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內容主要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步驟以及資料處

理與分析等五節，依序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橫斷式調查法，藉由溫泉業者之背景資料變項、安全管理認知、安

全管理態度等面向，探討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現況及其相關因素。本研究之架

構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篩選出執行安全管理之軟硬體設施及影響因素，進

一步發展出圖 3-1 之研究架構。 

構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篩選出執行安全管理之軟硬體設施及影響因素，進

一步發展出圖 3-1 之研究架構。 

  

  

  

  

  

  

  

  

  

  

  

  
  
  
  
 
  
 

  
  
  
 
  
 

  
  

背景資料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教育背景 

 經營屬性 

 職稱 

 年資 

 規模 

 衛生管理人員 

 衛生管理人員編制 

 在職訓練 

 在職訓練次數 

 事故傷害經驗 

 事故傷害處理單位 

 事故傷害處理人員 

 責任醫院或診所 

 救護車到達時間 

 自認安全程度 

安全管理認知 

 安全管理影響因素瞭解度 

 安全管理工作內容項目 

安全管理態度 

 安全管理影響因素的態度 

 安全管理工作內容執行態度 

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補充及檢查急救箱用品 

 維護緊急求救鈴 

 維護換氣設備 

 維護採光設備 

 維持地面及臺度防滑材質之

功能 

 排水良好 

 浴池設計 

 合格衛生管理人員之繼續進

修 

 禁忌及注意事項完整及正確

性 

 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

應變措施 

 水質自我檢測 

 溫泉標章 

 循環過濾系統 

 員工 CPR 訓練 

 安全管理影響因素執行度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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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礙於主、客觀因素，無法全面探討全臺灣溫泉業者安全管理的現況及

影響因素，只能選取某區域來進行探討，研究地區及研究母群體分別敘述如下。 

 

一、 研究地區 

臺北縣烏來溫泉區開發程度與臺北市北投溫泉區均列為熱門等級，但關於溫

泉健康領域的相關研究多以臺北市北投溫泉區為主，且根據消費者基金會於 2003

年針對安全設施與警告標示所作的調查中顯示，以烏來鄉溫泉業者標示不周全的

家數最多，且 2007 年的安全告示及求救鈴測試調查對象為及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所作的

調查地區均不包括烏來鄉，因此本研究特別選定臺北縣烏來鄉作為研究地區，期望

建立溫泉安全管理的資料庫。 

 

二、 研究母群體 

以臺北縣烏來鄉溫泉業者為研究對象，凡 2008 年登記於臺北縣政府衛生局營

業衛生管理稽查名單中位居烏來鄉之溫泉業者，均為調查對象，經篩選刪除重複

的資料，逐一輸入並建立檔案名冊，共 56 家的業者為本次研究之母群體，以家數

為單位，每家發出 2 份問卷，一份給部門主管，另一份給任一位實際工作人員，

總計發出問卷數 1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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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設計的測量工具為自行編製之結構式問卷，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臺

北市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臺北市營業場所衛生標示內容及溫泉浴池水質衛生

基準、營業衛生基準中所規定之內涵為基準，作為本研究之範圍。問卷乃根據研

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架構及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後擬定，並經由專家學者建

議修編而成。內容包含五個部份。 

 

一、 背景資料 

    此部分十六題，包含性別、年齡、職稱、教育程度及背景、職稱、年資、經

營屬性、規模、衛生管理人員及編制、在職訓練、事故傷害經驗、事故傷害處理

人員及場所、責任醫院或診所、自認安全程度。 

 

二、 安全管理認知 

     此部分二十二題，包含安全管理影響因素（政策、組織、規劃、執行與持續

改善）瞭解度、安全管理工作內容項目（相關法規所規定之設置緊急應變措施、

營業衛生自治條例主管機關、溫泉標章、緊急求救鈴、採光設備、合格衛生管理

人員、禁忌及注意事項之張貼等項目）。採用「是」、「不是」及「不知道」作答方

式，計分方式為答案正確給 1 分，答案錯誤與答「不知道」者給 0 分。得分愈高，

表示研究對象對於安全管理的認知程度愈好，得分愈低，表示研究對象對於安全

管理的認知程度愈差。 

 

