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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六節，包含第一節研究設計與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

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步驟，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第六節

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採橫斷式調查法（cross-sectional survey）來探討越南籍配

偶影響其生育保健相關行為之因素。研究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先以焦點團體的訪談方式，針對部分越南籍配偶關於生育保健之相關

信念作調查，再從中篩選重要的顯著變項，匯集統整出結構式問卷，

給第二階段預定之越南籍配偶填寫。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參考其他相關文獻，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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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生產的醫院 

 丈夫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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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健行動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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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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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坐月子經驗 

 

生育保健認知 

圖 3-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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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 母群體 

本研究欲從就讀台北地區國小補校之越南籍女性配偶著手進行

調查。根據教育部 94 學年度統計資料，台北市 16 所國小附設補校之

女性學員共有 1742 人，其中越南籍女性學員約 563 人（台北市教育

局，2006）；台北縣 65 所國小附設補校之女性學員共有 4786 人，但

無法進一步取得越南籍女性學員之統計資料。 

 

二、 樣本 

選取台北地區國小附設補校之越南籍女性配偶作為研究對象。本

研究採立意取樣，聯絡台北地區願意配合調查之國小補校，先由鄰近

學區之國小補校再擴大到較遠的學區，直到收案人數達到預計之 150

人左右，施測對象選取的條件標準如下： 

（一） 越南籍女性配偶。 

（二） 丈夫為台灣籍人士。 

（三） 至少生育過一胎者。 

（四） 妊娠及坐月子期間是居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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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精神狀態正常。 

（六） 可填寫或回答問卷，能以國語或台語溝通者。 

（七） 說明研究目的後，同意參與該研究者（願意接訪談者）。 

 

共聯絡了 15 所（北市 14 所，北縣 1 所）學校，其中願意配合本

研究調查之國小補校共計 8 所，台北市 7 所，台北縣 1 所，施測對象

總計 161 人，詳見下表 3-2-1。 

表 3-2-1  問卷施測學校統計表 

學校別 施測日期 問卷份數 有效問卷 廢卷 問卷編碼 

老松國小 2006.4.12 10 10 0 001～010 

雙園國小 2006.4.12 18 15 3 011～025 

建安國小 2006.4.14 9 9 0 026～034 

 2006.4.24 3 2 1 153～154 

大豐國小 2006.4.17 

2006.4.18 

34 33 1 035～067 

吳興國小 2006.4.19 20 20 0 068～087 

西松國小 2006.4.19 7 7 0 088～094 

北投國小 2006.4.21 35 35 0 095～129 

河堤國小 2006.4.23 25 23 2 130～152 

      

總計  161 154 7 0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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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封閉性結構式問卷為研究工具。調查問卷設計之過程先

以焦點團體訪談篩選出顯著信念（Salient Beliefs），再配合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參考相關的研究文獻，擬定所需的問卷初

稿，問卷內容經過專家效度檢定、預試及信度分析、修改問卷等過程，

最後完成問卷及信度分析。 

焦點團體訪談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之樣本依

同質性（homogeneity）原則組成，並且希望受訪者對此一議題有粗

略性認識，能夠與其他受訪者共同溝通討論、表達意見。訪談大綱內

容之擬定參考相關文獻，針對越南配偶在台灣妊娠及坐月子時的現況

等議題進行探討，使團體成員在不同的意見交流下，多面向的發表各

種與研究議題相關的經驗、態度及看法，訪問結果經匯集整理後擬出

預試之問卷。 

問卷內容設計分為四大部分，各主要變項的意義與測量方法分述

如下： 

一、 社會人口學變項資料 

含個人基本資料及家庭基本資料兩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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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基本資料 

1. 年齡：指研究對象到 9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實足年齡，以

等距資料顯示之。 

2. 來台時間：指研究對象嫁來台灣到填寫問卷為止的年數，

以等距資料表示之。 

3. 越南居住地：分北越、中越、南越，共三個類別選項。 

4. 是否為華裔：是或否兩個類別選項。 

5. 與家人的溝通程度：指研究對象在台灣與丈夫家人的日常

溝通情形，分為沒有困難、有一點困難、有困難，三個類

別選項。 

6. 教育程度：指研究對象在其原國籍內接受教育的程度，分

為未受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

共五個類別選項。 

7. 目前是否懷孕：分為有懷孕、沒有懷孕，兩個類別選項。 

8. 過去生產的醫院：由個案填寫後，再依據醫院分級，分為

四級（基層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教學醫院及醫學

中心），即四個類別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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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基本資料 

1. 丈夫的年齡：指個案的丈夫到 9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實足

年齡，以等距資料顯示之。 

2. 丈夫的教育程度：分為不知道、國小、國中、高中高職、

大學以上，共五個類別選項。 

3. 丈夫的職業：分為兩個部分，沒有工作和有工作。有工作

由個案填寫後，再依職業分級（見附錄六），分為高級專業、

專業人員、半專業、技術工人、無技術工人，共五個類別

選項。 

4. 與丈夫認識的方式：分為自由戀愛、親友介紹、婚姻介紹

所，共三個類別選項。 

5. 家庭收入情形：分為不夠生活開支、足夠生活開支及使用

寬裕，三個類別選項。 

6. 越南父親的教育程度：分為未受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共五個類別選項。 

7. 越南母親的教育程度：分為未受正式教育、1～6 年、7～9

年、10～12 年、13 年以上，共五個類別選項。 

 



