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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充能教育方式介入

之成效；第二節 情境分析類目之分析；第三節時間序列之分析；第四節整

體充能歷程。

第一節 充能教育方式介入之成效

本研究結果顯示，充能教育介入後對提升心理充能與心理充能之自我

效能次量表有顯著成效。儘管未能有實驗性研究與本研究有相同的發現，但

從學者所提出充能的理論中所陳述的過程與結果可知，充能發生確實是個人

發展個人力量的感受，是一個可以影響他人以及一個可以與他人ㄧ同努力改

變社會機構的能力(Gutierrez, 1990; Kirkman &Rosen, 2000)，也就是說當個

人在經歷充能過程中感受自己對於情境有控制感，認為自己對環境能有所影

響(Thomas & Velthouse, 1990)。因此，透過課程與團體意識覺醒活動能讓參

與者感受個人在工作上是具有影響力的。充能教育對心理充能之自我效能次

量表有重要影響。心理充能之成效顯然來自於自我效能的成效。此結果應證

Conger 與 Kanungo(1988)所提移除無力感與增進自我效能之步驟，亦符合學

者所提出授權賦能最主要的成果是提升員工的能力及自我效能的論述

（Barner, 1994）。自我效能屬於個人/心理層面充能的要素之一，也是較多研

究所容易觀察與測量的變項(張麗春、黃淑貞，2004)，因此本研究與多數實

驗性介入研究結果相似，自我效能(郭寶蓮，2002；賴妙芬，2004；DeCoster

& Geroge, 2005; Tsay, & Hung, 2004)與心理充能(Siu et al., 2005)是介入後主

要的改變成效。社工領域專家 Gutierrez 等人(1995)提出團體運作產生充能，

從批判意識與團體感的觀點說明團體參與對於充能產生的必要性，藉由集體

經驗能減低自我責備感，有助於釐清現存問題背後的原因，能夠帶來彼此分

享的信念，提升意識，使參與者能有效移除無力感，作為充能發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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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充能教育未能提升心理充能之工作意義向度。由於

兩組之在工作意義的前測得分達 12 分以上，為四個向度最高，屬於 80%以

上的高分，顯示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的工作意義高，故後測顯著提升的空間可

能有限。

充能教育介入未能有效提升實驗組之組織充能的成效。導致此結果的

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主要的設計是以「由下而上」動機層面思維為基礎要

(Conger & Kanungo, 1988)，針對組織充能介入之設計主要採取被動方式，

在是建構在個人認知詮釋轉變，再輔讓上級組織成員到課程之中進行組織對

話，在課程中宣導衛生局之宗旨、目標與理念。針對學員所提出針對組織之

建言與以具體回應，必要時能提供相關資源，藉以達到讓學員感受接近組織

之機會、訊息、支持與資源，此與 Kanter(1977)所提直接從組織層面設計，

藉由授權與分享決策的方式來達到組織充能的論點有所不同。由 Laschinger

等人(2004)研究結果可知，儘管組織歷經為期半年之人力重整以及任務重新

安排等組織改造，組織充能亦未能顯著提升。由此可知，依據員工充能理論

來看，環境因素必須透過個人認知詮釋才能產生對於充能之影響，因此要在

介入後產生組織充能的立即成效似乎較為困難。此外，組織參與在研究實際

執行上受限於衛生局的理念與支持程度，實驗組進行中課程負責單位之課長

蒞臨，期間參與不多。最後對話的過程是由學員主導，衛生局算是配合參與。

因此以「由下而上」，由學員在過程中經歷充能後進行組織對話。是否因為

這樣的運作形式不同產生不同的介入成效，需要未來相關研究再深入探討。

由於組織充能在本研究介入程度不高，故從組織或外在結構提升個人

感受的成效亦不佳，因此本研究在心理充能中的自我決策部分亦未能呈現成

效。Boudrias、Gaudreau 與 Laschinger(2004)與提到，自我決策主要是由內在

動機的概念衍生出來的，必需要透過個人內在詮釋與轉化，才能產生自我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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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感受，儘管內在動機對於自我決策有重要影響，外在環境對於自我決策亦

