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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材料與方法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參考國內外文獻擬定研究架構，共分為五節，包括研究架構、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分析與處理、研究限制等，依序陳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國外於心理充能與組織充能之理論與實證

性研究結果採用 Kanter (1977,1979,1993)提出充組織能理論與 Spreitzer (1995)

則基於 Thomas 與 Velthouse(1990)所提出之心理充能模式為主；本研究資料為

「基層醫療人員充能教育模組發展與成效評價(1/2)」(劉潔心等， 2004)所進行

之問卷調查其中部份資料，屬於次級資料分析。研究架構之設計，在依變項方

面，則將組織充能與心理充能對於公共衛生人員於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影

響關係，其本研究架構中重要變項詳述如下：

1. 社會人口學變項方面

依第二章文獻探討影響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社會人口學變項，本研究

將納入個人因素：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稱、護理工作年資與

基層保健年資、目前進修情形、參加護理專業團體；及環境因素：工作單位人

員數、工作單位護理人員數等與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有相關，但研究對多半

為臨床護理人員與一般企業組織員工。少有針對於衛生所人員的相關，然而臨

床護理人員與衛生所人員之護理專業背景相似，但是所工作的場域不同，亦可

能會產生差異，本研究則將擷取次級資料之部分社會人口資料，以瞭解目前國

內公共衛生人員於此部分之相關。

2. 自、依變項方面

自、依變項方面：由 Kanter(1977,1979,1993)組織充能模式可得知，組織員

工若透過此模式中「正式」與「非正式」的系統，將會增加個人機會結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s)與充能結構(power structures)；並且影響組織員工之心理

充能、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然而，國外學者對於組織充能與心理充能的相

關因素探討，研究結果指出醫院護理人員感受工作環境中之組織充能則會進一

步產生高度的心理充能(Laschinger, Finegan, Shamian, 2001e; Lasching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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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c； Laschinger, & Finegan, 2005)。而本研究則將進一步探討組織充能與心

理充能之關係，並且將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因素加入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詳見圖六)。

由於本研究擬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以分析架構模

式，為加以釐清自、依變項之間及中介變項心理充能及工作滿意度所產生之

間接或直接影響關係。本研究假設公共衛生人員之組織充能及心理充能可直

接影響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之因素；而組織充能亦會透過心理充能或工作

滿意度而間接影響組織承諾(研究架構詳見圖七)。

組織充能

心理充能

工作
滿意度

組織承諾

圖六 研究架構一 公共衛生人員之組織充能、心理充能與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
之概念架構

圖七 研究架構二 公共衛生人員之組織充能、心理充能與工作滿意度、
組織承諾之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假設

社會人口學基本資料
個人因素
．年齡
．性別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職稱
．護理工作年資
．基層保健年資
．目前進修情形
．參加護理專業團體
環境因素
工作單位特性－
．工作單位人員數
．工作單位護理人員數

組織承諾

工作滿意度
薪資與報酬
同儕(社會滿意度)
管理
進修與成長的機會

(成長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

自變項 依變項社會人口學變項

組織充能
組織機會
組織訊息
支持
資源

心理充能
工作意義
自我效能
工作自主
自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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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引用「基層醫療人員充能教育模組發展與成效評價(1/2)」(劉潔心

等，2004)第一年調查之部份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並且進一步將選取之資

料重新架構理論性模式。本研究則自大樣本(包含北區 6 縣市之衛生局，以衛

生局所轄之基層醫療保健人員包含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和社區健康營造人員，共

發出 753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5.52％)中)，選取其中之部份樣本與變項。本