三、 安全管理態度 

    此部分預計二十四題，主要目的在暸解研究對象對安全管理的正向或負向評

價，包含安全管理影響因素（政策、組織、規劃、執行與持續改善）及安全管理

工作內容項目的執行態度。採Likert Scale 五分量表計分，依「非常重要」、「重要」、

「中立意見」、「不重要」、「非常不重要」分別給5分至1分，得分愈高，表示研究

對象對於安全管理的態度愈正向，得分愈低，表示研究對象對於安全管理的態度

愈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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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全管理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此部份四十四題，主要目的在於瞭解研究對象近一年內對於執行溫泉安全管

理的實際情形，檢核內容分為十五項：（一）補充及檢查急救箱用品、（二）維護

緊急求救鈴、（三）維護換氣設備、（四）維護採光設備、（五）維持地面及台度防

滑材質之功能、（六）排水良好、（七）浴池設計、（八）合格衛生管理人員之繼續

進修、（九）禁忌及注意事項完整及正確性、（十）遭糞便或嘔吐物污染之緊急應

變措施、（十一）水質自我檢測、（十二）溫泉標章、（十三）循環過濾系統、（十

四）員工 CPR 訓練及（十五）安全管理影響因素執行度。採 Likert Scale 五分量

表計分，由研究對象以一年內實際執行各項安全管理措施狀況進行勾選，76％-100

％做到為「完全做到」給 5 分，51％-75％做到為「大部份做到」給 4 分，26％-50

％做到為「部份做到」給 3 分，1％-25％做到為「少部份做到」給 2 分，「完全無

法做到」給 1 分。得分愈高，表示研究對象對安全管理的安全管理執行現況有較

佳的評價。 

 

五、 執行安全管理之困難與建議事項 

此部份採開放式問卷，總計三題。第一題主要目的在暸解研究對象在執行安

全管理時所面臨的困難；第二題為暸解研究對象執行安全管理時的建議事項；第

三題瞭解研究對象對於現行溫泉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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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步驟 

    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以自填式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資料，收集溫泉業者執

行安全管理之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以探討執行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之認知、態

度、以及安全管理執行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研究步驟如下： 

 

一、 行政聯繫 

首先函請臺北縣政府衛生局承辦溫泉相關業務之科室取得同意與合作，由臺

北縣衛生局函請各業者之負責人協助問卷收發事宜。 

 

二、 問卷設計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架構及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後擬定問卷初稿。 

 

三、 專家效度分析 

為確定問卷是否能達成研究目的，問卷初稿擬定後，函請國內衛生教育、觀

光事業管理、旅遊健康、溫泉協會、業者等專家學者，共八位進行審查（見附錄

一），針對問卷內容的正確性、適用性、需要性，逐題進行內容效度評定，使問卷

內容更符合研究所需。 

在專家效度之評分方面，將效度考驗專家函（見附錄二）郵寄或親自送達，

請其依據評定標準，分別為「適當可採用」、「修改後可採用」、「不適當應刪除」，

逐題進行評分，兩週後共回收八位專家意見，整份問卷之內容效度指標（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為 0.90，根據專家學者之建議，不論整份量表或每一個題目，

內容效度指標通常至少都要達到 0.90，甚至是 0.90 以上（Waltz,Strickland＆

Lenz,1991），故此份問卷保有一定水準的內容效度。 

綜合專家之意見後，針對部分題目做以下修改統整（詳見附錄三），完成問卷

初稿（見附錄四），並進行預試。 

（一） 修改部分文辭使問卷內容更為流暢。 

（二） 更改部分題目之順序，使答題更流暢（若發生事故傷害時，貴公司是

否有專屬單位（如：醫務室）負責送醫前之醫護處理？與若發生事故

傷害時，貴公司是否有專人負責送醫前之醫護處理？兩題互換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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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改部分題目，使其更符合實務（背景資料部分：職稱增加項目、衛