會造成影響。此與心理充能自我決策在心理充能所參照 Ryan 與 Deci 所提

出的論述相符，其 2000 年的文章亦提出外在環境對自我決策造成的影響。

也因此，許多研究不斷提出組織充能對於心理充能的加乘效果，亦符合本研

究所沿用 Thomas & Velthouse(1990)之充能認知模式的論述，心理充能受到

詮釋型態與外在環境影響，其中包含自我決策向度。

本研究依據相關研究提出充能介入產生充能感受進而提升工作滿意

度、工作生產力以及創新行為。在這些假設中，在工作滿意度方面未獲得支

持。儘管多數橫斷性研究提出充能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認為充能有助於提

升工作滿意度，亦有學者經過以結構方程式來驗證相關理論模式(Laschinger,

& Finegan, 2005; Laschinger, Finegan, & Shamian, 2001; Laschinger, Finegan,

Shamian, & Wilk, 2004)。本研究介入充能變項在工作滿意度未能呈現結果。

原因之一可能是本研究的後測成效問卷是在介入後四週收集，四週的時間是

否能讓學員運用充能技巧產生充能感受而改善工作滿意度，仍是一個有待探

討的問題。此外，實際現況中，員工的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生產力的影響因素

眾多，特別是工作滿意度，Herzberg 等人(1959)提出的工作滿意度包含兩個

向度除了動機因素(motivator factor)是本研究可以藉由充能歷程加以改變之

外，另外一個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包含監督、領導方式、工作環境、

人際關係、公司政策與管理方法，儘管橫斷性研究證實充能影響工作滿意

度，但這些因素似乎是本研究無法介入或是介入後無法產生立即改變的，而

使得介入效果未能呈現。劉潔心等人(2006)研究發現，合併組織充能與心理

充能起來針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分別為 37.4%，由此可知，除本研究介入

之變項外，學員仍可能受到外在環境諸多的影響，使得介入效果受到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充能教育介入後能有效提升工作生產力，此與許多橫



176

斷性研究有相同發現，研究證實充能與工作表現(Manojlovich, 2005)或是工

作效率的關係(Laschinger, & Donna, 1997; Laschinger & Havens, 1996;

Laschinger & Wong, 1999)，特別是與員工自評工作效率有關( Spreitzer,

1995b)。介入性研究也證實經過充能介入後，員工在工作上更能展現自我管

理，要求自己達到目標(Arneson, & Ekberg, 2005)，護理人員能展現更多實務

工作的表現(謝玉娟，1997)。上述觀點支持本研究結果，當員工經歷充能過

程，轉化個人能量與行動，認為自己更能達到工作目標，完成計畫，並能協

助單位達到目標。

Spretizer(1995a b)提到兩個很重要的充能結果，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創

新行為。創新行為與充能的關係已經在許多橫斷性研究獲得證實(Amabile et

al., 1996；Spretizer, 1996)，亦是本研究介入後的重要成效，深入探究原因發

現，學員在課程與團體互動中能分享並且獲得不同成員在執行工作業務的經

驗與看法，轉化為個人行動計畫，並能在下一次課程或團體討論中得到驗

證。透過課程、行動計畫與團體經驗分享以及課後私下的討論，營造出「創

新行為的氛圍(climate for innovation)」，這正是激發創新行為重要的要素

(Scott & Bruce, 1994; Unsworth, Wall & Carter, 2005)。Scott 與 Bruce(1994)研

究驗證創新行為的理論中，支持創新行為(support for innovation)與資源提供

(resource supply)共稱之為創新行為的氛圍，包含創新支持、差異性以及個人

承諾。這些正是本研究所營造出的團體運作氛圍，亦是課程活動，因而有助

於產生創新行為。Unsworth、Wall 以及 Carter(2005)提出創造力的理論架構，

並且以 2070 位英國醫院員工進行結構方程式之驗證，結果證實創造力是創

新行為之必要條件之一，充能的有助於提升創造力。Leyshon(2002)提到護理

人員充能的議題，基於 Bandura(1977)與 Egan(1994)所提的論述，他認為以

認知過程來看待充能，創造行為改變是在於心理層面的處置和諮商而不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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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經驗釋放有助於達到解放的自由。此與本研究所運用的工作坊介入方式

