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並配合文獻探討與個別訪談的結果，發展調查問卷一

份，以問卷調查法收集北區醫學中心具有優生保健諮詢認證之台大醫院－兒科門

診（含基因醫學門診）、兒科病房、新生兒及小兒加護病房、嬰兒室單位，且工

作年資（含）半年之護理人員（包含護理長）的罕見疾病知識、罕見疾病教育態

度與在職教育需求等資料。以下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

及資料分析共五節。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發展而成，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個人基本資料 

罕病知識 

罕病在職教育需求 

人口學資料 

 年齡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專業背景 

 是否在職進修 

 服務總年資 

 現職單位年資 

 任職單位 

 職稱 

 有無照護罕病疾患經驗 

 

罕病教育背景 

 有無研習經驗 

 獲得罕病訊息的管道 

 

罕病教育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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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之母群體經由罕見疾病基金會所提供之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認證通過之遺傳諮詢中心名單，立意選取北區醫學中心－台大醫院之兒科門診

（包含基因醫學門診）、兒科病房、新生兒及小兒加護病房、嬰兒室護士（含護

理長），且於該單位工作年資（含）半年以上者為母群體對象，共計護理人員

231 位，排除休長假、請育嬰假者後，預估人數 200 人。由於顧及樣本代表性並

考慮有效回收率，將以上單位所有符合條件之護理人員列為普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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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目前國內外尚無符合本研究目的之研究工具，此問卷參考國內外文獻及 Lea

（2002）、Jenkins（2001b）、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等人的資料，自

擬出自填式調查式問卷－「兒科護理人員罕見疾病知識、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及在

職教育需求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設計的過程分為個別訪談、擬定問卷初

稿、問卷效度處理、預試及分析修改及完成正式問卷等五部份。 

一、個別訪談 

    利用開放式問卷進行個別訪談，針對「兒科護理人員罕見疾病之在職教育需

求」為主軸，邀請有照護罕見疾病病童經驗的護理人員共五位受訪（參見表 3-1），

主要為了解護理人員照護罕見病童的經驗與獲得罕見疾病教育的經驗、對罕見疾

病教育的態度與在職教育需求評估，以作為本研究發展結構式問卷之參考依據

（詳見附錄二）。 

表 3-1 罕見疾病病童照護經驗之護理人員受訪名單 
編號 工作單位 現職單位年資 

1 小兒外科 ICU 10 
2 小兒內科病房 5 
3 小兒內科病房 12 
4 小兒內科病房 15 
5 基因醫學部門診 1 

二、擬定問卷初稿 

    本自編式結構式問卷是經研究文獻探討及個別訪談結果編制而成。共分為四

大部份（以問卷編排方式區分）： 

（一）第一部分－罕見疾病知識測驗：共十九題，包括「罕見疾病基本概念」五

題（題號：1.2.3.8.19.）、「遺傳模式與症狀」九題（題號：4.5.6.10.12.13.14.15.18.）、

「照護模式」五題（題號：7.9.11.16.17.）。記分方式：知識測驗評分答對得一分，

答錯、不知道或未作答者不計分，總分十九分。分數越高表示對罕見疾病相關知

識的認知程度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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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部分－罕見疾病教育態度量表：共二十四題，包括「罕見疾病教育接

受度」十題（題號：1-7.18-20.）、「參與感」八題（題號：8-10.12-14.21.23.）與

「責任意識」六題（題號 11.15-17.22.24.）。態度量表為 Likert 量表，受測者對每

個敘述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中立意見、不同意、非常不同意，正向敘述題分別

計分為 5、4、3、2、1 分，負向敘述題則相反，所有題目得分加總即為態度量表

得分，總分介於 24-120 分，分數越高表示態度越正向，反之則越負向。 

（三）第三部分－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量表：罕見疾病教育的課程內容需求九

題。另外子題為教學方式九題、獎勵方式五題。 

1. 需求量表為 Likert 量表，受測者對每個敘述表示非常需要、需要、中立意見、

不需要、非常不需要，正向敘述題分別計分為 5、4、3、2、1 分，負向敘述

題則相反，所有題目得分加總即為需求量表得分，總分介於 9-45 分。 

2. 教學方式與獎勵方式評分為 Likert 量表，受測者對每個敘述表示非常喜歡、

喜歡、中立意見、不喜歡、非常不喜歡，分為 5、4、3、2、1 分計分，負向

敘述題則相反。 

（四）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1. 人口學資料：包含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三題。 

