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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依變項的順序，將研究結果逐一討論：包括研究

對象的背景資料之描述與比較、介入計劃對護理人員健康信念的影

響，包括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覺知、認知、態度、自我效能、介入

計劃對護理人員社會支持的影響、介入計劃對護理人員採取預防職

業健康危害行為的影響，最後則呈現護理人員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教育網頁的評價。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描述與比較之描述與比較之描述與比較之描述與比較 

本節描述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接觸頻率和危害經驗三大部

分，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服務年資、

職稱、工作部門等變項之分布情形，以探討實驗介入前實驗組與對

照組之背景資料的可比較性。 

本研究樣本總共320位（實驗組150位，對照組170位），而前測

共回收313份樣本（實驗組146人，對照組134人），回收率為97.81 

%。但在介入過程，因有部分受試護理人員離職，轉單位、請假等

而無法完成整個研究，至後測剩下268人（實驗組116人，對照組人

112人），經前後測資料比對後，扣除未看過網頁者及無效問卷，最

後有效人數為182人（實驗組96人，對照組人86人），佔56.88%（表

5-1.1）。 

表表表表5-1.1  原始樣本數及有效樣本數一覽表原始樣本數及有效樣本數一覽表原始樣本數及有效樣本數一覽表原始樣本數及有效樣本數一覽表 

 

組別 

原始 

樣本數 

回收 

問卷數 

前測 

有效樣本 

後測 

有效樣本 

配對人數 回收率 

實驗組 150 146 146 96 96 64.00% 

對照組 170 167 134 98 86 50.59% 

總計 320 313 280 194 182 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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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整體而言（表5-1.2），研究對象皆為女性；平均年齡為28.51

歲；在婚姻狀況上，以未婚為多數，佔125位 (69.1％)。在教育程度

上，以專科為多數，佔107位(59.4％)。在是否兼職行政職務工作

上，以否為多數，157位(91.8％)。平均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為

7.12年；平均從事護理工作現職年資上為4.15年。在服務單位上，以

加護病房為多數，佔73位(40.6％)。在值班型態上，以輪班為多數，

佔157位(86.7％)。平均每週工時為8.48小時。平均月休天數為8.05天

為。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人數為5.00人。在每天工作量上，平均

每天工作時數為8.48；其中，平均站立時數為3.81小時；平均坐時數

為1.94小時；平均走動時數為3.32小時。 

上述的變項，實驗組和對照組經卡方檢定或獨立樣本t考驗後，

除了從事護理工作現職年資外，發現均無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推論

對照組現職年資較短的原因可能為醫院薪資福利、任用方式、工作

量與排班問題、以及工作情境中的職業健康危害因子、醫療糾紛、

醫護關係的衝突和壓力等因素所造成。行政院衛生署（2005）新聞

稿中即指出，全國護理人員異動人數已達36,456人次，由於保險業

及空服員等多元化職場選擇性的增加，各單位平均有三成護理人員

流動，護理人員平均年資僅6-7年。 

表表表表5-1.2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比較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比較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比較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比較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項目 實驗組 

N(%)/平均值 

對照組 

N(%)/平均值 

總計 

N(%)/平均值 

X
2 

 

T 

 

年年年年齡齡齡齡 29.04歲 27.93歲 28.51歲  2.08 

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婚姻狀況    2.23  

 已婚 30 (31.6) 24 (27.9)   54 (29.8)   

未婚  63 (66.3) 62 (72.1) 125 (69.1)   

離婚   2 (  2.1)   0 (  0.0)     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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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實驗組 

N(%)/平均值 

對照組 

N(%)/平均值 

總計 

N(%)/平均值 

X
2 

 

T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0.92  

高職   1 (  1.1)   1 (  1.2)     2 (  1.1)   

專科 57 (60.0) 50 (58.8) 107 (59.4)   

大學 34 (35.8) 33 (38.8)   67 (37.2)   

研究所 3 (  3.2)   1 (  1.2)     4 (  2.2)   

是否兼職行政職務工作是否兼職行政職務工作是否兼職行政職務工作是否兼職行政職務工作    1.63  

是 5 ( 5.6) 9 (  6.7)   14 (  8.2)   

否 84 (94.4)   73 (75.3) 157 (91.8)   

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從事護理工作總計年資 7.80年 6.34年 7.12年  1.54 

現職年資現職年資現職年資現職年資 4.67年 3.57年 4.15年  9.00* 

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    4.07  

一般外科/內科病房 10 (10.4) 8 (  9.5) 18 (10.0)   

加護病房 35 (36.5) 38 (34.1) 73 (40.6)   

開刀房 40 (41.7) 25 (29.8) 65 (36.1)   

其他 

(包括產房、洗腎室) 
11 (11.5) 13 (15.5) 24 (13.4)   

職班型態職班型態職班型態職班型態    0.45  

固定白天班 10 (10.5) 11 (12.8) 21 (11.6)   

固定小夜班 2 (  2.1)   1 (  1.2)     3 (  1.7)   

固定大夜班 0 (  0.0) 0 (  0.0) 0 (  0.0)   

輪班 83 (87.4) 74 (86.0) 157 (86.7)   