相吻合。上述研究印證本研究以課程教學合併團體運作之充能教育確實有助

於讓員工產生創新行為。

第二節 情境類目之分析

本節針對行動計畫與工作坊之情境類目結果進行討論，包含覺醒與行

動、繁重業務的困境、微觀思維下的關注、轉型後看不見的危機、轉型後全

能的假象與充能時間的合適性。

一、覺醒與正向行動

由正負向行動計畫的結果可知，透過充能教育過程，學員開始有覺醒、

省思的行動，隨著時間進展開始會計畫讓自己更投入、在工作上思考民眾需

求，並能自我充能與組織成員分享，能投入社區並能運用充能概念。此與多

數長期深入探討充能概念之學者所提出結果極為相近。Roberts(2000)提到，

護理人員必須透過建立專業認同的過程來改變受壓迫的感覺，這正是充能的

過程。經歷此過程，護理人員能從覺醒壓迫行為與循環中重新建立自我正向

形象，更投入護理工作，並且更能與其他領域合作。深刻感受與個案經歷充

能關係的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表示對於自己更具信心，更喜愛與個案關係，更

喜愛這份護理工作(Aston, Meagher-Stewart, Sheppard-Lemoine, Vukic, &

Chircop, 2006)。Chebat 與 Kollias(2000）也提到，充能讓員工對顧客的態度

與行為朝正面的影響，被充能的員工會更具自主力與彈性，這使他們覺得他

們的工作更好，並減少執行工作時所感受的壓力，進而增加執行工作相關任

務時的自信，與增加他們適應服務發生時不斷改變的環境之能力。

二、繁重業務的困境

負向行動計畫結果與工作坊所呈現無力感的陳述突顯當前公共衛生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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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身處於繁重業務量的困境。國內外針對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相關研究也

發現此問題，工作負荷量大、缺乏時間等資源是她們感受最大的壓力源(林

碧莉.何美瑤.曾麗琦.呂桂雲，2005；MacDonald & Schoenfeld, 2003)。

Falk-Rafeal、Fox 與 Bewick( 2005)的一項針對加拿大安大略省 2242 位公共

衛生護理人員進行為期 5 年的研究發現，由於人力結構的轉變，全職的第一

線與中階層主管在五年之間(1994-1999)顯著性的降低，這類人員多改為兼職

的方式聘任，這樣的問題導致公共衛生護理人員服務人數比由 3710:1 提升

到 4910:1，業務量增加之外，政策轉變促使業務型態由個人層面轉為社區/

政策層面，不僅複雜度增加，業務量的負荷也在人力不足的因素影響下更為

顯著。McMurray 與 Cheaper(2004)進行公共衛生護理人員之焦點團體訪談結

果也發現，工作量過大、資源與時間壓力限制社區護理人員執行公共衛生工

作，她們必須花費「自己」的時間完成計畫，達到目標。此結果與本研究工

作坊所提無力感來源正不謀而合。然而，我國目前尚未有類似這樣長期性追

蹤研究，在此次研究，研究者在與研究對象互動過程中不時聽見長官提及當

前公共衛生護理人員高流動率的問題，而成員亦抱怨人力不足下必須犧牲許

多個人時間，造成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的緊張關係，也突顯出人力不足造成業

務量增加造成工作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這是不利於充能的發展的。而實驗

組則能在工作坊的引導下在第三次與第四次團體互動中藉由成功與失敗的

經驗轉化無力感，重塑形象並勾勒未來行動方向，儘管礙於時間因素，未能

設計後續評估學員行動，所產生的充能歷程在未來後續研究上仍有一定的價

值。

三、微觀思維下的關注

由工作坊過程與互動內容的結果顯示，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的工作經驗

上關注的部分在於與人的關係建立、任務的完成以及弱勢照護等三方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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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此結果可知，經過充能團體運作，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嚐試跳脫問題的