 36

二、 生育保健認知量表 

指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自編之對生育保健認知量表的得分情

形，內容包括台灣習俗的認知（第 11、12、13、14、15 題）、越南習俗的認知（第 11、

12、16、17、18 題）、對懷孕的態度（第 1、3、4、5、9、19、20、22、23、27、29、30 題）、懷孕的

知識（第 6、7、8、21 題）、家人支持的態度（第 2、10、24、25、26、28 題），其中第 7、8、

11、12、14、15、16、17、18、19、24、27、28 題為反向記分題，

反向計分的依據係由文獻探討中研究者整理的表 2-3-1，研究對象生

育保健認知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者為正向，生育保健認知不符合台灣

之風俗習慣者為反向。 

量表採 Likert 五分法計分，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意見、

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分五個選項，計分分別為 1 分、2 分、3 分、4

分及 5 分。為了量表之間的比較，本部分將分數加總後取平均值，分

數愈高者，表示研究對象對生育保健的認知愈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

分數愈低，表示研究對象的認知愈不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 

認知部分共計 30 題，題目型式如下： 

 

 

1. 我很期待能生育小孩。 □ □ □ □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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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育保健行動線索量表 

指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自編之對生育保健行動線索量表的得分

情形，內容包括個人經驗（第 1、2、3、6、7、8、9 題）、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第 4、

5、14、15、16、17、18、19 題）、親友經驗（第 10、11、12、13 題）等。選項分有、沒有、

不知道，答有者得 2 分，答沒有者得 0 分，答不知道則得 1 分。行動

線索部分題目皆為正向記分題，為求量表間之比較，因此將分數加總

取平均值，分數愈高，表示研究對象對生育保健行動線索的接受情形

愈良好；反之，表示接受情形愈差。 

行動線索部分共計 19 題，題目型式如下： 

 

 

 

 

 

四、 生育保健行為量表 

指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自編之採取生育保健行為量表的得分情

形，內容包括台灣習俗（第 10、11、12、13 題）、越南習俗（第 10、11、14、15、16 題）、

家庭支持（第 7、8、9 題）、遵醫囑行為（第 1、2、3、4、5、6 題），其中第 10、11、14、

 
 
1. 我曾經看過關於懷孕的相關文章。 

不
知
道 

□ 

沒
有   

□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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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7、18 題為反向記分題，反向計分的依據係由文獻探討中

研究者整理的表 2-3-1，研究對象生育保健行為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

者為正向，生育保健行為不符合台灣之風俗習慣者為反向。 

量表採 Likert 五分法計分，分為從來沒有、很少、偶爾、經常、

常常總是，共五個選項，計分分別為 1 分、2 分、3 分、4 分及 5 分。

為了量表之間的比較，本部分將分數加總後取平均值，分數愈高者，

表示研究對象採取生育保健行為的頻率愈高；反之，採取生育保健行

為的頻率愈低。 

行為部分共計 18 題，題目型式如下：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從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研究工具的編制、問卷信效度、

預試、行政聯繫、問卷施測、資料的分析統計、結果撰寫到研究完成，

 

 

 

1. 在懷孕期間，我會找專業人員或對生育有經驗 

的親友，幫助我維護懷孕期間的健康。 

常
常
總
是  

□ 

經
常      

□ 

偶
爾      

□ 

很
少      

□ 

從
來
沒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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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的工作分述如下： 

一、 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於民國 94 年 9 月中，以設籍台北縣三芝鄉衛生所的越南

配偶 10 人為焦點團體訪問對象。 

二、 問卷初稿設計 

民國 94 年 11 月底完成封閉性結構式問卷的初稿擬定，分為四大

部分：社會人口學變項資料、生育保健認知量表、生育保健行動線索

量表、生育保健行為量表。 

三、 專家效度檢定 

在擬定問卷後，就問卷內容之重要性、適當性及明確性，委請相

關之衛生教育學者專家給予建議，針對不適當或不足之題目進行修正

或增補，於民國 95 年 1 月中完成預試問卷之審查。 

四、 送交翻譯社 

為方便越南籍配偶填寫，故將問卷之中文稿件送交翻譯社，於民

國 95 年 3 月中譯成越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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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試及信度分析 

為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問卷填答的反應、測量作答所需的時間、問

卷的適切性，以供正式問卷參考，從桃園縣某處越南配偶常常聚會的

場所，選取符合標準的越南籍配偶 30 位進行預試，目的意在檢驗選

樣標準的適當性及研究工具信度的檢驗，於可能在正式問卷施測時發

生之困難與問題，先做思考與修正，並完成正式問卷。於民國 95 年

3 月底完成預試，預試的信度分析採內在一致性檢驗，以 Cronbach α

值驗證量表的內在一致性，如表 3-4-1。 

 