每週工時每週工時每週工時每週工時 8.43小時 8.53小時 8.48小時  1.22 

月休天數月休天數月休天數月休天數 8.00天 8.10天 8.05天  0.55 

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平均每個工作天服務病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5.10人 4.80人 5.00人  
0.69 

每天工作量每天工作量每天工作量每天工作量      

    工作時數 8.43小時 8.53小時 8.48小時  0.00 

站立時數 3.84小時 3.76小時 3.81小時  0.00 

坐時數 1.82小時 2.06小時 1.94小時  1.19 

走動時數 3.42小時 3.21小時 3.32小時  2.43 

* p＜0.05 

二二二二、、、、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接觸健康危害的頻率 

由接觸職業健康危害之頻率的次數分配表（表5-1.3）中可以發

現，在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的部份，八成的護理人員表示幾乎每天

都會接觸到病人體液；超過四成的護理人員表示超過半年以上才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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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針扎一次，而近三成的人表示最近半年的時間內從來沒有針扎的

經驗；近四成的人表示超過半年以上才遭尖銳物刺傷一次；在化學

性危害的部分，三成的人表示幾乎每天都會接觸到化學物質，而也

有近三成的人表示從未有接觸化學物質的經驗；近五成的人表示幾

乎每天都會接觸到輻射源；近七成的人表示幾乎每天都會接觸到噪

音源；四成的人表示幾乎每天都會接觸到熱源；在人因工程方面的

危害中，八成以上的人表示每天站立工作的時間超過2小時；九成的

護理人員表示幾乎每天都會有重複性的動作及彎腰，且超過八成的

人表示幾乎每天都會扭轉身體，其次七成的人表示幾乎每天都要搬

動超過15kg重物或病人。在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其中有19.2％

的人約一星期一次向主管抱怨；而近五成的人表示從未與主管起爭

執、超過五成的人表示從未與病患起爭執。 

表表表表5-1.3  研究對象接觸職業研究對象接觸職業研究對象接觸職業研究對象接觸職業健康危害健康危害健康危害健康危害頻率的次數分配表頻率的次數分配表頻率的次數分配表頻率的次數分配表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病人體液病人體液病人體液病人體液   重複性動作重複性動作重複性動作重複性動作  

從來沒有 0 (  0.0)  從來沒有 1 (  0.5)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2 (  1.1)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0 (  0.0) 

約半年一次 2 (  1.1)  約半年一次 0 (  0.0) 

約二、三個月一次 6 (  3.3)  約二、三個月一次 3 (  1.6) 

約一個月一次 5 (  2.7)  約一個月一次 4 (  2.2) 

約一星期一次 17 (  9.3)  約一星期一次 8 (  4.4) 

幾乎每天都會 148 (81.3)  幾乎每天都會 165 (90.7) 

未答 2 (  1.1)  未答 1 (  0.5) 

針扎針扎針扎針扎   彎腰彎腰彎腰彎腰  

從來沒有 62 (34.1)  從來沒有 0 (  0.0)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82 (45.1)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0 (  0.0) 

約半年一次 11 (  6.0)  約半年一次 1 (  0.5) 

約二、三個月一次 8 (  4.4)  約二、三個月一次 3 (  1.6) 

約一個月一次 5 (  2.7)  約一個月一次 3 (  1.6) 

約一星期一次 2 (  1.1)  約一星期一次 14 (  7.7) 

幾乎每天都會 10 (  5.5)  幾乎每天都會 161 (88.5) 

未答 2 (  1.1)  未答 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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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尖銳物刺傷尖銳物刺傷尖銳物刺傷尖銳物刺傷   扭轉身體扭轉身體扭轉身體扭轉身體  

從來沒有 38 (20.9)  從來沒有 3 (  1.6)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68 (37.4)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3 (  1.6) 

約半年一次 15 (  8.2)  約半年一次 1 (  0.5) 

約二、三個月一次 23 (12.6)  約二、三個月一次 3 (  1.6) 

約一個月一次 15 (  8.2)  約一個月一次 6 (  3.3) 

約一星期一次 10 (  5.5)  約一星期一次 11 (  6.0) 

幾乎每天都會 13 (  7.1)  幾乎每天都會 154 (84.6) 

未答 0 (  0.0)  未答 1 (  0.5) 

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化學物質   搬動超過搬動超過搬動超過搬動超過 15kg重物或病人重物或病人重物或病人重物或病人  

從來沒有 51 (28.0)  從來沒有 6 (  3.3)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20 (11.0)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7 (  3.8) 

約半年一次 8 (  4.4)  約半年一次 4 (  2.2) 

約二、三個月一次 14 (  7.7)  約二、三個月一次 7 (  3.8) 

約一個月一次 12 (  6.6)  約一個月一次 4 (  2.2) 

約一星期一次 19 (10.4)  約一星期一次 22 (12.1) 

幾乎每天都會 56 (30.8)  幾乎每天都會 128 (70.3) 

未答 2 (  1.1)  未答 4 (  2.2) 

輻射源輻射源輻射源輻射源   對主管抱怨對主管抱怨對主管抱怨對主管抱怨  

從來沒有 19 (10.4)  從來沒有 33 (18.1)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18 (  9.9)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21 (11.5) 