表象，開始能討論並且關注巨觀層次的議題，例如弱勢問題以及衛生所主任

的關係，並能從民眾關係中獲得成就。但從情境向度所歸類的項目不能發

現，護理人員在意的成就還是在完成工作，如果不能完成工作就認為自己是

失敗的。儘管他們探索無力感時頻頻抱怨目標數與量性的考核不切實際，衡

量自己成功與否實卻也跳不開這些迷思。Anderson 與 Funnell (2005)論述中

提出充能運用的議題，他認為醫療與專家的父權思維對於醫療專業有著深遠

的影響，他點出充能在醫療專業人員心中的掙扎與困頓，其實是舊典範下亮

出新技巧(old paradigm trumps new technology)，即使給予醫療專業人員關於

糖尿病充能技巧的課程，由他們演練出的情境還是圍繞著如何「增加病人遵

從性」的傳統急性照護典範，這些都是非意識所存在的既有思維。Itzhaky,

Gerber 與 Dekel (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與社會工作者相較之下，護理人員

在充能措施上較屬於微觀角度，隱含著缺乏從社會行動的理論下的巨觀思

維，他們著重的服務多是治療性關係與溝通性的技巧，社工則關注社會行動

技巧。不同於社工巨觀的思維，護理人員較著重於治療過程所帶來的較關注

每日工作重點與立即效益而非社會行動下的長期效益。對於公共衛生護理人

員來說，現實醫療導向的評核壓力下，充能技巧的應用要真的回應到充能典

範在未來仍有努力的空間。

四、轉型後看不見的危機

「看不見」(invisible)的危機開始對公共衛生護理專業造成相當程度的

影響，從管理階層、政策制定者到社區護理專業工作者開始對於公共衛生所

提供的服務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混淆，這些正是公共衛生護理轉型下的危

機，導致這些因素的原因之一是公共衛生護理業務的轉型，從過去地段管理

的模式改變為業務或是社區導向，讓許多看得見的業務例如訪視、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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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效減少(Chalmer et al., 1998; Grumbach et al., 2004; MacDonald, &

Schoenfeld, 2003 )，而當前政策例如社區有關的能力在學校教育中並未能有

足夠的訓練，造成他們在專業角色上產生混淆，也不知道如何呈現自己的工

作成效(Bramadat, Chalmer & Andrusyszyn, 1996; Schoenfeld & MacDonald,

2002; Zabner, & Gregig, 2005)，這樣的結果會更讓她們感受不到未來願景，

此與本研究所發現的結果完全相同。McMurray 與 Cheaper(2004)的焦點團體

過程發現，地段護士認為，缺乏對於角色功能的確認，她們不受其他專業者

重視，焦點團體中提到因為她們的工作被人為是女性工作，在醫療體系屬於

較低階，不被看見(invisible)。針對這樣的情形，Gebbie 與 Hwang(2000)從此

觀點強烈提出必須從學校教育與在職教育著手，從增強社區以及巨觀層級的

教育來讓公共衛生護理更有能力面對未來挑戰，並從確認角色功能中來提升

自我對專業的肯定。

五、轉型後全能的假象

在從各層次分析工作現況之後，學員省思到自己是「全能公共衛生護

理人員的假象」，此與陳秋芳(2001)的研究相似，這樣的問題其實是隱含在

上段所述的危機之中，因為在政策快速轉變中缺乏對個人角色有清楚的定

位，並且相關業務所需技能卻未能受到足夠的裝備，所以認為自己什麼都要

會但是卻什麼都不精。研究也發現，對於公共衛生護理人員而言，社區角度

與行銷概念的訓練相對的不足(Falk-Rafeal et al., 2005)。學員雖然在過程中也

提到要重塑自己的角色，但由於時間受限，加上專業重塑與定位牽涉範圍甚

廣，因此只達到共識而已。因此，護理教育學者與衛生主管機關應正視此問

題，藉由共同合作來規劃學校教育與在職教育以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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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充能時間的合適性。

時間過短可能是本研究部分變項未能呈現效果的原因之ㄧ。短時間的

充能教育讓學員產生充能感受並能運用於實務的成效似乎仍有討論的空

間。Adolfsson 等人(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經過 2 天充能工作坊訓練之後，

