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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針對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架構、研究工具、研究步

驟及資料分析處理等六部分予以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設計是根據「實驗組控制組前測後測設計」

（The Pretest-Post 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的架構。立意取樣兩間

醫院全體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實驗組護理人員接受「預防職業危

害網頁教育介入計劃」，而控制組則不接受此介入計劃。前測在介

入前一週施測，介入時間為期一個半月，後測則於完成介入後的一

週進行施測。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如下圖： 

X：預防職業危害網頁教育介入 

Y1：實驗組前測                                   Y2：實驗組後測   

Y3：對照組前測                                    Y4：對照組後測 

 

圖圖圖圖4-1.1  實驗設計圖實驗設計圖實驗設計圖實驗設計圖 

 前測 介入 後測 

實驗組 Y1 X Y2 

控制組 Y3  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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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礙於人力、物力與行政上配合之限制，本研究立意取樣台北市

兩間醫院全體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為避免同間醫院護理人員彼此

干擾，採隨機分派的方式，一間醫院為實驗組，另一間醫院為控制

組。 

此兩間醫院的選擇條件如下： 

1. 醫院行政、護理部門有推展健康促進醫院的意願。 

2. 兩所醫院之地理位置相近，醫院層級相同。 

3. 兩所醫院均有電腦網路設備。 

4. 兩所醫院過去均未對在職的護理人員透過網際網路實施

預防職業危害相關教育活動。 

        依據兩所醫院護理部門的架構，從急診部、門診部、手術室、

中央供應室、加護中心、內外科病房、婦產科病房、產房、兒科病

房、呼吸照護中心、傳染科病房、寧靜病房、精神科病房等單位，

抽樣四～六個單位，再根據各單位護理人員之比例，其中實驗組共

150人，對照組共 170人，共計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3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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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乃根據研究目的，並參考與健康行為科學相關的理

論，如健康信念模式、行為改變階段理論、溝通說服理論、社會認

知理論等發展而成。 

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圖圖圖4-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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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 年齡 

• 婚姻狀況 

• 教育程度 

• 工作部門 

• 工作年資 

• 接觸頻率 

• 危害經驗 

健康信念 

• 職業健康危害覺知 

• 職業健康危害認知 

• 職業健康危害態度 

• 預防職業危害自我效能 

社會支持 

• 預防職業危害社會支持 

健康行為 

• 個人採取預防職業健康之

行為 

職場健康危害預防 

• 增加職業健康危害覺知 

• 提高職業健康危害認知 

• 增加職業健康行為態度 

• 提高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自我

效能 

• 增加預防職業危害社會支持 

• 增加個人採取預防職業危害

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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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形成性評量、過程評量及成效評量三部分。分

別詳述於下： 

一、形成性評量 

        爲了解合適的介入內容，擬於前測時設計問卷，以問卷調查法

了解護理人員對於職業危害的看法，並參考董貞吟（2005）研究之

網際網路需求評估的結果，同時輔以收集職業危害教育相關文獻，

以作為製作網頁、規劃實施階段、目標及發展介入策略及教材之參

考。 

待計畫與網頁初步設計完成後，設計媒體訊息測試問卷(附錄

二)，抽取數十位護理人員進行媒體測試，內容包括兩部份，第一部

份為網頁的整體成效評價，第二部份為網頁的媒體型式與教育意涵

評價，針對護理人員所反應的意見加以修改網頁，期使網頁能夠更

廣泛的推行。 

二、過程評量 

針對「網頁教學內容」以媒體過程評量問卷(附錄三)收集護理

人員過程評量資料，將於後測時一起實施，觀察內容包括護理人員

瀏覽網頁情形、對此介入計劃之滿意度及媒體使用習慣。 

三、成效評量 

「網頁教學內容」則以結構式問卷作為收集成效評量的量性資

料，利用前測及後測問卷，其內容主要針對預防職業危害之健康信

念變項、健康行為變項、及背景因素變項加以分析。本研究之結構

式問卷採用國內董貞吟等人(2004) 運用網際網路於護理人員職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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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之研究中所編制之問卷，問卷內容包括：1.預防職業健康危

