000）為員工發展一個互動的、以

電腦為基礎的預防酒精濫用的早期介入治療計畫「ESAP」，網頁提

供個人化的回饋建議、小型討論、飲酒日誌、其他線上資源的連結

及參與者間直接互動溝通討論，使員工能經由網路去自我評量其壓

力程度、因應型態和酒精相關問題的危險性。 

國內廖梨伶（2001）曾以國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結

合學校的電腦課程，以解說後自由上網的方式，進行網路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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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結果發現在課室環境中結合理論的網際網路戒菸教育介入

計畫，不論是在戒菸之認知、態度、自我效能、社會支持上都能有

所提升；而在戒菸行為上，雖然未能具顯著效果，但仍有進步的趨

勢，且學生對此網頁也都給予正面的評價。 

李佳容（2001）以國小五、六年級全體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

網際網路促進其綠色消費行為之介入研究，結果發現結合社區網站

且提供互動式的網路遊戲與網頁選單的網頁介入計畫，除了在綠色

消費態度上的效果較不明顯外，其他變項如綠色消費覺察度、知

識、自我效能及行為等方面介入效果顯著，並有五成以上的學生認

同介入網頁的影響效果。 

黃齡儀（2002）針對國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使用互

動式策略的愛滋病預防教育網頁，對於青少年的愛滋病知識、態

度、自我效能、行為意向上，均能有所提升，並能達到顯著差異，

且整體而言至少有九成的人表示喜歡此網頁，近八成的學生認為可

以幫助他更了解愛滋病預防的知識、建立更積極的愛滋病預防態度

及使其更有信心去採行愛滋病的預防行為，且有高達八成以上的學

生認為它會遵照網頁所教導的內容，並在未來的生活中實踐。 

上述文獻皆已證實網際網路應用教學的確可以對增加學習興

趣、提升學習成效；但可發現利用網際網路於職場健康促進的研究

仍非常少見。國內過去僅有若干零星運用網路於職場健康促進之研

究，如董貞吟、李佶明、王珊文、劉珮吟、張家儒（2004）曾以某

醫學中心為例，進行工作人員職場網際網路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介

入，結果顯示有77％的研究對象認為此網頁能讓自己了解醫院職業

安全衛生的重要性；有52％的研究對象認為此網頁的設計能提供在

醫院工作該注意的事故預防及應變處理的概念；有39％的研究對象

認為此網頁能建立他們更積極的工作安全態度及安全意識；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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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對象認為會依照網頁所提供的內容及資訊，去改變自己的工

作習慣。另外，林淑琴等人（2004）應用網路教學提昇病房在職教

育方案之研究，建立在職教育課程資料於病房網路，便利臨床護理

人員立即獲得臨床工作所需的知識與技能教導，結果發現護理人員

對於整體教學的滿意程度在五分量表上，由2.67分提高到3.42分，且

臨床神經護理學知識的運用至76.1％，顯示運用網路教學於護理教

育其可行性高。 

Horton（2000）將網路教育訓練定義為，經由有意義、有目的

的使用網路科技來教育人們。作為「媒體中的媒體」的網際網路所

具備的無遠弗屆、任何時地及個別化、開放性、超連結與超媒體、

虛擬實境等性質，而可以有超媒體學習、學習者中心、學習如何學

習、個別化學習、全球化學習等應用層面，正適合作為成人教育實

施之媒介（楊洲松，2000），如此可由學習者依自己的需求選擇內

容、速度，透過多元媒體的輔助來學習，不僅突破正規化教育與學

習的拘束，也能超越時空的限制（楊國德，2000）。 

根據葉慶玲於2000年以護理人員為對象，調查其資訊尋求行

為，結果發現只有38.4％的護理人員未曾使用過網際網路；而在有

使用網路經驗的護理人員中，有六成（60.0％）會從家裡上網，有

54.1％會從護理站上網。 

護理人員進修教育最需要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課程發展與管理的

模式（林紀慧，1999），但往往醫院所提供的教育訓練課程難度不

適或不符現實需要，而造成時間上的浪費。目前國內運用網際網路

於護理人員教學之相關研究，僅有林淑琴等人（2004）應用網路教

學在臨床護理在職教育，結果顯示運用網路教學於護理教育其可行

性高，可提供臨床護理人員所需之神經護理學專業知識與技能，以

促進護理人員專業的進步，並提升護理人員對在職教育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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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已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學習模式，它不但可以打破

時空學習的限制，使學習沒有地域、國界，是非常適合臨床護理人

員使用的學習模式，藉由擴充最新的知識與技巧，進而增進工作的

效率。但文獻顯示，醫療界是使用遠距教學最貧乏的專業；另外，

在職教育對臨床護理人員的專業能力提升具有意義，因此若能設計

架構符合護理人員需求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讓護理人員

在醫院或家中上線使用，將是一套相當有效、迅速、全面地預防職

業危害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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