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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

理與人際關係之關係，並建立四者間的因果模式，共分五小節，第一節為

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參與者、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

第五節為資料分析，茲分述於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目的，以及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進而提出本

研究架構如圖 7 所示。首先，以非理性信念與情緒特質為自變項，分別探

討其對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效果；再者，以情緒管理為自變項，探討其

對人際關係之效果。最後，就整體模式而言，以非理性信念與情緒特質為

自變項，情緒管理為中介變項，人際關係為依變項，探討非理性信念與情

緒特質透過情緒管理對人際關係之效果。  

  

  

 

 

 

 

 

 

 

圖 7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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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研究參與者之年齡、職稱、工作方式、教育程度、護理年資、

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理相關課程等人口變項並非

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所以並未納入研究假設當中，僅在研究結果中初步呈

現人口變項的描述統計資料，以及人口變項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

緒管理與人際關係等研究變項上的差異比較。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但本研究工具皆為自編量表，

量表設計內容希冀適用於不同科別的臨床護理人員，而為再度確認自編量

表的效度，在取樣上則需廣納來自不同科別的臨床護理人員。在此考量下，

本研究正式施測採立意抽樣原則，先行抽取不同科別臨床護理人員進行自

編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繼而從中篩選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作為研究參

與者，以進行所有假設考驗的分析。故本研究取樣方式有二：其一，聯繫

北部與中部兩所大專院校設有護理人員在職進修專班，經行政聯繫，遞交

研究申請書後，取得校方與研究參與者之同意後再進行收案。其二，聯繫

北部與中部區域醫院以上之醫院護理部主任，遞交研究計畫申請書，取得

院方與研究參與者之同意後再進行收案。共計取得北部一所專科學校與中

部一所大學之施測同意書，亦取得北部一所醫學中心之施測同意書，基於

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在此不便公開學校與醫院的全名。本研究共計發

出 750 份調查問卷，回收 670 份，回收率達 89.33%，扣除遺漏太多、回答

不全，或有特定反應心向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計 608 份，皆為女性，

研究參與者分佈與問卷回收情形參見表 6。  

表6  研究參與者分佈及問卷回收情形 

機構名稱 發出問卷 回收問卷  回收率  有效問卷

台北市某專科護理在職專班 200份  180份  90.00% 164份  
台中市某大學護理在職專班 320份  290份  90.63% 262份  
台北市某醫學中心 230份  200份  86.96% 182份  
總計 750份  670份  89.33% 60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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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 608 份有效問卷資料中，可看出臨床護理人員的服務科別分佈

情形 (參見表 7)，其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計 200 人，佔 32.9%，其餘各科

人數均在 100 人以下。由於本研究最後將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變項間的因

果路徑模式，而 SEM 分析的穩定性與各種指標的適用性皆與研究資料的

樣本規模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當分析樣本數低於 100 時，幾乎所有的 SEM

分析皆不穩定，相對地，大於 200 以上的樣本，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中

型的樣本。因此，若要追求穩定的 SEM 分析結果，低於 200 的樣本數是

不鼓勵的 (邱皓政，2003)。由此可見，本研究以 200 名加護病房護理人

員作為研究參與者已大致符合 SEM 分析的樣本規模要求。  

表7  臨床護理人員之服務科別人數與百分比分佈 

服務科別 人數  百分比 (%) 
內科 72 11.8 
外科 30 4.9 
神經科 5 0.8 
泌尿科 3 0.5 
精神科 8 1.3 
婦產科 24 3.9 
小兒科 15 2.5 
開刀房 87 14.3 
加護病房 200 32.9 
家庭醫學科 3 0.5 
急診室 67 11.0 
其他 94 15.5 
總計 608 10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含非理性信念量表、情緒特質量表、情緒管理量表、人