生管理人員獨立一題、員工人數分為專任及兼任、救護車抵達時間增

加 5 分鐘以內此選項。認知部分：交通部觀光局及溫泉標章審核標準

分為兩題。安全管理執行現況部分：增加 CPR 之訓練、CPR 證照之

取得、溫泉水池之循環過濾設備是否定期清理、濾材定期更換等問

題。問題及建議部分：增加對現行安全管理工作有何建議）。 

（四） 增加填答者答題的空間，將年資取消相關數字組距之勾選，改以開放

式問題由填答者依實際數字填答。 

 

四、 預試 

專家效度分析後，為進一步瞭解問卷實際施測時所可能發生的問題，行政聯

繫溝通後，以臺北市溫泉發展協會之會員 15 家業者為預試對象，每家發出兩份問

卷，一份給部門主管，另一份給實際工作者進行填答。針對問卷內容是否能調查

出溫泉業者執行安全管理之現況、暸解問卷填答過程是否有困難及問卷填答所需

的時間等進行預試，由臺北市溫泉發展協會協助聯絡會員並進行預試施測，於 2008

年 4 月 8 日寄發問卷及禮品 30 份，並於 2008 年 4 月 18 日回收完畢，共回收有效

問卷 26 份，包含部門主管及一般員工各 13 份，有效回收率 86.7％。 

預試資料收集後，進行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Cronbach，s α），本研究依據題

目類型將刪除標準分為兩類： 

（一） 知識題目之刪除標準：根據難度及鑑別度作為刪題標準。難度最好

介於 0.20-0.80 間，是非題形式以 0.55-0.85 為選擇標準。鑑別度 0.4

以上，為非常好的題目；0.3 以上，試題優良可用，可能需要細部修

改；0.2 以上為邊緣題目，通常需要大幅修改；0.2 以下為不好的題

目，需淘汰或重新修改（吳明隆、涂金堂，2008）。故選擇標準為難

度 0.55-0.85，鑑別度 0.2 以下刪除。 

（二） 量表題目之刪除標準：根據單題得分與該量表總分之相關低於或等

於 0.3 為刪題標準（吳明隆、涂金堂，2008）。 

     各量表之信度及刪題情形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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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管理認知 

    安全管理認知量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0.72，顯示內部一致性尚佳。另外各

題的鑑別度及難度所得結果如表 3-1。問卷初稿有 23 題，依據知識題目的刪題標

準，刪除第 23 題，其中第 1、17 題因介於難度臨界值，但鑑別度不足，故予以修

改後保留，將第 1 題改為「安全管理需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及第 17 題改為

「交通部觀光局為負責溫泉標章認證之單位。」，而第 9 題雖介於難度臨界值，但

鑑別度足夠，故予以保留，正式問卷認知題目為 22 題。 

 

表 3-1 預試認知題目難度及鑑別度指數 

題號 題目 難度（P） 鑑別度（D） 修正情形

1 安全管理應獲得高階主管的承諾。 0.86 0.25 修改

2 安全管理政策需為公司整體策略

的一部分。 0.70 0.56 保留

3 安全管理工作應明確的設定安全

目標。 0.79 0.50 保留

4 公司的組織職掌明確有助於安全

管理工作的推動。 0.83 0.56 保留

5 需成立一個專門的組織（例如：安

全管理團隊）負責執掌安全管理工

作。 
0.86 0.25 保留

6 安全管理工作需要一個強而有力

的推動人員。 0.84 0.34 保留

7 安全管理團隊的責任包括連結社

區資源。 0.88 0.25 保留

8 安全管理工作需製作成標準作業

說明書(SOP)。 0.83 0.56 保留

9 員工訓練應包含安全管理此部分。 0.86 0.25 保留

10 消費者發生事故傷害時，應徹底調

查發生原因。 0.63 0.72 保留

11 應特別針對可能發生的事故傷害

做緊急應變計畫。 0.81 0.56 保留

12 大眾池應備有水質遭糞便或嘔吐

物汙染之緊急應變措施。 0.75 0.34 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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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預試認知題目難度及鑑別度指數（續一） 
題號 題目 難度（P） 鑑別度（D） 修正情形