研究樣本條件為「縣市衛生所」中公共衛生人員，其中包括護理長、公共衛生

護理人員(護士、護理師)、保健員、助產士、衛生教育指導員、國民健康局或

慢性病防治院派駐護理人員等，有效樣本共計 576 份問卷。

根據縣市衛生局官方網站搜尋各鄉鎮市衛生所人員編製情形，臺灣省公共

衛生人員(其中包括護理長、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護士、護理師)、保健員、助產

士、衛生教育指導員、國民健康局或慢性病防治院駐派護理人員等)約為 2600

餘人(縣市衛生局，2004)。

本研究之樣本以計算檢定力分析法(power analysis)，估計誤差為＜0.05、

檢定力為 0.80，信賴度 95％，則樣本數最小至少為 385 人。同時對照國外學者

Krejcit, Morgan, (1970)之「母群體對照表」顯示，母群體若 2600～2800 人之間，

則樣本數最小至少為 335～338 人。由此可知，本研究之樣本已具備統計結果

推估至北區「縣市衛生所」中公共衛生人員之代表性。另外，研究中已控制選

擇樣本之基本特質與背景相同，以增加內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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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引用劉潔心等(2004)所進行的「基層醫療人員充能教育模組

發展與成效評價(1/2)」第一年所編制之信、效度良好之正式問卷所進行

之大量施測後，其中之部分樣本與變項。

以下針對「基層醫療保健人員工作充能教育需求調查問卷」之問卷

預試與信、效度處理做詳細的說明：

問卷之初稿完成後隨即進行預試；預試對象選取與研究對象工作場

所特質相似，並且具有參與意願之新竹縣－竹東鎮、湖口鄉、新埔鎮、

關西鎮及台中縣－豐原市，共五區衛生所，共計 50 位公共衛生人員。

預試問卷回收之資料經譯碼、鍵入、轉換等程序之後，再利用 SPSS

12.0 套裝版統計軟體進行試題之信度分析(Cronbach’s α)；同時亦函請健

康行為科學、社區護理學與公共衛生領域之專家學者及資深公共衛生臨

床實務工作者共 10 位，針對問卷內容題意不清或難以回答等編制內容

問題給予審查、修改及建議，以作為編制正式問卷的參考依據。

其修改後之正式施測問卷中各量表之內部一致信度(詳見表一)。整

體而言各量表之內部一致信度均大於 0.7 以上，介於 0.75～0.94 之間。

組織充能次項度內部一致信介於 0.83～0.90；心理充能之次項度內部一

致信介於 0.73～0.88；工作滿意度之次項度內部一致信介於 0.46～

0.77；其中有兩個次項度之內部一致信度不致理想，然而本研究之統計

分析僅針對於總量表-工作滿意度變項做分析而不特別針對次向度進行

分析，以避免研究結果之偏誤。由以上可知，問卷內容符合良好測驗信

度標準，足以反映測量工具內部同質性、一致性與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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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正式問卷各量表之Cronbach’ α信度係數

題項(總題數) 次項度(題數) 信度(cronbach’s α值)
組織充能部分(1-15) 0.9357

組織機會(1-3) 0.8391
組織訊息(4-6) 0.8272
支持(7-9) 0.8792
資源(10-14) 0.9048
整體充能(15) －

心理充能部分(1-12) 0.9004
工作意義(1-3) 0.7284
自我效能(4-6) 0.8405
工作自主(7-9) 0.8799
自覺影響(10-12) 0.8493

工作滿意度部分(1-14) 0.9052
薪資與報償(1-3) 0.4615
社會滿意度(4-6) 0.5051

管理(7-9) 0.7708
進修與成長機會

(10-13)
0.7387

整體滿意度(14) －
組織承諾部分(1-14) 0.7541

本研究則根據 Kanter(1977, 1979, 1993)提出充組織能理論與

Spreitzer(1995)重新架構本研究之重要變項；採以「基層醫療保健

人員工作充能教育需求調查問卷」中第一部份「心理充能」、第二

部份「組織充能」、第四部份「工作滿意度」與第五部份「組織承

諾」及第九部分「社會人口學變項」之部分問項。

以下針對本研究之重要變項「組織充能」、「心理充能」、「工作

滿意度」、「組織承諾」、「社會人口學變項」 (年齡、性別、婚姻、

教育程度、職稱、護理工作年資、基層保健年資、目前進修情形、

參加護理專業團體與工作單位人員數、工作單位護理人員數等)；

共五個部份之問卷內容概述，其計分方式與意義及說明(詳見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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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基層醫療人充能教育模組發展與成效評價」問卷之計分方式與意義及說明