約半年一次 4 (  2.2)  約半年一次 20 (11.0) 

約二、三個月一次 6 (  3.3)  約二、三個月一次 30 (16.5) 

約一個月一次 10 (  5.5)  約一個月一次 26 (14.3) 

約一星期一次 38 (20.9)  約一星期一次 35 (19.2) 

幾乎每天都會 85 (46.7)  幾乎每天都會 12 (  6.6) 

未答 2 (  1.1)  未答 5 (  2.7) 

噪音源噪音源噪音源噪音源   與主管起爭執與主管起爭執與主管起爭執與主管起爭執  

從來沒有 10 (  5.5)  從來沒有 90 (49.5)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7 (  3.8)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32 (17.6) 

約半年一次 6 (  3.3)  約半年一次 24 (13.2) 

約二、三個月一次 11 (  6.0)  約二、三個月一次 16 (  8.8) 

約一個月一次 8 (  4.4)  約一個月一次 9 (  4.9) 

約一星期一次 16 (  8.8)  約一星期一次 7 (  3.8) 

幾乎每天都會 121 (66.5)  幾乎每天都會 3 (  1.6) 

未答 3 (  1.6)  未答 1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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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熱源熱源熱源熱源   與病患起爭執與病患起爭執與病患起爭執與病患起爭執  

從來沒有 33 (18.1)  從來沒有 95 (52.2)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9 (  4.9)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45 (24.7) 

約半年一次   6 (  3.3)  約半年一次 19 (10.4) 

約二、三個月一次 12 (  6.6)  約二、三個月一次 9 (  4.9) 

約一個月一次 15 (  8.2)  約一個月一次 9 (  4.9) 

約一星期一次 25 (13.7)  約一星期一次 2 (  1.1) 

幾乎每天都會 76 (41.8)  幾乎每天都會 2 (  1.1) 

未答 6 (  3.3)  未答 1 (  0.5) 

站立工作時間超過站立工作時間超過站立工作時間超過站立工作時間超過 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從來沒有 4 (  2.2)    

超過半年以上才一次 0 (  0.0)    

約半年一次 3 (  1.6)    

約二、三個月一次 3 (  1.6)    

約一個月一次 5 (  2.7)    

約一星期一次 12 (  6.6)    

幾乎每天都會 153 (84.1)    

未答 2 (  1.1)    

三三三三、、、、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 

在發生健康危害的經驗方面（表5-1.4），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的部份，可以發現四成的護理人員表示曾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經驗，

而表示有愛滋病（1.1％）及AB菌（1.1％）的經驗最少。在化學性

危害的部份，有頭暈、噁心的經驗居多，佔42.9％，而表示呼吸道

過敏、對眼睛造成刺激、喉嚨不舒服皆達三成以上。在物理性危害

的部份，表示頭痛、噁心的人最多，佔24.7％，僅有1.1％的表示有

惡性腫瘤的經驗。在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部份，近七成的人表示有

下背痛的經驗，另外，在靜脈曲張、肌肉拉傷也超過六成，視覺疲

勞的人也超過半數，而跌倒的經驗最少，也超過三成。在心理及社

會方面的部份，也有超過七成的人表示有睡眠品質不良的情形，而

出現情緒不佳、焦慮、社交活動減少的情況者也超過六成，其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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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的人表示有醫療糾紛的經驗，有暴力傷害及性騷擾的經驗也有

17.0％。 

表表表表5-1.4  研究對象曾發生感染經驗的次數分配表研究對象曾發生感染經驗的次數分配表研究對象曾發生感染經驗的次數分配表研究對象曾發生感染經驗的次數分配表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  

傳染性肝炎 9 (  4.9)  跌倒 59 (32.4) 

愛滋病 2 (  1.1)  靜脈曲張 110 (60.4) 

黴菌感染 9 (  4.9)  下背痛 127 (69.8) 

疥瘡 17 (  9.3)  肌肉拉傷 111 (61.0) 

AB菌 2 (  1.1)  視覺疲勞 99 (54.4) 

結核病 4 (  2.2)  心理及社會心理及社會心理及社會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方面的危害方面的危害方面的危害  

上呼吸道感染 74 (40.7)  暴力傷害 31 (17.0) 

化學性危害化學性危害化學性危害化學性危害   性騷擾 31 (17.0) 

職業性皮膚炎 35 (19.2)  睡眠品質不良 133 (73.1) 

呼吸道過敏 59 (32.4)  社交活動減少 119 (65.4) 

對眼睛造成刺激 68 (37.4)  焦慮 119 (65.4) 

喉嚨不舒服 57 (31.3)  情緒不佳 120 (65.9) 

惡性腫瘤 1 (  0.5)  醫療糾紛 40 (22.0) 

頭暈、噁心 78 (42.9)    

導致神經系統傷害 8 (  4.4)    

    導致腎臟肝臟不適 11 (  6.0)    

物理性危害物理性危害物理性危害物理性危害     

 白血球數降低 12 (  6.6)    

惡性腫瘤 2 (  1.1)    

皮膚紅腫 22 (12.1)    