基層醫療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感受到他們在傳統角色上存在著衝突。「知道是

一回事，將它付諸實行又是另一回事」。仍有學員反應工作負荷量太大，儘

管他們想做，仍無法真的去應用這些技巧。研究者提到，要將新技巧付諸執

行時，長時間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第一線基層人員來說，缺乏資源與

時間是推動新的工作模式的障礙。相關文獻的充能介入時間維持在 12 小時

左右，因介入對象不同，時程上可能從兩天結束到維持 12 週不等(詳見表

2-5.2)。針對醫療工作者，如營養師、醫師、護理人員等的介入課程多以兩

天或四週即結束，可能因為受限於工作時間限制，若長時間離開工作單位接

受課程可能會影響工作。Wu 等人以及謝明珠(2003)之介入時間超過 4 週，

但這些研究進行的地點多半是在受教者的工作單位，而不是將他們從工作場

域抽離，故在時間上的限制可能較小。因此，針對第一線之實務工作者的充

能教育，必須仔細評量理論上產生介入效果的時間與實際上工作人員可以抽

離工作單位的時間，以期能使研究產生成果，而參與者仍能兼顧工作。

第三節 時間序列之分析

一、行動計畫歷程

Foster-Fishman, Salem, Legler, 與 Yapchai (1998)提到充能需要以不同

的方法探究其多元的意涵。因此本研究以量性與質性研究法來收集學員之充

能感受，在依據情境與時間向度試圖將研究結果架構出來。這樣的方法確實

能更呈現充能多元與豐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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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能研究所應用的研究方法眾多，儘管不同研究法，發現似乎呈現著

類似的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省思與覺醒是發展充能過程首要出現的步

驟，此與 Arneson 與 Ekberg(2005)的研究與本研究行動計畫呈現學員充能過

程之行動轉變歷程相近。學員在充能過程中藉由喚起對於環境進行批判性覺

醒，將客觀環境內化、覺知與解釋為解放的而非限制的情境(Zimmerman,

1995)。Johns(1999)提到，省思引發充能在於過程中讓參與者透過發覺自己

內在的聲音(voice)來了解個人的價值觀與信念，這是必須藉由引導而來。從

學員行動計畫結果連結工作坊內容不難發現，實驗組透過協同教育者的引導

所產生的行動計畫確實讓學員在工作坊中表達理解過去加劇無力感的因

素，通過理解他們的現實和採取行動可能出現的結果，無力感發生改變和獲

得改變的機會。

本研究行動計畫在時間歷程上發現，結合質性分析結果合併量性數據

看出過程中學員行動計畫呈現正負向消長。特別是負向行動計畫逐次消失。

此與 Kaminski 等人(2000)的研究有類似發現，在充能過程中的正向感受隨著

過程進展越來越高，出現頻率也較多。Campbell 與 Martinko(1998)也提到充

能與無助感像是一條線的兩端，隨著充能感受增強，無助感的負向特質也會

隨之減低。顯示充能的發生會讓學員朝向正向的方向發展。本研究所歸類出

的正向行動雖然未能呈現明顯逐次增加的情形，但卻可以發現實驗組的負向

評價隨上課次數而遞減。可見負向評價在充能過程中是可以逐漸移除。負向

評價是充能過程中首要處理的問題，也是造成無力感的頭號殺手(Gibson,

1991; Parson, 1991)。本研究學員負向行動評價感受逐次消失可算是達到充能

的第一步。

依據時間序列之結果顯示，學員行動歷程呈現「覺醒-投入-覺醒-行動」

類似螺旋循環的過程。覺醒與省思出現在行動之前，顯示本研究依據充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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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操作的課程與團體工作坊確實符合學者所提出的充能歷程(Freire, 1970;

Gutierrez, 1995; Parson, 1991)，Zimmerman(1995)提到，要讓個人感受充能必

須先喚起其對於環境進行批判性覺醒，並且要將客觀環境內化、覺知與解釋

為解放的而非限制的情境(Zimmerman, 1995)。Gutierrez 等人(1995)的研究亦

提出相同看法，充能藉由介入方法的產生，提升對階級與權力議題的意識

後，能主動參與個案改變過程、教導特殊技巧、相互協助、自我幫助與支持

團體的運用，有效實務的目標不是因應或適應，而是個人或社區真實的權力

的提升以採取行動去預防或改變她們所面臨的問題。

充能層級的拓展亦是本研究之重要發現，隨著時間進展，本研究參與

者呈現出更多的行動，並此擴展的層級從個人到組織進而到社區。如同 Jacob

(2001)的研究發現，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充能的概念化過程與其所運用的充能