變項名稱 測量項度(相對題號) 類別與計分方式 分數意義及說明
組織機會(1-3)

組織訊息(4-6)

支持(7-9)

資源(10-14)

組織充能
(1-15)

整體充能(15)

沒有 0%=1
偶爾 25%=2
約半 50%=3
經常 75%=4
總是 100%=5

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
象自覺工作環境中獲得
組織促使其充能的情形
愈高；反之，分數愈低，
表示研究對象自覺工作
環境中獲得組織促使其
充能的情形愈低。

工作意義(1-3)

自我效能(4-6)

工作自主(7-9)

心理充能
(1-12)

自覺影響(10-12)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中立意見=3
同意=4
非常同意=5

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
象自覺心理充能情形愈
高；反之，分數愈低，
表示研究對象自覺心理
充能情形愈低。

薪資與報償(1-3)
同儕、工作同仁
(社會滿意度) (4-6)
管理(7-9)
進修與成長的機會
(成長滿意度) (10~13)

工作滿意
(1-14)

整體滿意度(14)

非常不滿意=1
不滿意=2
中立意見=3
滿意=4
非常滿意=5

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
象對於自覺工作滿意度
愈高；反之，分數愈低。
表示研究者對於工作滿
意度愈低。

組織承諾
(1-14)

(反向題 3.8.10.11.14)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中立意見=3
同意=4
非常同意=5

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
象對自覺服務單位的使
命感愈高；反之，研究
對象對自覺服務單位的
使命感愈低。
反向題為：分數愈高，
表示研究對象自覺服務
單位的使命感愈低；反
之，研究對象自覺服務
單位的使命感愈高。

1.出生年月 研究對象的年齡。
2.性別 男=0

女=1
研究對象的性別。

3.婚姻狀況 已婚=1
未婚=2
其他=3

研究對象的婚姻狀況。

社會人口學
基本資料

4.最高學位
(教育程度)

職校=1
專科=2
國內大學=3
國外大學=4
國內碩士=5
國外碩士=6
國內博士=7
國外博士=8

研究對象的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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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測量項度(相對題號) 類別與計分方式 分數意義及說明
5.進修情形 是=1

否=0
研究對象目前進修情
形。

6.目前職稱 公衛護士=1
公衛護理師=2
護理長=3
家計護士=4
保健員=5
約聘護士=6
其他 =7

研究對象目前工作職
稱。

7.護理年資 已期滿___年___月 研究對象護理工作年
資。

8.公共衛生護理工作年資 已期滿___年___月 研究對象公共衛生護理
年資。

9.工作單位員工人數 研究對象工作單位人
數。

10.工作單位護理人員數 研究對象工作單位護理
人員人數。

11.加入護理專業團體情
況

是＝1
否＝0

研究對象加入護理專業
團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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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研究過程考量研究倫理之自主性、隱私性與保密性。所有資料均

以編碼方式呈現，且僅供以研究使用，不特別針對個人層級之資料加

以分析；並且為保護受測者個人隱私，研究資料絕不外洩。另外，本

研究之次及資料，經檢視漏答率過高或無效問卷篩選後，將有效問卷

部分經編碼、轉入等資料處理。經檢視後，有效問卷中之遺露值屬於

非系統性或隨機性的遺漏值，學者 Rubin(1976)提出此類遺漏值皆可視

為可忽略的遺漏(ignorable missingness)。藉此，本研究將遺漏值在鍵

入後以迴歸估計法(Linear trend at point)估計，此法較平均數估計法對

於單一變項集中情形的反映，擴大到其他變項的共變關係的考量，以

使精確度較為提升(邱皓政，2003)。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調查資料之分析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及

LISREL8.7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並依據研究變項及研究問題，分

別採用統計方法(見附錄一與附錄二)：

1.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解公共衛生人員於各變項之現況及分佈情形，並對研究樣本

作一概括性之描述，在類別變項部分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率來呈現單

變項分析結果；連續變項部分以平均值、標準差來呈現。

2.推論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Pe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考驗、差異檢定(t-test)、ANOVA、Fisher’s exact test等方法進行變項