視覺傷害(如白內障) 6 (  3.3)    

頭痛、噁心 45 (24.7)    

燙傷 2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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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健康信念健康信念健康信念健康信念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本節探討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健康信念

的影響，包括職業健康危害覺知、認知、態度、自我效能等。 

由於本實驗研究是以單位進行抽樣，研究對象無法以隨機分配

的方式進行，故在統計分析時加以調整，以控制各單位原有的差異

程度。在分析時，以各組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量（covariate），排除受

試者前測分數的影響。 

根據統計原理，進行共變數分析之前，各變項應符合「組內迴

歸係數同質性的假設」，如果依變項能符合同質性假定，才能進一

步進行共變數分析（林清山，1986）。 

一一一一、、、、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職業健康危害覺知職業健康危害覺知職業健康危害覺知職業健康危害覺知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覺知」表現上，可分為五個次變項，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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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符合組

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F0.975(1, 160)=2.00，P＞0.05；F0.975(1, 

154)=0.00，P＞0.05；F0.975(1, 155)=1.42，P＞0.05；F0.975(1, 153)=1. 24，P＞

0.05；F0.975(1, 153)=0. 02，P＞0.05），因此可進行共變數分析。 

由表5-2.1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前測分數為共變量，

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

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

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上有差異（F0.975(1, 133)=6.50，P＜0.05）。調整後

實驗組的平均值是125.68分，而對照組是116.78分。由此可知在控制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前測分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

後測得分顯著較對照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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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從表5-2.1發現，將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分成五個次

變項來看，可以發現僅有在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的部份，結果顯示

排除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

上有差異（F0.975(1, 161)=4.08，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

26.08分，而對照組是24.36分。其餘的四個部分，結果顯示排除前測

的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上並無達

統計上顯著差異（F0.975(1,155)=2.63，P＞0.05；F0.975(1,156)=1.33，P＞

0.05； F0.975(1,154)=0.93，P＞0.05； F0.975(1,154)=0.11，P＞0.05）。表5-

2.2依序呈現各次變項調整後實驗組及對照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

的平均值，皆可發現實驗組的分數比對照組高。 

表表表表5-2.1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覺知覺知覺知覺知及各次變項及各次變項及各次變項及各次變項得分後測共變數得分後測共變數得分後測共變數得分後測共變數

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摘要表表表表(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2687.82 1 2687.82 6.50* 

誤差 54994.31 133 413.49  整體覺知 

全體 2102171.00 136   

組間 120.40 1 120.40 4.08* 

誤差 4754.78 161 29.53  
感染性及生

物性危害 
全體 111045.00 164   

組間 110.23 1 110.23 2.63 

誤差 6504.21 155 41.96  化學性危害 

全體 135816.00 158   

組間 37.71 1 37.71 1.33 

誤差 4415.35 156 28.30  物理性危害 

全體 71920.00 159   

組間 11.81 1 11.81 0.93 

誤差 1947.18 154 12.64  
人因工程方

面的危害 
全體 73113.00 157   

組間 71.79 1 71.79 0.11 

誤差 4358.91 154 28.31  
心理及社會

方面的危害 
全體 115487.00 157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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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2.2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整體覺知及各次變項整體覺知及各次變項整體覺知及各次變項整體覺知及各次變項得分後測平均值得分後測平均值得分後測平均值得分後測平均值

及調整後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124.89 125.68 
整體覺知 

對照組 117.62 116.78 

實驗組 26.02 26.08 
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 

對照組 24.42 24.36 

實驗組 28.95 29.07 
化學性危害 

對照組 27.53 27.40 

實驗組 20.80 20.69 
物理性危害 

對照組 19.61 19.72 

實驗組 21.54 21.52 
人因工程方面的危害 

對照組 20.96 20.98 

實驗組 26.89 27.08 
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 

對照組 25.93 25.73 

歸納上述結果，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整體覺知上後測得分實驗

組較對照組高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了網頁介入計劃

在提升覺知上具有果效。此與李佳容（2001）的綠色消費行為的網

頁介入計劃的研究結果相似，能透過實驗介入有效提升其對象群之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國外Rowland（2000）探討下背痛教育介入

手冊的研究即指出，除平面媒體外，互動式或視聽媒體的教學可能

對警覺度更有助益。再進一步分析五個次變項，可以發現僅有感染

性及生物性危害的部份，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覺知上後測得分實驗

組較對照組高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從後測評價的結果中可以得

知護理人員印象最深刻的單元為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可能此部分

的設計相較於其他單元較能夠提升護理人員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

覺知，包括具體說明容易發生針扎的動作、使用照片圖示如何預防

針扎，並利用影片及卡通圖將洗手步驟化，讓護理人員能簡單明暸

知道重點為何，且容易記憶。 

二二二二、、、、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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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F0.975(1, 

164)=0.07，P＞0.05）。由表5-2.3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前

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後測分數

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

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上有差異（F0.975(1,165)=9.86，P

＜0.001）。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7.62，而對照組是6.80。由此

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前測分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