際關係量表，係研究者針對臨床護理人員在醫療情境中的情緒管理相關經

驗反應自行編製，工具發展過程乃以訪談七位臨床護理人員作為編題依據

與研究架構，並且以北部兩所大學設有護理人員在職進修專班的 215 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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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為預試參與者，進行自編量表之題目分析與選題、信度與效度分析。

此外，研究者亦採用莊耀嘉、李雯娣 (2001)編製之性格特質量表與孫志麟

(1991)所編製之內外控量表作為驗證自編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最後，透

過正式施測之 608 名研究參與者填答的問卷資料，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量

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茲將各項自編工具及現成研究工具的相關資訊分述

於下。  

壹、非理性信念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非理性信念量表係由研究者自行編製 (量表發展過程

詳見附錄 B，正式量表詳見附錄 F)，其目的在測量在醫療情境中，臨床護

理人員經常抱持之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量表包含四個分量表，依序為

「自我貶低」分量表 4 題；「自我設限」分量表 3 題；「以偏概全」分量表

4 題；「逃避問題」分量表 3 題，計 14 題，施測所需時間約 5 分鐘。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非理性信念量表採 Likert-type 四點量表計分，分別為：「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還算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尺度，請研究參與者根據

其符合程度進行圈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總分越高者，表示該名研究參

與者所抱持之非理性信念越強。  

三、量表效度分析  

    在建構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非理性信念量表中的14

題共可萃取出四個因素，亦即「自我貶低」、「自我設限」、「以偏概全」、「逃

避問題」等四個因素分別可解釋38.36%、10.12%、7.66%、5.14%的變異量，

合計可解釋61.28%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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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效標關聯效度方面，由於非理性信念與制握信念均指個體對人、事、

物所抱持之偏頗、不合邏輯的態度或想法，郭從吉 (2001)以犯罪青少年為

對象，亦發現非理性信念與內外控存有高度相關。故研究者以孫志麟 (1991)

所編製之內外控量表作為效標，建立非理性信念量表的關聯效度。結果顯

示：四個分量表「自我貶低」、「自我設限」、「以偏概全」、「逃避問題」與

內外控量表總分之相關依次為：rs(213) = .27、 .24、 .20、 .26 (ps＜ .01)。  

    再者，許多研究者 (Marco & Suls, 1993; Watson & Clark, 1984; Watson 

& Pennebaker, 1989)指出高度負向情緒特質者往往有負向偏誤，通常抱持

負向觀點看待周遭的事物，故本研究以莊耀嘉與李雯娣 (2001)所編製之性

格自評量表作為效標，建立非理性信念量表的關聯效度。結果顯示：「自我

貶低」分量表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rs(213) 

= -.37、-.34 (ps＜ .001)，與「神經質」的相關為 r(213) = .14 (p＜ .05)。「自

我設限」分量表與「嚴謹自律性」、「外向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rs(213) = 

-.15、 -.14 (ps＜ .05)，與「神經質」的相關為 r(213) = .14 (p＜ .05)。「以偏

概全」分量表與「聰穎開放性」、「外向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rs(213) = -.19、

-.14 (ps＜ .05)。而「逃避問題」分量表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

「外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 rs(213) = -.26、-.26、-.19、-.16 (ps

＜ .05)，與「負向支配性」、「神經質」的相關為 r(213) = .16 (p＜ .05)。整

體而言，非理性信念量表具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  

四、信度分析  

    在量表信度方面，非理性信念量表整體之Cronbach’s α係數檢定結果

為 .88 (N = 215)，四個分量表「自我貶低」、「自我設限」、「以偏概全」、「逃

避問題」的Cronbach’s α係數依次為 .85、.78、.83、.74，而分量表之間的相

關係數為：rs(213) = .39~.48 (ps＜.001)，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一致性。 

五、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SEM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中，通常用以考驗模式整體適配度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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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WLS(Weighted Least Squares)χ2值與卡方自由度比 (WLS χ2/df)，若χ2值