策略以及藉由充能策略在其實務工作中帶來的成果，充能對於公共衛生護理

人員而言是一個意識演進的過程（process of evolving consciousness），充能

帶來的成果如同漣漪般的波紋泛開，為雙方在關係上（與家人及朋友、與健

康照護提供者）、在自我上（增加自信與自尊）以及在行為上（更健康的行

為與目標、直接的選擇、以及自我代言）帶來改變。本研究之結果印證學者

所提之充能層級(Israel et al., 1994)。

二、工作坊之歷程

本研究所呈現之工作坊歷程與 Conger 與 Kanungo(1988)所提之步驟，

並結合 Thomas 與 Velthouse(1990)提出的充能的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 of

empowerment)之步驟與內涵相符。Conger(1989)提到，充能是增強個人相信

他個人對他自己所能產生能力的信念。在此定義下，充能不單只是一系列外

在的活動，它是一個人們內在信念改變的過程。他認為 Bandura(1986)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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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亦即提供充能訊息的方法，讓成員面對壓力與焦慮時，能藉由正向

情緒支持-設計壓力釋放的活動，透過鼓勵的話語及正向勸說，並藉由觀察

他人的成功-成功的模範與與對任務正向成功掌控經驗來增強充能感受。此

與本研究所呈現之歷程相同。

此外，學員在工作坊中的經驗與互動過程呈現「低-高-低-高」情緒變

化，團體行動歷程亦呈現螺旋狀，工作坊的互動經驗層級則呈現漣漪狀態放

大，從個人走到組織進而到社區/社會，顯示在團體運作之下，學員除了對

無力感有更多方向的思考之外，也藉由團體經驗的增強形塑出行動，由個人

層級拓展至組織與社區層級，此與學者所提出論點相似(Freire, 1970; Kieffer,

1984)。Arneson 與 Ekberg(2005)研究結果發現，由下而上的方式，由學員所

主導，結果呈現出充能過程從覺醒、進而凝聚團體意識，藉由支持產生行動。

此論述正印證本研究之發現。

工作坊過程中學員覺察形象的同時也凝聚專業共識，陳秋芳(2001)針對

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研究發現，透過敘事方式進行對實務知識探索，她們經驗

震撼與掙扎，也體認到萬能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的負擔，她們亦在過程中凝聚

共識產生行動。儘管本研究屬於實徵性研究典範，過程依據充能原則，介入

時間雖然只有 24 小時，與行動研究長時間介入相較，本研究結果確實僅能

產生有限之影響，但仔細分析，本研究之充能過程與內涵與其它行動研究(張

菊惠，2002)之結果仍有相似點，仍可以看出成員在團體的察覺、認識、經

驗分享，引發主體意識，在問題的探索過程中激發出動機、能力、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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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整體充能歷程