康危害認知後測得分顯著較對照組高。 

表表表表5-2.3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表表表

(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28.47 1 28.47 9.86*** 

誤差 476.23 165 2.89  

全體 9400.00 168   

*** p＜0.001 

表表表表5-2.4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7.66 7.62 

對照組 6.74 6.80 

 歸納上述結果，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認知上後測得分實驗組較

對照組高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了網頁介入計劃在提

升認知上具有果效。此與李佳容（2001）的綠色消費行為的網頁介

入計劃、廖梨伶（2001）的戒菸行為的網頁介入計劃、董貞吟

（2001）以教學介入模組進行預防護理人員下背痛的研究、林麗英

（2003）利用化學治療課程改變護理人員之知識及態度之研究及國

外Plymale、Sloan、Johnson、LaFountain、Snapp、Vanderveer＆

Sloan（2001）結果相似，其皆能透過實驗介入有效提升其對象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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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可見，透過貼近工作情境的flash動畫、以圖文方式介紹危害

的知識及互動的遊戲－百萬大挑戰等，利用視覺刺激使護理人員更

容易接收訊息，因此能有效提升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認知。 

三三三三、、、、介入計畫對介入計畫對介入計畫對介入計畫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態度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此部分探討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的助力

因素、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的影響效果。 

（一）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之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的助力因素評

價的影響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167)=2.70，P＞0.05）。由表5-2.5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助力因素評價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

害助力因素評價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

除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因

素評價上有差異（F0.975(1,168)=4.58，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

值是36.97，而對照組是35.49。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

力因素評價前測分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因素評價後

測得分較對照組高。 

（二）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之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的阻力因素評

價的影響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165)=0.08，P＞0.05）。由表5-2.5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阻力因素評價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

害阻力因素評價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

除前測的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阻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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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評價上並無達統計上顯著差異（F0.975(1,166)=0.84，P＞0.05）。調整

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30.95，而對照組是30.34。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

職業健康危害阻力因素評價前測分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阻力因素評價後測得分較對照組高。 

（三）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之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態度的影響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172)=0.34，P＞0.05）。由表5-2.5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態度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態度後

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影響因素

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態度上並無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F0.975(1,173)=1.22，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28.78，

而對照組是28.13。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態度前測分數

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態度後測得分較對照組高。 

表表表表5-2.5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阻力阻力阻力阻力因素評價因素評價因素評價因素評價及態度及態度及態度及態度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93.35 1 93.35 4.58* 

誤差 3425.07 168 20.39  助力因素 

全體 229709.00 171   

組間 1.44  1 1.44 0.84 

誤差 3026.20 165 18.34  阻力因素 

全體 162641.00 169   

組間 18.46 1 18.46 1.22 

誤差 2622.95 173 15.16  態度 

全體 145686.00 176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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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2.6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評價得分評價得分評價得分評價得分

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37.04 36.97 
助力因素 

對照組 35.40 35.49 

實驗組 30.76 30.95 
阻力因素 

對照組 30.56 30.34 

實驗組 28.78 28.78 
態度 

對照組 28.13 28.13 

歸納上述結果，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因素評價上後測得分

實驗組較對照組高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了網頁介入

計劃在提升助力因素評價上具有果效。 

而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阻力因素評價及態度上，介入後，兩介

入組調節後平均值，雖高於對照組，卻無法達成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此結果說明了雖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網頁介入計劃在提升護理

人員對助力因素的評價及態度上效果不明顯，但接觸過網頁者在預

防職業健康危害助力因素的評價及態度上有提升的情形。 

上述結果與董貞吟（2005）研究結果相似，其研究中指出護理

人員認為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利益性極高，但相對而言障礙性也不

小，且可能由於缺少實質上的人際互動的部份，無法針對個人或醫

院的障礙性立即給予回饋，故效果較差。透過介入計劃的腦力 PK

賽網頁之內容，護理人員有機會可以重新思考為什麼要採取預防職

業健康危害行為，支持他的最佳理由到底是什麼，才不會出現很多

人即使知道了採取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對健康的好處，但卻常常

會半途而廢；然而阻力除了個人因素之外，有可能來自於醫院的組

織政策、管理層面，甚至是硬體設備不足等。董貞吟（2005）的研

究中，受訪護理人員認為無法採取預防行為的原因，可歸納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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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包括：趕時間，即追求工作效率，探究其主要原因可能為人

力不足、負荷過大造成的，另外個人技能與態度、醫院環境與管理

不當皆是造成護理人員認為無法採取預防行為的原因。推論僅僅透

過網頁教育介入計劃，醫院方面並無配合營造一支持性的環境，可

能是無法降低護理人員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阻力因素評價的原因，

若能讓護理人員自行發現執行上的困難點，共同討論可解決障礙性

因素的方法，並有一管道與醫院方面溝通，可能為提高採取預防職

業健康危害的利益並降低執行上的障礙性的有效策略。另外，透過

網頁介入計劃後，仍有限度地有效提高積極的職業健康危害態度，

可能原因是近年來工作場所健康促進計畫在台灣地區蓬勃發展，許

多醫院開始推展護理人員的保健計畫，護理人員亦較重視自身健康

狀態與權益，使得研究對象態度在介入前就相當正向，故無法透過

介入再提高此部分得分。 

四四四四、、、、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166)=0.28，P＞0.05）。由表5-2.7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自我效能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