未達 .05顯著水準，卡方自由度比小於2時，表示模式具有理想的契合度與

適配度。然而，卡方值常會隨抽取之樣本人數而波動，且模式的適配程度

不能只看少數指標而定，必須參考其它指標才能作判斷 (陳正昌、程炳林，

2001)，不宜單憑一項指標不佳便否定該模式。故較常被用來評量模式整體

適配度的指標尚有適配度指數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GFI)、調整後適

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AGFI)、漸進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RMSEA)、殘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簡稱RMR)、標準化殘差均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簡稱SRMR)。此外，基準適配度指數 (normed fit index，簡

稱NFI)、非基準適配度指數 (non-normed fit index，簡稱NNFI)、比較適配

指數 (comparative fit index，簡稱CFI)、增量適配指數 (incremental fit index，

簡稱 IFI)、相關適配指數 (relative fit index，簡稱RFI)亦可用以評鑑模式的

適配度。此外，透過Akaike訊息指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簡稱

AIC)，亦可判斷模式的簡約程度。   

整體而言，非理性信念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

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

荷量介於 .36~.89之間，皆達 .05顯著水準。再者，雖然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

度之χ²值為277.34(p<.001)與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3.96，顯示整體模式的契

合度未達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他不受樣本人數影響的適配度指標，則發

現RMSEA係數為 .07，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係數為 .038，SRMR

為 .061，顯示模式契合度佳。另外，在GFI、AGFI、NFI、NNFI、CFI、IFI、

RFI的指標上，模式亦達到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最後，就精簡適配度

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為347.34，比飽和模式 (saturated model AIC)的

210略大些，但比獨立模式 (independence model AIC)的7800.32還小。綜合

上述，可見非理性信念量表之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一致，意即非

理性信念量表之測量模式基本適合度頗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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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緒特質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情緒特質量表係由研究者自行編製 (量表發展過程詳

見附錄 C，正式量表詳見附錄 F)，其目的在測量臨床護理人員所具有之情

緒特質。情緒特質量表包含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與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其中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所涵蓋的特質層面與題數分別為：「希望感」5

題、「自主性」5 題、「關懷感」5 題、「愉悅感」5 題等，共 20 題；而負向

情緒特質分量表所涵蓋的特質層面與題數分別為：「無助感」5 題、「自卑

感」5 題、「憤怒感」3 題、「焦慮感」5 題等，共 18 題，正式量表全長 38

題，施測所需時間約 5 至 10 分鐘。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情緒特質量表採 Likert-type 四點量表計分，分別為：「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還算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尺度，請研究參與者根據

其符合程度進行圈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最後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分量

表各自計算總分。分量表總分越高者，表示該名研究參與者所具有之正向

或負向情緒特質越強。  

三、效度分析  

    在量表建構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正向情緒特質分量

表的20題共可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愉悅感」、「關懷感」、「希望感」、

「自主性」，依序可解釋32.44%、9.05%、5.5%、4.5%的變異量，合計可解

釋51.50%的變異量。同樣地，在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方面，18個題目中亦

可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為「自卑感」、「焦慮感」、「憤怒感」、「無助感」，

依序可解釋33.21%、12.37%、6.84%、4.89%的變異量，合計可解釋57.31%

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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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許多研究者 (Roberts & DelVecchio, 2000; Watson et al., 1999; 

Watson, 2004)皆指出五大人格特質與情緒特質之間的相關具有高度穩定

性，故研究者以莊耀嘉與李雯娣 (2001)所編製之性格自評量表作為效標，

建立情緒特質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在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方面，「希望感」

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外傾支配性」

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30、 .30、 .36、 .32、 .25 (ps＜ .001)。「自主

性」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

依次為：rs(213) = .29、 .29、 .27、 .20 (ps＜ .01)，然而「自主性」與「神經

質」的相關係數卻為r(213) = -.28 (p＜ .001)。「關懷感」與「聰穎開放性」、

「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 rs(213) 