13 安全管理包括定期檢查硬體設施

（如：急救箱、通風設備等）的保

養情況。 
0.79 0.50 保留

14 詳細記錄事故傷害的發生對於安

全管理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0.75 0.34 保留

15 營業衛生管理自治條例是由各縣

市自行擬訂。 0.69 0.63 保留

16 臺北縣已訂定臺北縣營業衛生自

治條例。 0.72 0.33 保留

17 交通部觀光局為申請溫泉標章認

證之單位。 0.88 0.25 修改

18 溫泉標章審查標準中包含「標示溫

泉使用禁忌及注意事項」。 0.79 0.50 保留

19 建築物建造時就設置緊急求救鈴。 0.72 0.61 保留

20 營業衛生基準中規定，溫泉場所照

明應在100米燭光以上。 0.75 0.34 保留

21 衛生管理員之姓名應標示於明顯

處。 0.70 0.56 保留

22 溫泉營業場所應標明泉質、泉溫、

PH值等數據，有助於消費者安全與

衛生防範。 
0.61 0.56 保留

23 工作人員專業知識不足，將會使泡

湯者產生安全風險。 0.94 0.13 刪除

 

（二）安全管理態度 

    安全管理態度量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0.97，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根據刪

題標準，安全管理態度量表中，所有題目由於單題得分與該量表總分之相關皆高

於 0.3，故該部份所有題目未刪除，合計安全管理態度部份共 24 題。 

 

（三）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安全管理執行現況量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0.95，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根

據刪題標準，安全管理執行現況量表中，所有題目由於單題得分與該量表總分之

相關皆高於 0.3，故該部份所有題目未刪除，正式問卷執行態度題目為 4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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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正式施測 

研究者最後依據預試樣本之作答情形、並針對問卷題目之內部一致性進行信

度考驗、鑑別度及難度分析，將信度不佳者、或鑑別度及難度不佳者予以剔除或

修改，保留信度、鑑別度及難度佳者，最後將問卷初稿修正，完成正式問卷（見

附錄五）。 

以臺北縣烏來鄉溫泉業者為研究對象，凡 2008 年登記於臺北縣政府衛生局營

業衛生管理稽查名單中位居烏來鄉之溫泉業者，共 56 家業者為本次研究之母群

體，以家數為單位，每家發出 2 份問卷，共發出總問卷數 112 份。由於安全管理

端賴於部門主管的決策及所有員工的責任，故由部門主管及任一位實際工作人員

填寫問卷，若部門主管因故無法填寫，則由兩位實際工作者進行填寫。由臺北縣

政府衛生局協助聯絡業者並以郵寄問卷進行施測，問卷正式施測時間於 2008 年 5

月 22 日寄發問卷與禮品 112 份，截止寄回日期於 2008 年 5 月 30 日回收完畢。 

考慮郵寄問卷方式之缺點，擬定補救辦法，乃於 2008 年 6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

及 6 月 9 日至 6 月 10 日，共進行兩次催收，催收方式以電訪等方式進行，若問卷

遺失者，再行補發一份，並促請盡快寄回，使問卷回收率達 50％以上，部份作答

不完全者，再採電訪之方式取得可疑資料或遺失資料。 

催收問卷過程中發現，13 家業者已歇業，1 家為休閒渡假村，沒有任何的溫

泉設施，扣除此 14 家，總計母群體為 42 家的業者。 

截至 2008 年 6 月 13 日，收回 43 份問卷，另外超過 6 月 13 日後有 4 份問卷

寄回，回收後逐一審閱，無效問卷 0 份；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47 份，有效回收率 56.0