我效能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

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上有差

異（F0.975(1,167)=4.92，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21.36，而

對照組是20.14。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前測分

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後測得分較對照組高，說

明了網頁介入計劃在提升自我效能上具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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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5-2.7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表表表

(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62.81 1 62.81 4.92* 

誤差 2131.32 167 12.76  

全體 76435.00 170   

* p＜0.05 

表表表表5-2.8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自我效能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

均值均值均值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21.51 21.36 

對照組 19.96 20.14 

廖梨伶（2001）的戒菸行為的網頁介入計劃及董貞吟（2001）

以教學介入模組進行預防護理人員下背痛的的研究結果，皆發現能

有效提升對象群之自我效能，此與本研究結果相似。由此可知，本

研究所發展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之介入策略，運用「外在

誘因」及「後果期待」的魅力排行榜，讓護理人員在潛移默化中相

信採行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並不困難，可能在提升預防職業健康

危害之自我效能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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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的影響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的影響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的影響介入計劃對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的影響 

本節探討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持

的影響效果。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並未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170)=7.12，P＜0.05）。由表5-3.1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社會支持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

會支持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

影響因素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上達顯

著差異（F0.975(1,171)=6.19，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

5.15，而對照組是4.59。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

前測分數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後測得分較對照組

高。 

表表表表5-3.1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要表要表要表

(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15.27 1 15.27 6.19* 

誤差 364.88 170 2.15  

全體 4644.00 174   

* p＜0.05 

表表表表5-3.2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5.21 5.15 

對照組 4.52 4.59 

歸納上述結果，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社會支持上後測得分實驗

組較對照組高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了網頁介入計劃

在提升社會支持上具有果效。這與廖梨伶（2001）的戒菸行為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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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介入計劃研究結果相似，皆發現能有效提升對象群之社會支持。

由網頁中的使用情形中可以發現，雖然日記與留言板的使用情形不 

佳，但從滿意度的調查中可以發現，或許這樣的一個研究，的確提

供了護理人員之間，或者護理長與護理人員間的一個話題，讓護理

人員藉此感受到同事們關心他的健康；而醫院由於願意協助、配合

及護理長的支持，可能也讓護理人員間接地感受到醫院方面對其職

業健康的重視，這些可能是對護理人員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社會支

持有所助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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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介入計劃對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影響介入計劃對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影響介入計劃對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影響介入計劃對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影響 

本節探討介入計畫對護理人員採取預防職業危害行為的影響效

果。 

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已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F0.975(1,94)=0.00，P＞0.05）。由表5-4.1可知，以預防職業健康危害

行為前測分數為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後

測分數為依變項， 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前測的影響因素

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上並無達統計上顯著

差異（F0.975(1,95)=1.98，P＞0.05）。調整後實驗組的平均值是44.70，

而對照組是43.86。由此可知在控制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前測分數

後，實驗組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後測得分較對照組高。 

表表表表5-4.1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測共變數分析摘要測共變數分析摘要測共變數分析摘要測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表表表

(ANC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值 

組間 16.59 1 16.59 1.98 

誤差 797.56 95 8.40  

全體 193815.00 98   

表表表表5-4.2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預防職業健康危害行為得分後測平均值及調整後平均值 

 後測平均值 調整後平均值 

實驗組 45.06 44.70 

對照組 43.47 43.86 

此結果說明了網頁介入計劃在行為的改變上不明顯。這與廖梨

伶（2001）的戒菸行為的網頁介入計劃及董貞吟（2001）以教學介

入模組進行預防護理人員下背痛的的研究結果相似，可知以網頁教

育介入後，可增強護理人員預防職業健康危害之覺知、認知、對職

業健康危害助力因素的評價、態度、自我效能、社會支持且降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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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危害阻力因素的評價，卻無法轉換其意念至行動上的改

變，可能原因為介入計畫僅能降低護理人員本身的意念，但無法改

變職場中如工作環境的設計、人員配置或行政措施等既定的環境。

倪麗娟（1998）調查結果發現護理人員對醫療環境層面最不滿意；

李琳琳等人（1997）的研究中也發現六成護理人員認為目前的工作

環境不符合安全性。因此，若能建構支持性的環境應更能有效地促

進行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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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實驗組對介入計劃的評價實驗組對介入計劃的評價實驗組對介入計劃的評價實驗組對介入計劃的評價 

本研究於後測問卷上加入對此介入計劃的評價問卷，評價內容

大致歸納為護理人員對此介入計劃之滿意度及媒體使用習慣兩部

分，以下為評價結果： 

由表5-5.1顯示出護理人員對此介入計劃整體的滿意度，實驗組

護理人員共96人，其中僅有6.3％人表示整個看過，且很仔細；4.2％

表示看過好幾遍，但超過半數的人（61.5％）表示他們是挑有興趣

的看。 

58.3％的人表示他們花了10至30分鐘的時間瀏覽這個網站。其

中有37.5％的人曾與他人討論有關此網頁的內容。另外，結果發現

有20.9％的人表示喜歡此網頁，大多數的護理人員(75.0％)表示中立

意見，僅有2人表示不喜歡此網頁。印象最深刻的三個單元，分別為

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15.3％），其次為百萬大挑戰（11.5％）及天

使的秘密（10.4％）。認為這個單元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原因為實用

（35.4％），其次為有興趣（32.3％）、有趣（27.1％）。 

45.8％的人認為此網站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對他有參考利用價值；27.0％

的人認為此網站的「「「「內容份量內容份量內容份量內容份量」」」」是剛好的；37.2％的人認為，整體

而言，我覺得此網站的「「「「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是剛好的。其中，43.7％的人表