= .28、 .28、 .22、 .43 (ps＜ .001)。「愉悅感」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

性」、「外向性」、「和善性」、「外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 rs(213) 

= .48、 .35、 .36、 .36、 .18 (ps＜ .01)，然而「愉悅感」與「神經質」的相關

卻為r(213) = -.32 (p＜ .001)。  

    在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方面，「無助感」與「神經質」的相關為r(213) 

= .25 (p＜ .001)，但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性」 

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27、-.24、-.16、-.17 (ps＜ .05)。「自卑感」與

「神經質」的相關為r(213) = .26 (p＜ .001)，但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

律性」、「外向性」、「和善性」、「外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44、 -.34、 -.34、 -.22、 -.21 (ps＜ .01)。「憤怒感」與「負向支配性」、「外

傾支配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51、.38 (ps＜ .001)，但與「嚴謹自

律性」的相關為r(213) = -.19 (p＜ .01)。「焦慮感」與「負向支配性」、「神

經質」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23、.54 (ps＜ .001)，但與「聰穎開放性」、

「外向性」的相關係數則為rs(213) = -.25、-.14 (ps＜ .05)。整體而言，情緒

特質量表具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  

四、信度分析  

    在量表信度方面，情緒特質量表中的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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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係數檢定結果為 .90，四個特質層面「希望感」、「自主性」、「關懷感」、「愉

悅感」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80、 .75、 .84、 .87，而四個特質層面之

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26 ~ .54 (ps＜ .001)。同樣地，負向情緒特質分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結果為 .89，四個特質層面「無助感」、「自卑

感」、「憤怒感」、「焦慮感」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82、 .89、 .75、 .86，

而四個特質層面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15 ~ .64 (ps＜ .05)，顯示本量

表具有良好之一致性。  

五、驗證性因素分析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

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

荷量介於 .48~.84之間，皆達顯著水準。再者，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之χ²

值為669.70(p<.001)，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4.08，顯示整體模式的契合度

未達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它不受樣本人數影響的適配度指標，則發現本

研究模式之RMSEA係數為 .071，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係數

為 .022，SRMR係數為 .061，亦落於 .08的門檻下，表示模式契合度佳。另

外，除了AGFI為 .87，接近 .90之適配標準，其他諸如GFI、NFI、NNFI、

CFI、 IFI、RFI等指標皆達到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最後，就精簡適配

度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為761.7，略大於飽和模式的420，但小於獨立

模式的13455.04。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

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

荷量介於 .60~.88之間，皆達顯著水準。此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之χ²

值為614.19(p<.001)，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4.80，顯示整體模型的契合度

並不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它不受樣本大小影響之適配度指標，則發現模

式之RMSEA係數為 .079，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係數為 .021，

SRMR係數為 .052，皆落於 .08的門檻下，表示模式契合度佳。另外，AGFI

在接近 .90的適配標準，而GFI、NFI、NNFI、CFI、IFI、RFI等指標皆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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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最後，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

為700.19，略大於飽和模式的342，但小於獨立模式的14758.6。  

整體而言，研究者判定正向與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探索性與驗證性

因素分析結果一致，意即正向與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之測量模式基本適合

度頗為理想。   

參、情緒管理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情緒管理量表係由研究者自行編製 (量表發展過程詳

見附錄 D，正式量表詳見附錄 F)，其目的在測量臨床護理人員面臨醫療情

境情緒困擾事件時所激發的負向情緒強度，以及是否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的

策略。情緒管理量表包含三個情境，分別為「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7 題、

「資深護士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7 題、「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7 題。然

而，在每個情境中，又可分為兩部份，亦即前 5 題屬於負向情緒激發分量

表，後 2 題屬於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正式量表全長計 21 題，施測時間約

5 至 10 分鐘。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在量表計分方面，正式量表中第 1-5 題、8-12 題、15-19 題屬於負向