2. 專業背景：包括任職單位、職稱、護理總年資、現職單位年資、是否在職進

修、曾否照護過罕病個案六題；加上三題子題－照護的內容、照護的困難、

尋求協助的管道。 

3. 罕病教育背景：包含三年內有無參加研習課程的經驗、訊息來源二題；加上

四題子題－研習方式、主題內容、滿意程度及原因。 

 

三、問卷效度處理 

    問卷初稿擬定完成後，為評定研究工具之「正確性」、「適合性」、「需要性」

與「內容涵蓋面」，邀請國內衛生教育、護理等領域學者共五位（名單見附錄三）

進行問卷內容效度的評定，提供問卷內容的指正與建議。先將專家審查信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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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摘要及架構、問卷初稿，以郵寄、電子郵件及親自前往的方式送達，最後將專

家意見彙集整理後，進行問卷內容效度處理，並修改問卷。根據專家建議，進行

幾點修正： 

1. 為使題意更清楚符合研究目的，修改部分文詞，使受試者更明瞭。 

2. 增刪題目：「罕見疾病知識測驗」題數未變，刪除語意不清的題目，增加新

題目。「罕見疾病教育態度量表」由原來的 27 題刪除為 24 題。「罕見疾病在

職教育需求量表」：課程需求增加一題，教學方式增加三題，獎勵方式刪減

一題。 

 

四、預試及分析修改 

    根據專家的建議進行問卷修改後，為了解施測對象對填答問卷的反應、問卷

的適用性、預估施測所需時間及施測中可能發生的情形，需進行問卷預試。施測

單位以行政院衛生署通過罕見疾病諮詢中心之北區醫學中心－立意選取台北馬

偕醫院之兒科單位，並於該單位年資（含）六個月以上之當班護理人員共三十四

人為預試對象。施測過程均模擬正式實施的情形，並且附上意見表，記錄題意不

清或難以作答的題目，以便了解護理人員填答問卷的困難所在。預試時間平均為

20 分鐘。 

    問卷回收後，即利用 SPSS for 12.0 版統計軟體，進行預試問卷信度檢定分

析，即以庫李信度（Kuder-Richarson,KR-20）分析「罕見疾病知識測驗」項目的

一致性；以 Cronbach α 值進行「罕見疾病教育態度量表」及「罕見疾病教育需

求量表」之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之信度考驗，結果分析如表 3-2。

各量表的 Cronbach α值皆在 0.7 以上，皆有良好的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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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量表信度測驗結果 

預試（N=34） 正式施測（N=127） 量表名稱 
原題數 信度 修定後題數 信度 

罕病知識 a 19 0.746 19 0.751 
罕病教育態度 b 27 0.911 24 0.930 
罕病在職教育需求 b 8 0.904 9 0.907 
註：a 為庫李信度（KR-20），b 為 Cronbach α係數 

 

五、完成正式問卷 

    依專家學者對問卷的評等結果及建議、預試結果及受試者的作答意見以及試

題分析結果，斟酌修改完成正式問卷（詳見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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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一、行政聯繫 