示會推薦其他護理人員使用此網站。而63.5％的護理人員是從同事

那邊獲得此介入計劃的訊息，62.5％是從上司獲知此訊息來源，其

他依序為給白衣天使的一封信（31.3％）、email（25.0％）等。 

在媒體的使用習慣方面，其中95.8％家中都有電腦設備，72.9%

表示從醫院連結至網站，47.9％表示從家中連結至網站； 43.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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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每天使用網路；69.8％的人使用每次使用網路的時間少於一小

時。 

表表表表5-5.1  整體的成效評價整體的成效評價整體的成效評價整體的成效評價  N=96 

項目 選項 

整體而言，我看這

個網站的專心程度專心程度專心程度專心程度

為 

 

隨意瀏覽 
人數(%) 

25（26.0） 

挑有興趣 

的看 
人數(%) 

59（61.5） 

整個看過 

，且很仔細 
人數(%) 

6（6.3） 

 

看過好幾遍人

數(%) 

4（4.2） 

 

未答 

人數(%) 
2（2.1） 

我花了多久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瀏覽這個網站 

少於 10 分鐘

人數(%) 

34（35.4） 

10-30 分鐘內 

人數(%) 

56（58.3） 

30 -60 分鐘內 

人數(%) 

5（5.2） 

1 小時以上 

人數(%) 

0（0） 

未答 

人數(%) 
1（1.0） 

我曾與他人討論有

關這個網站的內容 

有 

人數(%) 
36（37.5） 

沒有 

人數(%) 
58（60.4） 

未答 

人數(%) 
2（2.1） 

  

整體而言，我對這

個網站的喜歡程度喜歡程度喜歡程度喜歡程度

為 

非常 

不喜歡 

人數(%) 
0（0） 

 

不喜歡 

人數(%) 
2（2.1） 

 

中立意見 

人數(%) 
72（75.0） 

 

喜歡 

人數(%) 
18（18.8） 

 

非常喜歡 

人數(%) 
2（2.1） 

 

未答 

人數(%) 
2（2.1） 

整體而言，我對這

個網站，印象最深印象最深印象最深印象最深

刻的部份是刻的部份是刻的部份是刻的部份是(可複選)    

感染性及

生物性 

危害 

人數(%) 
35（15.3） 

 

 

實用 

人數(%) 
34（35.4） 

 

 

有興趣 

人數(%) 
31（32.3） 

 

 

有趣 

人數(%) 
26（27.1） 

 

 

其他 

人數(%) 
1（1.0） 

 

 百萬 

大挑戰 

人數(%) 
30（11.5） 

 

實用 

人數(%) 
28（29.2） 

 

有興趣 

人數(%) 
31（32.3） 

 

有趣 

人數(%) 
20（20.8） 

 

其他 

人數(%) 
0（0） 

 

 天使的 

秘密 

人數(%) 
30（10.4） 

 

實用 

人數(%) 
24（25.0） 

 

有興趣 

人數(%) 
34（35.4） 

 

有趣 

人數(%) 
18（18.8） 

 

其他 

人數(%) 
0（0） 

 

 同意程度 

 非常 

不同意 

人數(%) 

 

不同意 

人數(%) 

中立 

意見 

人數(%) 

 

同意 

人數(%) 

 

非常同意 

人數(%) 

 

未答 

人數(%) 

整 體 來 說 ， 此 網 站 的 「「「「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對我有參考利用價值 

0 2（2.1） 46

（47.9） 

41

（42.7） 

3（3.1） 4（4.2） 

整體而言，我覺得此網站的

「「「「內容份量內容份量內容份量內容份量」」」」是剛好的 

0（0） 5（5.2） 62

（64.6） 

25

（26.0） 

1（1.0） 3（3.1） 

整體而言，我覺得此網站的

「「「「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是剛好的 

0（0） 6（6.3） 53

（55.2） 

33

（35.1） 

2（2.1） 0（0） 

整體而言，我會推薦其他護

理人員使用此網站 

0（0） 3（3.1） 48

（50.0） 

39

（40.6） 

3（3.1） 3（3.1） 

您家中有無電腦 有 

人數(%) 

92 (95.8) 

無 

人數(%)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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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在哪裡連結到「護理人

員職場健康促進網頁~白衣天

使養成班」網站？(可複選) 

醫院 

人數(%) 

70

（72.9） 

家中 

人數(%) 

46

（47.9） 

網路 

咖啡廳 

人數(%) 

2（2.1） 

 

其他 

人數(%) 

3（32.1） 

 

未答 

人數(%) 