情緒激發分量表，採 Likert-type 四點量表計分，分別為：「非常不符合」、

「不太符合」、「還算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尺度，請研究參與者根據

其符合程度進行圈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總分越高者，表示該名研究參

與者在不同醫療情境之中的負向情緒激發越強烈。此外，量表中第 6、7、

13、14、20、21 題屬於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計分方式亦與負向情緒激發

分量表相同。然而，兩者的差別在於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總分越高者，表

示該名研究參與者在不同的醫療情境之下，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

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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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度分析  

    在量表建構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負向情緒激發分量

表的 15 題共可萃取出三個因素，此三個因素恰好吻合當初編題時的情境概

念，分別為「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醫師

與護士互動情境」，依序可解釋 40.34%、16.43%、10.20%的變異量，合計

可解釋 66.97%的變異量。再者，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的 6 題共可萃取出三

個因素，因素一至因素三亦吻合當初編題時的情境概念，分別為「醫師與

護士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依

序可解釋 33.84%、19.47%、12.42%的變異量，合計可解釋 65.73%的變異

量。整體而言，情緒管理量表具有良好之建構效度。   

四、信度分析  

    在量表信度方面，情緒管理量表中的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結果為 .90，三個情境因素「護士與病患互動」、「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醫師與護士互動」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92、 .88、 .87，

而三個情境因素之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28 ~ .52 (ps＜ .001)。同樣

地，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結果為 .68，三個情境因

素「護士與病患互動」、「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醫師與護士互動」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67、.81、.87，而三個情境因素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rs(213) = .16 ~ .26 (ps＜ .05)。整體而言，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一致性。  

五、驗證性因素分析  

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

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皆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

荷量介於 .48~.90之間，亦達顯著水準。此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之χ²

值為392.97(p<.001)，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4.73，顯示整體模式的契合度

並不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它不受樣本大小波動影響之適配度指標，則發

現模式之 RMSEA係數為 .078，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而 RMR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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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48，SRMR係數為 .084，亦接近 .08的理想評鑑結果。另外，AGFI為 .89，

接近 .90的適配標，其他諸如GFI、NFI、NNFI、CFI、IFI、RFI等指標皆達

到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最後，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

數為466.97，略大於飽和模式的240，但小於獨立模式的9298.92。  

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

值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

荷量介於 .70~.91之間，皆達顯著水準。另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之χ²

值為21.04(p<.01)，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3.01，顯示整體模式的契合度並

不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他適配度指標，則發現模式之 RMSEA係數

為 .057，落在合理適配的範圍內，且RMR係數為 .015，SRMR係數為 .029，

達到小於 .05的理想評鑑結果。另外，GFI、AGFI、NFI、NNFI、CFI、IFI、

RFI等指標亦達到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最後，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

模式之AIC指數為49.04，略大於飽和模式的42，但小於獨立模式的1130.54。  

整體而言，研究者判定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與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

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一致，意即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與積極回應

策略分量表之測量模式基本適合度頗為理想。 

肆、人際關係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所使用之人際關係量表係由研究者自行編製 (量表發展過程詳

見附錄 E，正式量表詳見附錄 F)，其目的在測量臨床護理人員在醫療情境

中的人際互動關係。人際關係量表包含五個分量表，各分量表所涵蓋的內

容與題數分別為：「善體人意」分量表 5 題、「積極傾聽」分量表 4 題、「有

效溝通」分量表 4 題、「熱心真誠」分量表 2 題、「主動關懷」分量表 3 題

等，正式量表全長 18 題，施測所需時間約 5 分鐘。  

二、量表形式與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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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量表計分與填答方面，採 Likert-type 四點量表計分，分別為：「非