分析，以瞭解公共衛生人員之組織充能、心理充能、工作滿意度、組

織承諾是否會因社會人口學基本資料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以及自依變

項之間，整體而言是否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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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項分析：

(1)線性迴歸模式(Liner Regression)

研究中之自變項組織充能與中介變項心理充能皆為連續變項，

因此利用線性迴歸模式進行多變項分析。為瞭解自變項組織充能是否

有效預測心理充能、依變項工作滿意度是否能有效預測組織承諾、自

變項組織充能與中介變項心理充能對於依變項工作滿意度或組織承

諾之重要影響因素為何。

(2)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由於本研究預釐清變項之間所存在直接或間接關係，因此將前述

之線性迴歸模式之研究結果，進一步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以建立架構模

式。並且於進行模式建構之前，需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針對潛在變項

所包括之觀察變項，進行適合度考驗(Model Fit)之確立。

結構方程模式適配度評鑑目的旨在鑑定理論模式是否能夠解釋

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亦指理論模式與實際觀察所得之資料之間的差

異程度。本研究除了採以整體模式適配度評鑑外，亦將檢視模式內在

結構，其主要在評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估計參數的顯著水

準等模式的內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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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引用「基層醫療人員充能教育模組發展與成效評價(1/2)」(劉潔

心等，2004)第一年研究計劃中所發展之結構式問卷其所進行調查後之部份

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擷取部份樣本與變項以重新架構本研究之主要變

項。「基層醫療人充能教育模組發展與成效評價」(劉潔心等，2004)問卷為

經過預試與專家效度之審查後修正，整體而言各量表之內部一致信度均大

於 0.7 以上，介於 0.75～0.94 之間；整體而言，問卷內容符合良好測驗信

度標準。唯獨在工作滿意度之次項度薪資與報酬、社會滿意度之內部一致

信度未致理想指標；學者亦有提到編制問卷之研究工具若信度過低如在 0.6

以下，應該重新修定研究工具或重新編制較為適宜(吳明隆，2005)；但礙

於本研究設計為次及資料之分析，無法將研究工具之編制過程加以控制。

然而，本研究將不特別針對次變項加以分析以避免分析結果之資料錯誤等

問題。

研究對象則引用次級資料，無法如一般研究設計樣本以隨機化選取；

但研究對象所選取之衛生所人員數，共計約 576 人，以樣本外推性則以計

算檢定力分析法(power analysis)，研究中所選取之樣本數對於外在效度的

考量，應頗具外推至北區衛生所之公共衛生人員。另外，研究中已控制選

擇樣本之基本特質與背景相同，以增加內在效度。

同時，在本研究次級資料選取部份變項中，人口學資料僅能夠侷限在

問卷中設計填答的項目，對於其他有意義的項目則無法獲取；此為次級資

料在分析上之限制；故本研究僅擷取部份有意義之基本人口學資料納入分

析。

另外，本研究取自次級資料分析，原始資料之調查方式為郵寄問卷，

受測者可能會因自覺自己正在參與研究之進行，使其有一特定的行為而出

現霍桑效應；且研究亦無法得知研究設計之對象群體實際上是否與填答者

相符等問題，此為郵寄問卷可能會出現的限制，相反而言，與普查相比較

之下，郵寄調查為較經濟節省人力時間等資源之方法，為從事研究有效方

法之ㄧ(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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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設計方面，由於本設計僅為量性資料為依據，未加入質性資

料之蒐集分析；故本研究結果之推估僅以量性資料作為推估方向；未來則

有待後續研究加入質性資料蒐集為輔，如此，可以增加研究結果之建議於

實務工作之推動。

而於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建構理論模式之部分，本研究所建構模式在此

可以說明本研究之模式假設概念可能是存在的，但亦可能同時存在其他模

型；有限於研究之設計無法直接檢驗其他假設模型的計量特性以釐清清楚

的結論，故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式之驗證結果將著重於潛在變項之直接與間

接影響效果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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