1（1.0） 

 

您是從哪裡獲得

「護理人員職場健

康促進網頁~白衣天

使養成班」網站的

相關訊息?(可複選) 

 

 

上司 

人數(%) 

60

（62.5） 

 

 

同事 

人數(%) 

61

（63.5） 

 

 

海報 

人數(%) 

9

（9.4） 

 

 

e-mail 

人數(%) 

24 

（25.0） 

 

電子 

卡片 

人數(%) 

1 

（1.0） 

給白衣

天使的

一封信 

人數(%) 

30

（31.3） 

 

 

其他 

人數(%) 

2 

（2.1） 

 

 

未答 

人數(%) 

1

（1.0） 

請問您一星期中大

約有幾天會上網？ 

每天使用 

人數(%) 

42（43.8） 

5～6 天 

人數(%) 

14（14.6） 

3～4 天 

人數(%) 

15（15.6） 

1～2 天 

人數(%) 

16（16.7） 

不到一天 

人數(%) 

6（6.3） 

未答 

人數(%) 

3（3.1） 

您平均每次使用網

路的時間約有多

久？ 

少於 

10 分鐘 

人數(%) 

1（1.0） 

10-30 

分鐘內 

人數(%) 

30（31.3） 

30 -60 分鐘

內 

人數(%) 

36（37.5） 

 

1 小時以上 

人數(%) 

28（29.2） 

 

未答 

人數(%) 

1（1.0）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護理人員工作繁忙，即使表示每天上網的

人數居多，但每天上網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為多，因此針對研究對

象設計的網頁內容份量不可過多，因為可以吸引其上網時間可能不

長，但可知護理人員對其認為實用或有興趣的內容，可能是與自身

健康高度相關的感染性及生物性危害的部份會較為注意或留下深刻

的印象；有20.9％的人表示喜歡這個網站，有75.0％的人表示中立意

見，僅有2.1％表示不喜歡這個網站，可見此網頁的設計方式、畫

面、內容安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但也可以看出還有許多可以改進

及加強的部份；研究對象認為印象最深刻的單元為感染性及生物性

危害（15.3％），其次為百萬大挑戰（11.5％）及天使的秘密（10.4

％）；35.4％的護理人員認為會造成他印象最深刻最主要的原因為

實用。而在喜歡程度上表示中立意見者高達75.0％，可能原因為護

理人員較在乎實用性，而網站的設計方式、畫面可能並不是那麼的

要求，且在內容份量及難易度上表示中立意見者皆超過五成，或許

未來在設計規劃上，可以朝簡單實用的角度來思考，不用一次給予

過多的資訊，透過這個網路的管道及其功能，循序漸進地更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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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另一可能原因，由於不同單位的護理人員可能在乎的職業危害

的類別有很大的差異，多數的護理人員表示僅對網站內部份單元有

興趣並進而瀏覽，並未完整瀏覽完整個網站，所以也可能是造成大

多數人表示中立意見的原因。另外，超過四成的護理人員同意推薦

其他人瀏覽此網站，且超過六成的人表示獲得此介入計劃訊息的來

源是同事、上司，由此可知宣傳是可以從研究對象彼此間來進行

的，比起其他的宣傳方式更易於傳播，同時搭配醫院主動的出擊、

宣導，可以達到更佳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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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節節節節  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之使用情形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之使用情形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之使用情形預防職業健康危害教育網頁之使用情形 

本研究於網站規畫時，設計客觀電腦紀錄作為評價指標，評價

內容大致歸納為護理人員實際上網的人數及次數、使用日記的狀

況、瀏覽留言板的情形及參與百萬大挑戰遊戲的次數及分數，以下

為評價結果： 

實際上網的人數共有115人，平均每個人上網2.65次；天使的秘

密~日記的部份，公開使用人數僅有10人，平均每個人使用1.03次；

天使異言堂~留言版實際使用的的人數僅有1人，發表文章2篇，其餘

皆為研究者自行留言，作為更新訊息及轉載他人的文章之用，但瀏

覽率以「你有過勞症嗎?時時檢測工作壓力」的文章最高，共有46

人，其次為轉載的文章「困境裡的白衣天使」及「別讓生命在等待

中消失」，分別有39人及19人瀏覽。另外，在百萬大挑戰的遊戲部

分，由於網站空間的限制，每週可記錄的研究對象僅30筆，剔除重

複帳號後，挑戰者共有69位，其中獲得滿分者有47位。 

由上可見，護理人員上網的狀況相當踴躍，運用網際網路作為

教育介入的管道，的確有其可行性；但由日記、留言板的使用情形

可以發現，護理人員似乎並不喜歡公開其日記或發表言論，但點閱

率還不錯，推論可能原因有三，一為時間上的限制，二為使用介面

過於困難，三為擔心自己的身分曝光。另外，也可從數據上發現，

護理人員相當喜愛這個遊戲，超過七成的研究對象挑戰過這個遊

戲，甚至有人挑戰次數高達16次，其中獲得滿分者也將近五成，可

能原因為遊戲規則的設計相當新穎，不但可以直接從魅力排行榜中

獲得立即公開的表揚，還可以有機會獲得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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