常不符合」、「不太符合」、「還算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尺度，請研究

參與者根據其符合程度進行圈選，分別給予 1 至 4 分。量表總分越高者，

表示該名研究參與者在醫療人際互動情境中具有愈好的人際關係。  

三、效度分析  

    在量表建構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五個分量表「善體

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動關懷」分別可解釋

28.23%、6.22%、4.14%、3.45%、3.29%的變異量，共可解釋45.32%的變異

量。   

    在效標關聯效度方面，由於部分研究者 (涂秀文，1998；葉青雅，2004；

薛維煌，2006)指出人格特質與人際關係之間存有顯著關聯，故本研究以莊

耀嘉、李雯娣 (2001)所編製之性格自評量表作為效標，建立人際關係量表

的效標關聯效度。結果顯示：分量表「善體人意」與「聰穎開放性」、「嚴

謹自律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 rs(213) = .35、 .39、 .39 (ps

＜ .001)。分量表「積極傾聽」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和善性」

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30、 .27、 .38 (ps＜ .001)。分量表「有效溝

通」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依次為：rs(213) 

= .27、 .34、 .32 (ps＜ .001)。分量表「熱心真誠」與「聰穎開放性」、「嚴謹

自律性」、「和善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20、.26、.26 (ps＜ .01)。

分量表「主動關懷」與「聰穎開放性」、「嚴謹自律性」、「外向性」、「和善

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rs(213) = .28、.17、.16、.43 (ps＜ .05)。整體而言，

人際關係量表具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  

四、信度分析  

    在量表信度方面，人際關係正式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結果

為 .86(N = 215)，「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

動關懷」等五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79、.65、.6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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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為：rs(213) = .24 ~ .54 (ps＜ .001)，顯示本量具有

良好之ㄧ致性。  

五、驗證性因素分析  

人際關係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標準化λ的所有估計值都沒

有負的誤差變異，所有估計值的誤差變異都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荷量介

於 .41~.86之間，皆達顯著水準。再者，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之 χ²值為

568.29(p<.001)，卡方自由度比 (χ²/df)為4.55，顯示模式的整體契合度並不

理想。但若同時考量其它適配度指標後，則發現本研究模式之RMSEA係數

為 .076，落在 .08的合理適配範圍內。RMR係數為 .018，SRMR係數為 .055，

接近 .05的理想評鑑結果。另外，AGFI指標在接近 .90的適配標準，其它諸

如GFI、NFI、NNFI、CFI、IFI、RFI等指標皆達到大於 .90的理想評鑑結果。

最後，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模式之AIC指數為660.29，略大於飽和模式

的342，但小於獨立模式的13287.5。整體而言，研究者判定人際關係量表

之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一致，意即人際關係量表之測量模式基本

適合度頗為理想。  

伍、性格自評量表 

本研究所指之性格特質係指人格心理學家近來已凝聚共識的人格五因

素模式 (Five Factor Model，簡稱 FFM)，包含神經質 (Neuroticism)或情緒穩

定性 (Emotional stability)、外向性 (Extraversion)、聰穎性 (intellect)或經驗開

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善性 (Agreeableness)，以及嚴謹自律性

(Conscientiousness)等五大因素。國內研究者莊耀嘉一直致力於五大人格模

型的本土化驗證，他與李雯娣 (2001)所編製之性格自評量表 (參見表 8)原以

國中生為樣本，之後用於兒童及成人方面，亦有不錯之信效度，故研究者

採用兩人所編製的性格自評量表做為驗證自編工具中非理性信念量表、情

緒特質量表與人際關係量表之效標。  



 60

在量表向度方面，性格自評量表共有 30 題，包含外傾支配性 (外向性

與負向支配性 )、神經質、和善性、嚴謹自律性以及聰穎開放性等五個向度，

每個向度題數約 4 至 9 題，施測時間 10 分鐘。在量表計分方面，採 Likert-type

五點計分，分別為：「從不這樣」1 分、「很少這樣」2 分、「有時這樣」3

分、「通常這樣」4 分、「總是這樣」5 分，反向題的得分則相反，請預試參

與者根據其符合程度進行圈選，總分越高，表示預試參與者在該向度之人

格特質越顯著。  

表8  性格自評量表各向度與題號  
向          度  題      號  題數

1 聰穎開放性  5、6、15、20、29 5 
2 嚴謹自律性  1、14、19、22、(24)、28 6 
3 外傾支配性 (含外向性與負向支配性 )  9 
 外向性  9、 (11)、17、 (30) 4 
 負向支配性  3、4、13、23、27 5 