害之知識；2.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覺知；3.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

利益；4.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障礙；5.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

6.接觸健康危害之頻率；7.發生健康危害之經驗等七個部分。信度除

了「實際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之Cronbach  Alpha係數為0.70之外，

其他量表之值皆在0.87以上，具有高程度以上的內在一致性。另

外，再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及參考相關文獻後，增加8.預防職

業健康危害之態度；9.自我效能；10.社會支持等三個變項，

Cronbach  Alpha係數分別為0.79、0.68、0.83（見表4-4.1）。另外，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部份各題之鑑別指數在0.19~0.67，而難度

在0.35~0.91(見表4-4.2)，經由編擬初稿、內容校度處理、預試、信

度分析等過程，最後完成正式問卷（附錄四）。問卷內容包括十個

部分，詳敘如下： 

• 第一部份：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共十題。記分方式為沒有、

很少、有時候、經常、總是分別由1至5給分，而完全

無接觸的選項則設為遺漏值，不列入計算。 

• 第二部份：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自我效能，共六題。記分方式由

非常沒把握至非常有把握，由1至5給分。 

• 第三部份：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利益，共九題。記分方式由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由1至5給分。 

• 第四部份：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障礙，共九題。記分方式由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由1至5給分。 

• 第五部分：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知識，共十題就分方式為答對者

給1分，答錯者或勾選不確定者給0分，其中1、2、

4、5、7、8、9、10題為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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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份：接觸職業健康危害之頻率，共十五題。回答從來沒有

者為1、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者為2、約半年一次為

3、約二、三個月一次為4、約一個月一次為5、約一

星期一次為6、幾乎每天都會為7。 

• 第七部份：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共六題。記分方式為

答有者給1分，答沒有者給0分。 

• 第八部分：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共七題。記分方式由非常

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由1至5給分。 

• 第九部分：分成左右兩部分，左半部為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覺

知，可再細分為五類危害，共有33題。記分方式為

0~20％的機會至80~100％的機會依序以1至5給分；右

半部為發生健康危害之經驗，回答有者為1，無者為

0。 

• 第十部分：基本資料（社會人口學變項），實驗組共16題，包括

性別、帳號(作為網登錄時所用的會員帳號)、生日

（作為網站登錄時之會員帳號密碼）、年齡、e-mail

（方便研究者連絡研究對象用）、婚姻狀況、教育程

度、是否兼職行政工作、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現

職年資、服務單位、主要值班型態、每週工時、平均

月休天數、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人數、每天工作

量；而對照組則不問帳號、生日及e-mail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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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4.1  研究工具之信度考驗研究工具之信度考驗研究工具之信度考驗研究工具之信度考驗 

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變項名稱 Cronbach α 

背景因素變項背景因素變項背景因素變項背景因素變項  

(1) 實際發生健康危害或傷害的經驗 0.90 

• 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0.81 

• 化學性危害 0.79 

• 物理性危害 0.83 

• 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 0.73 

• 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 0.76 

(2) 實際接觸職業危害的頻率 0.70 

健康信念變項健康信念變項健康信念變項健康信念變項  

(1) 職業危害覺知 0.97 

• 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0.95 

• 化學性危害 0.90 

• 物理性危害 0.98 

• 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 0.95 

• 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 0.95 

(2) 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利益 0.95 

(3) 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障礙 0.88 

(4)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 0.79 

(5)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自我效能 0.68 

(6)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 0.83 

健康行為健康行為健康行為健康行為變項變項變項變項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 0.88 

表表表表4-4.2 職業健康危害知識題目之鑑別指數與難度職業健康危害知識題目之鑑別指數與難度職業健康危害知識題目之鑑別指數與難度職業健康危害知識題目之鑑別指數與難度 

題目 低分組答對率(％) 高分組答對率(％)  鑑別指數 難度 

1.  7.1 62.7 0.556 0.349 

2.  54.3 89.6 0.353 0.719 

3.  76.1 89.3 0.132 0.827 

4.  22.9 80.0 0.577 0.518 

5.  62.9 100 0.371 0.815 

6.  65.7 96.4 0.307 0.811 

7.  45.7 97.0 0.513 0.714 

8.  20.0 86.6 0.666 0.533 

9.  78.6 98.5 0.199 0.886 

10.  81.4 100 0.186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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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一、網際網路職業危害教育介入計畫之內容設計 