 

表 3-4-1 問卷之信度分析 

量表名稱 題數 預試問卷  

Cronbach α值 

正式問卷  

Cronbach α值 

認知量表 30 0.724 0.759 

行為量表 18 0.606 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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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政聯繫 

以立意取樣選定台北地區國小附設補校之越南籍配偶，研究者親

自徵詢補校負責主管，並說明研究目的、方法及過程及是否接受研究

者的研究計畫，經學校同意後，洽談施測時間。 

七、 正式施測 

本研究於民國 95 年 4 月 12 日至 95 年 4 月 24 日進行正式施測，

由本人與其他訪員到各學校進行施測，共計 8 所國小補校，161 位越

南籍配偶。 

八、 問卷回收與整理 

本研究共有 161 位越南籍配偶填寫問卷，但有 7 份問卷為不適用

之問卷（雖然訪員有事先說明收案對象之限制，但仍有懷第一胎未生

產者填寫問卷），故歸為廢卷，實收有效問卷為 154 份，回收率為

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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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經整理、彙整後進行編碼並同時製造譯碼，輸入電腦

並建檔，欲採用 SPSS 12.0 統計軟體，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與待答

問題及變項性質進行統計分析，如表 3-5-1。所用統計分析的方法有

以下兩類： 

一、 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佈（Frequencies）、百分率（Percentages）、平均值

（Mean）、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最大值（Maximum）、最小

值（Minimum）等描述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來台時間、

越南居住地、是否華裔、教育程度、目前是否懷孕、過去生產的醫院、

丈夫年齡、丈夫的社經地位、越南父親的教育程度、越南母親的教育

程度）、生育保健認知、生育保健行動線索及生育保健行為變項之分

布情形。 

 

二、 推論性統計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

（Pearson Correlation）、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複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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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Regression）來檢定社會人口學變項、生育保健認知、生育

保健行動線索、與生育保健行為之間的關係。 

（一）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分析不同的兩個組

別，對欲得知的依變項是否有差異存在。 

（二）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時，針對有差

異的各組再以薛費氏（Scheffe’s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Posterial 

Comparisons）做進一步檢定，找出差異來源。 

（三）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檢定越南配偶的

生育保健認知量表、行動線索量表及行為量表之間的相關性。 

（四） 以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來檢定越南配偶的

社會人口學變項、生育保健認知與行動線索對其生育保健行為的預測

力及相對重要性。並於複迴歸分析前先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以瞭解各個自變項間是否具有高度相

關，診斷結果自變項間確無高度共線性相關，即可進一步進行複迴歸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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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假設與統計方法 

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 研究假設 統計方法 

一、瞭解越南籍配

偶對生育保健

相關的認知、

行動線索及行

為之現況。 

1-1 越南籍配偶對

生育保健相關

的認知、行動線

索及行為之現

況為何？ 

 次數、百分

率 、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 最 大

值、最小值

二、探討越南籍配

偶之社會人口

學變項與其生

育保健認知、

行動線索與行

為之關係。 

2-1 越南籍配偶之

社會人口學變

項與其生育保

健認知、行動線

索及行為之關

係為何？ 

1.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認知

會因其各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2.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動

線索會因其各社會人口

學變項之不同水準而有

顯著差異。 

3.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為

會因其各社會人口學變

項之不同水準而有顯著

差異。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 

三、探討越南籍配

偶其生育保健

相關之認知、

行動線索與行

為 彼 此 之 關

係。 

3-1 越南籍配偶其

生育保健相關

認知、行動線索

與行為彼此的

關係為何？ 

4.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認知

與其生育保健行為有顯

著相關。 

5.越南籍配偶生育保健行動

線索與其生育保健行為

有顯著相關。 

皮爾森積差

相關 

四、探討越南籍配

偶之社會人口

學變項、生育

保健認知、行

動線索對生育

保健行為的預

測力。 

4-1 越南籍配偶之

社會人口學變

項、生育保健認

知、行動線索對

生育保健行為

之 預 測 力 為

何？ 

6.越南籍配偶的社會人口學

變項、生育保健認知及生

育保健行動線索能有效

的預測其生育保健行為。 

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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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隨著外籍配偶的人數愈來愈多，生育比例高昇，但目前研究卻甚

少關注外籍配偶生育保健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欲著手這方面的調查。 

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本研究以台北地區國小補校之越南籍配

偶為研究對象。因此，評估主要的研究限制如下： 

一、 本研究之對象僅限於台北地區就讀國小補校之越南籍配偶，因

此，研究結果只能推論至此母群體，無法推論所有地區之越南

配偶，或其他國籍之外籍配偶。 

二、 本研究為橫斷式相關性研究，一些變項與生育保健行為之間的

因果相關或時序性問題尚未釐清。 

三、 本研究所得之社會人口學、生育保健認知、行動線索及生育保

健行為相關型態等資料，僅限於本研究工具中所涵蓋之範圍。 

四、 越南配偶的中文溝通程度、以及對母國文字（越南文翻譯問卷）

閱讀理解度有差異，因此，研究結果預期會有一些難以避免的

誤差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