4 和善性  2、8、12、18、21 5 
5 神經質  7、10、16、25、26 5 

註： ( )為反向題  

    在量表信度方面，原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值依次為：「外向性」

為 .72、「負向支配性」為 .75、「神經質」為 .82、「和善性」為 .78、「嚴謹自

律性」為 .74、「聰穎開放性」為 .84。而研究者以 215 名臨床護理人員作為

預試參與者，求得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值依次為：「外向性」

為 .76 、「負向支配性」為 .79 、「神經質」為 .85 、「和善性」為 .78 、「嚴

謹自律性」為 .69 、「聰穎開放性」為 .84，顯示性格自評量表用在臨床護

理人員方面亦有良好的信度。 

陸、內外控量表 

    本研究所指之「內外控」係美國心理學家 Rotter(1966, 1971)在社會學

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所提之「制握信念」，分為內控信念 (belief of 

internal control)與外控信念 (belief of external control)。內外控信念涉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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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為可以自我掌握或控制命運的程度，或可稱為一個人將自我的行為所

產生後果的責任或原因歸之於自己或外在因素的程度。通常抱持內控信念

者會將自我行為的好壞歸於是自己的因素所導致，此種類型的人較有自

信、做事積極主動，遭遇挫折會採取建設性的適應方式；相對地，抱持外

控信念者則將自我行為的好壞歸咎於外在因素，而此類型的人欠缺自信、

做事較為消極被動，遇到困難也容易採取破壞性的適應方式。   

吳子輝 (1973)首度將 Rotter(1966)編製之內外控量表 (Rotte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cale，簡稱 I-E Scale)翻譯修訂為 29 題的長題本。之後，孫

志麟 (1991)再根據長題本修訂為 12 題的短題本，此短題本與長題本的相關

達 .93(N=207)。為避免過多的題目造成預試參與者在填答上產生疲累現

象，故研究者採用孫志麟 (1991)所編製的內外控量表 12 題短題本做為驗證

自編工具非理性信念量表的效標。  

在量表向度與計分方面，內外控量表共有 12 題，每題有 (a)、 (b)兩個

選項 (參見附錄 B 之表 B5)，分別表示內控與外控。由於題目設計有標準答

案，答對得一分，答錯得零分，再將各題得分加總，總分越高，表示其外

控傾向越強；相對地，得分越低，表示其內控傾向越強，量表施測時間約

10 分鐘。  

    在量表信度方面，孫志麟 (1991)曾以 230 名國小教師為研究參與者，

求得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4。本研究以 215 名臨床護理人員作為

預試參與者，求得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值為 .65，顯示內外控量表用在

臨床護理人員方面亦有不錯之信度。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正式施測期間為2007年3月至4月，正式研究參與者包含北部一

所專科學校與中部一所大學之護理人員在職進修專班的學生，以及北部一

所醫學中心的臨床護理人員。由於大專院校在職專班的課程大多開設於平

日下午、晚間或週末假日，研究者先透過行政聯繫，提交研究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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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徵得開課系所與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後，利用他們上課齊聚的時間前

往施測，以不干擾研究參與者上課為原則，請他們利用下課休息時間填答

問卷。在填答時間上，填答一份完整問卷約耗時20分鐘，問卷內容包括非

理性信念量表、情緒特質量表、情緒管理量表、人際關係量表。另外，在

醫學中心的施測方面，研究者亦先與該機構護理部主任、督導聯繫，遞交

研究計畫申請書，經醫院審核通過後，研究者再請護理長協助進行問卷施

測與回收，歷時約十天。  

第五節 資料分析  

研究者於施測完畢後，將所有資料輸入電腦，並以「SPSS13.0 for 

windows」套裝軟體進行描述統計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再者，以

Jöreskog 與 Sörbom(1993)所發展之「LISREL8.52 版」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 Model 8.52)軟體進行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人際關