本研究呈現充能歷程的螺旋模式，與 Shrestha (2003)的研究相似，透過

團體中成員彼此分享，藉由分享過程中針對問題提出看法並成為下次活動之

目標，藉此產生行動循環。本研究係以 Conger 與 Kanungo(1988)為基礎設計

充能教育與工作坊之課程，透過團體運作，藉由課程與團體對話，省思作業

以及行動計畫之擬定，充分掌握充能「對話-省思-行動」之螺旋過程，確實

可以讓學員在其中產生個人充能，尤其是自我效能，並因集體經驗、鼓勵、

支持等心理充能策略產生創新行為，並進而省思與組織與社區關係，最後能

呈現整體「個人-組織-社區」充能。值得探討的是檢視多數充能介入研究，

不是著重於量性指標的評價，如自我效能(郭寶蓮，2002；賴妙芬，2004)、

生理指標如血糖與 HbA1C(郭寶蓮，2002；Pibernik-Okanovic, Prasek,

Poljicanin-Filipovic, Pavlic-Renar, & Metelko, 2004)、適應能力(Jirapaet,

2000)、心理充能(Siu, Laschinger, & Vingilis, 2005)等，或者就是單獨以焦點

團體、行動研究或是質性訪談呈現結果(Adolfsson et al., 2004 ; Trolvik, &

Severinsson, 2005)，鮮少能完整合併質性與量性的研究法。本研究除了呈現

量性成效之外，亦呈現充能之歷程與影響層級，對於勾勒充能整體經驗更具

完整性。本研究跨出第一步，以質量研究同時並進的方式收集資料，交互印

證，藉以驗證充能教育介入成效，亦呈現充能歷程，對於未來充能之相關研

究應有參酌之價值。

健康促進下的充能策略其中之ㄧ是是促使個人成長與發展的過程。許多

在個人充能下的創舉著重於增強自我概念與提升自尊、發展個人與社會技巧

以及提供獲取新訊息的機會、價值澄清、問題解決與決策的機會。單獨只有

這個成份是不能形成充能策略。如果僅用這些要素，稱之為使能「enabling」，

要含括充能意涵，必須包含挑戰與對抗不公義與壓迫的承諾，才能包含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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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概念(趙維生，2003)。本研究結果在獲取權力此部份似乎較弱，實驗

組成員在二次教育課程之後，開始在轉化無力感的過程中嚐試提出行動計畫

與上級組織溝通，但是成員似乎存在著「解放的自由的恐懼」，此與

Freire(1970)所提壓迫者的特質相似，對於權力仍存在的威脅感，在此時，藉

由研究者以及成員間的信任關係，透過工作坊負責人討論省思後，回到團體

中鼓勵成員再省思，面對權力威脅感，成員依舊提出針對獲的組織訊息、支

持、資源與機會的組織結構之團體行動計畫，包含衛生局建言、給協助員工

業務之衛生所主任公開表揚等計畫，並且付諸實行。讓此課程影響的層級從

個人進展到組織，此舉對於引發真正充能的過程上有相當程度的加分作用，

可謂能力展現之後獲取權力之行動。儘管礙於介入時間限制，產生之力量稍

顯不足，但對於引發充能結果仍具有某種程度之效果。

合併行動計畫與工作坊結果顯示，以本研究進行為期一個月，24 小時

之充能過程的 課程運作主題為中呈現面對無力感-覺醒-難忘工作經驗-投

入-分析成功與失敗-熱愛工作-信心、分享與深耕-重塑-行動。由此可知行動

計畫帶動工作坊的歷程，確實發生了相輔相成之成效，並讓個人與團體連

結，達到專業共識。意識提升和批判意識的培養過程對於充能過程來說是很

重要的，這樣的步驟有助於理解過去加劇無力感的因素(Fals et al., 1991)。通

過理解他們的現實和採取行動可能出現的結果，無力感有可能發生改變和獲

得改變的機會。充能的心理過程包含改變個人在社會中的自我覺知，包含發

展團體感、減少對問題的自我責備、增加未來事件之責任感以及自我效能的

增強。這些是屬於批判意識感的部分(Freire, 1973)。批判意識包含意識覺醒

的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意識提升的方法包含結構性對話(constructive

dialogue)與實踐(praxis)，行動與反思的過程。這些技巧主要協助個人了解他

們所處情境的本質、他們的團體在社會中的狀態以及他們投身於社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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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充能理論是假定假使個人能了解人類經驗的連結，他們更可能與他人

一同工作已改變社會情境(Kieffer, 1984)。團體內(Intra-group)的互動被視為

是提升充能過程中的重要方法(Freire, 1970; Kieffer, 1984)。這些理論以及實

務工作的原則與本研究團體工作坊的過程與結果相互吻合。再一次的印證團

體運作是引發充能過程的重要策略。

意識提升之後，不論透過是行動計畫或是工作坊的運作，結果呈現出

學員由個人層面之知覺拓展至工作層面之「深入社區」、「充能運用」等概念。

個人行動計畫呈現出「有信心」、「協助單位」，此與 Kukkanen 等人(2002)所

發覺的受充能品質與表現有類似之發現。多數實徵性文章亦提到有信心是重

要的充能結果(empowered outcome)(Tran, 2004)，。受充能者能影響他人與協

助團體亦是重要成果，經歷團體互動方式的充能經歷者能夠去充能所服務的

對象(McQuigg et al., 2005)或是所居住的社區同儕(吳淑芳，2004；Cox,

2002)。此與量性介入成效結果相符，充能能讓學員感受自己是有能力的人，

並能藉由能力擴展來影響作以及服務的對象。


	第一節充能教育方式介入之成效
	第二節情境類目之分析
	第三節時間序列之分析
	第四節整體充能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