    研究者先取得罕見疾病基金會提供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認證通過之遺

傳諮詢中心名單，再調查北區醫學中心（台大、榮總、台北馬偕、林口長庚）各

醫院兒科相關單位名單，再與四家醫院以公文簽呈方式說明研究目的及方法，待

醫院委員會審核後，最後由臺大、台北馬偕兩家醫院同意研究者進行研究，並取

得兒科單位護理人員名單。再以公文說明徵求樣本單位主管同意及同仁可配合施

測的時間。 

二、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評估 

    邀請照護過罕見疾病的兒科單位護理人員進行個別訪談，利用開放式訪談問

卷，收集護理人員在照護罕病病童的經驗及認知、對罕見疾病教育的看法，以及

在職教育的需求，訪談過程經當事者同意後錄音，訪談內容以逐字稿記錄並整理

分析，結果提供作為發展結構式問卷之參考依據。 

三、正式施測及倫理考量 

    正式施測時間為九十五年四月底，由研究者事先與單位主管聯繫說明，親自

送交問卷給負責人，因考量護理人員輪班制可能產生回收率不足情況，施測時間

延長為三天。為強調問卷匿名性，對研究資料絕對保密，以信封裝妥密封取得受

測者的信任，完成的問卷由各單位負責人回收，再由研究者親赴各單位收取，共

回收 131 份。 

四、問卷回收與整理 

    問卷回收後逐一檢查有無遺漏情形，經審閱、譯碼、去除不當問卷 4 份（漏

答或答案明顯呈現特殊規律者），剩餘有效問卷 127 份，回收率 63.5％。分析回

收率低的原因可能是採自願填寫方式，部分單位負責人並無統一發放時間，而以

交班方式告知同仁，有些人會忘記填寫或無意願參加，有些填妥後忘記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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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將回收問卷篩檢整理、資料譯碼及建檔後，再使用 SPSS for window 12.0

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之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表 3-3、表 3-4 所示。 

表 3-3  研究資料使用之描述性統計 

變項 統計資料 

年齡 平均數、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教育程度 次數分配、百分比 

婚姻狀況 次數分配、百分比 

是否在職進修 次數分配、百分比 

服務年資 平均數、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現職單位服務年資 平均數、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任職單位 次數分配、百分比 

職稱 次數分配、百分比 

照護罕病疾患的經驗 次數分配、百分比 

※曾經執行過的照護內容 次數分配、百分比 

※照顧個案時最大的困難 次數分配、百分比 

※遇有問題時的尋求管道 次數分配、百分比 

研習經驗 次數分配、百分比 

※曾經參加過的相關課程及活動方式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曾進修過的課程內容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罕病教育研習活動滿意度 次數分配、百分比 

※不滿意之原因 次數分配、百分比 

獲得罕病知識的管道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罕見疾病知識 平均數、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得分百分比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 分項平均數、分項標準差、單題平均分數 

罕見疾病在職教育課程內容之需求程度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罕見疾病教學方式喜歡的程度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罕病研習的獎勵方式喜歡的程度 次數分配、百分比、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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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對應研究假設的資料分析方法 
研究假設 自變項 依變項 資料分析方法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任

職單位、職稱 
ANOVA 

年齡、服務年資、現職單

位服務年資 
Pearson 相關 
regression 

1. 罕見疾病知識因個人基

本資料的不同而有顯著

差異 
 

是否在職進修、照護罕病

疾患的經驗、研習經驗、

獲得罕病知識的管道 

罕見疾病知識得分 

t 檢定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任

職單位、職稱 
ANOVA 

年齡、服務年資、現職單

位服務年資 
Pearson 相關 
regression 

2.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因個

人基本資料的不同而有

顯著差異 
 

是否在職進修、照護罕病

疾患的經驗、研習經驗、

獲得罕病知識的管道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得分 

t 檢定 

教育程度、婚姻狀況、任

職單位、職稱 
ANOVA 

年齡、服務年資、現職單

位服務年資 
Pearson 相關 
regression 

3. 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

因個人基本資料的不同

而有顯著差異 
 
 是否在職進修、照護罕病

疾患的經驗、研習經驗、

獲得罕病知識的管道 

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

得分 

t 檢定 

4. 研究對象的罕見疾病知

識與罕見疾病教育態度

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得分 罕見疾病知識得分 Pearson 相關 

5. 研究對象的罕見疾病知

識與罕見疾病在職教育

需求有顯著的相關性 

罕見疾病在職教育課程內

容之需求得分 
罕見疾病知識得分 Pearson 相關 

6. 研究對象的罕見疾病教

育態度與罕見疾病在職

教育需求有顯著的相關 

罕見疾病在職教育課程內

容之需求得分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得分 Pearson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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