        本研究介入計畫之內容設計於94年2月底完成。 

（一）本介入計畫經參考相關文獻及網站設計等資料後，在指導老

師的指導下完成網路初稿的製作。 

（二）初稿完成後，進行相關專家審查（附錄五），針對初稿圖文

資料提供意見，並審查內容是否符合教育目標。 

（三）進行護理人員訪談，針對初稿進行預試評估。 

（四）根據專家意見及預試結果，進行網頁內容、圖文設計的修

訂，完成網頁定稿。 

二、行政聯繫 

 進行施測醫院的行政聯繫，先徵求施測醫院之同意後，請醫院

協助配合進行網頁介入計畫及問卷的施測。於95年3月初完成實驗組

與對照組醫院相關人員的聯繫工作。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將問卷分為前後測問卷及媒體過程評量

問卷。前後測問卷共可分為十大部分，包括預防職業危害之健康信

念變項（包括職業危害之覺知、態度、認知；自覺採取預防行為之

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等五個部份）、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變項及

背景因素變項（包括社會人口學資料、實際發生健康危害或傷害的

經驗、實際接觸職業危害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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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過程評量問卷則是針對護理人員在「職業危害預防教育網

頁」介入過程中，所做的滿意度調查。 

四、問卷前測 

本研究前測於 95年 3月底實施。經行政聯繫後，決定實驗組與

控制組，請醫院護理或勞安部門相關人員協助發下問卷，並依據問

卷施測程序說明問卷填答注意事項。問卷收回時，篩選填答不完整

的問卷，請護理長要求護理人員利用時間完成，藉以取得最完整的

資料。 

五、實驗介入 

        本研究實驗介入於 95 年 4月～5月中完成，共計一個半月。先

與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護理部門的負責督導聯繫並詢問，先確定護理

人員皆有上網之能力，且醫院的設備均可以聯結至網站。一開始只

進行海報及e-mail之宣傳，觀察兩週後，發現效果不佳；所以開始與

各部門負責的護理長先進行電話溝通，若其時間許可則由研究者親

自向護理人員介紹此網頁之功能，以助熟悉此網頁；或者改由親自

向護理長說明後，請護理長於交接班時， 向護理人員宣傳並鼓勵其

使用此網站，讓護理人員自行上網。同時，皆搭配若其上網登錄則

可向護理長索取奶茶兌換卷（附錄六）一張；另外，研究者也於介

入期間與護理長們保持電話聯繫，以了解介入是否持續進行中，且

介入情形是否良好；並不斷透過e-mail及電子卡片（附錄六）激勵實

驗組護理人員上網。 

六、問卷後測 

本研究後測於 94年 5月底完成。經由行政聯繫後，實驗組與對

照組皆請醫院護理或勞安部門相關人員協助發下問卷，並依據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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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程序說明問卷填答注意事項。問卷全數收回後，篩選出填答不

完整的問卷，藉以取得最完整的資料。 

七、資料處理 

前後測成效問卷及過程評量問卷完成後，進行資料處理，編

碼、譯碼、代碼轉換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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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資料分析處理資料分析處理資料分析處理資料分析處理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統計程式進行統計分析。依據研

究目的，本研究採用下列幾種統計方法： 

一一一一、、、、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描述性統計 

（一）次數分配及百分比（Frequency ＆Percentage）：呈現護理人

員各項基本資料及對網際網路媒體的評價等類別變項的分布

情形。 

二二二二、、、、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 

（一）卡方檢定（Chi-Squire test）：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間類別變

項資料同質性是否一致。 

（二）配對ｔ檢定（Paired t-test）：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間等距變

項資料同質性是否一致。 

（三）共變數分析（ANCOVA）：以各變項前測得分為共變數，組

別為自變項進行共變數分析，了解實驗組介入策略對職業危

害預防覺知、認知、態度、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行為等依

變項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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