％。由於臺北縣未制定營業衛生自治管理條例，不能強制要求溫泉業者填寫問卷，

雖經過兩次催收，但回收率依然偏低。 

根據正式施測回收的有效問卷，安全管理認知部份 Cronbach，s α值為 0.94；

安全管理態度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 0.97；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Cronbach，s α值為

0.96，顯示量表內部一致性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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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在資料蒐集完成後，首先整合與歸納開放式問題的答案，其次再將結構式問

題答案進行編碼建檔，再以 SPSS 12.0 中文統計套裝軟體，進行描述性和推論性統

計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說明如表 3-3： 

 

一、 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一） 以次數分配、百分率描述基本資料（性別、教育程度、教育背景、經

營屬性、職稱、年資、規模、衛生管理人員、衛生管理人員編制、在

職訓練、在職訓練次數、事故傷害經驗、事故傷害處理單位、專故傷

害處理人員、責任醫院或診所、救護車抵達時間及自認安全程度）之

分佈。 

（二） 以平均數、標準差進行年齡、年資、員工人數、自認安全程度及安全

管理認知、安全管理態度、安全管理執行現況之分佈情形。 

二、 推論性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 

（一）以 t 檢定（t test）來探討背景資料兩類別的自變項（性別、在職訓練、

事故傷害經驗、事故傷害處理單位及事故傷害處理人員）對於安全管

理認知、安全管理態度及安全管理執行現況等依變項是否有統計上的

差異。 

（二）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來探討三類別以上變項的背

景資料變項對於安全管理認知、安全管理態度及安全管理執行現況等

依變項是否有統計上的差異，若變異數同質，則採 F 值，若變異數不

同質，則採校正後之 Welch 值。其中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者，再進行

事後比較，若變異數同質，採用薛費氏（Scheffe Method）事後比較，

若變異數不同質，則採用 Dunnett T3 事後比較。 

（三）以 Pearson 積差相關來探討安全管理認知、安全管理態度與安全管理執

行現況間之關係。 

（四）以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來分析背景資料變項、安全管

理認知及安全管理態度是否能有效預測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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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統計分析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統計方法 

一、 瞭解研究對象背景資料

之分佈情形。 

一、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分

佈情形為何？ 

百分率、次數分配、平均值、

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二、 瞭解研究對象安全管理

認知、安全管理態度及

安全管理執行現況之分

佈情形。 

二、研究對象之安全管理認

知分佈情形為何？ 

三、研究對象之安全管理態

度分佈情形為何？ 

四、研究對象安全管理之安

全管理執行現況為何？ 

百分率、次數分配、平均值、

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三、 探討研究對象背景資

料、安全管理認知、安

全管理態度與安全管理

執行現況間之關係。 

五、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與

安全管理認知、安全管理

態度、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之關係為何？ 

 

t檢定、變異數分析： 

探討性別、教育程度、教育

背景、經營屬性、職稱、衛

生管理人員及編制、在職訓

練、事故傷害處理單位及人

員、責任醫院或診所、自認

安全程度之不同，其在安全

管理執行現況之差異 

四、 探討安全管理認知、安

全管理態度與安全管理

執行現況三者間之關

係。 

六、安全管理認知、安全管理

態度與安全管理執行現

況間之關係為何？ 

Pearson積差相關： 

探討安全管理認知、安全管

理態度與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間之相關 

五、 探討研究對象之背景資

料、安全管理認知及安

全管理態度對安全管理

執行現況之預測。 

七、研究對象之背景資料變

項、安全管理認知及安全

管理態度是否能顯著預

測安全管理執行現況？ 

多元線性迴歸 

六、 瞭解研究對象執行安全

管理之困難與建議。 

八、研究對象執行安全管理

之困難與建議為何？ 

百分率、次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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