係等變項間的因果路徑模式驗證與評估，並以 SIMPLIS 程式撰寫語法檔，

採取適合大樣本分析的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參數的估計。茲將各研究假設所需之統計方法，分述於下：   

壹、描述統計 

    描述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口變項 (年齡、職稱、工作方式、教育程度、

護理年資、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理相關課程等 )

的次數與百分比分布情形，以及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特

質、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等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貳、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一、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人口變項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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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護理年資、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

理相關課程等 )對非理性信念是否有顯著效果。  

二、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人口變項 (年齡、

教育程度、護理年資、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

理相關課程等 )對情緒特質是否有顯著效果。  

三、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人口變項 (年齡、

教育程度、護理年資、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

理相關課程等 )對情緒管理是否有顯著效果。  

四、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人口變項 (年齡、

教育程度、護理年資、是否修過情緒管理相關課程、是否修過壓力管

理相關課程等 )對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效果。  

五、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非理性信

念、情緒特質對情緒管理是否有顯著效果。  

六、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分別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非理性信

念、情緒特質對人際關係是否有顯著效果。 

七、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考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情緒管理對人際

關係是否有顯著效果。 

參、線性結構模式分析 

一、假設模式的建立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以非理性信念與情緒特質作為潛在自變

項，亦稱為外衍變項，並以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作為潛在依變項，亦稱為

內衍變項。然而，情緒特質量表包含「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特質」

兩個分量表，這兩者之間並無法直接加總，或將其一反向計分後加總，必

須將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特質視為兩個外衍變項，較能真切反應個人

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的效果，故本研究將其劃分為兩個外衍變項。再者，

情緒管理量表包含了「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兩個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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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者反應了情緒管理的先後歷程，因此無法直接加總，或將其一反向計

分後加總，必須各自成為一個內衍變項。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以同一科別之護理人員所填答的資料進行模式

的建構與驗證，雖然可使變項之間的因果路徑效果不會因樣本資料的異質

性過高而產生消長，但以 SEM 參數估算所需的樣本規模來看，本研究所

抽取之 200 人屬於中型樣本，而 SEM 指出樣本人數若接近估計參數個數

的五倍會使參數估計結果更趨穩定。觀之本研究初始建構的情緒管理模

式，則發現模式所需估計的參數個數過多，因此極有可能造成參數估算產

生偏誤。為使模式的參數估計更趨穩定，研究者進一步將題數最少的「積

極回應策略」分量表整併成一個觀察變項，以減少需估算的參數個數。此

外，研究者發現正向與負向情緒特質若存在同一個模式中，不僅增加模式

參數估計之數目，致使其他參數的估算結果產生偏誤，且不容易看出正向

或負向情緒特質對其他變項的影響效果。故研究者進一步將正向與負向情

緒特質各自分開存於不同的模式之中。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之假設模式

有二，茲分述如下。  

    (一)假設模式一 

在假設模式一中，非理性信念 (ξ1)、正向情緒特質 (ξ2)為外衍潛在變項，

其中，非理性信念的觀察變項為自我貶低 (x1)、自我設限 (x2)、以偏概全 (x3)、

逃避問題 (x4)；正向情緒特質的觀察變項為愉悅感 (x5)、關懷感 (x6)、希望感

(x7)與自主性 (x8)。再者，負向情緒激發 (η1)、積極回應策略 (η2)與人際關係

(η3)為內衍潛在變項，負向情緒激發的觀察變項為護士與病患互動 (y1)、資

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y2)、醫師與護士互動 (y3)；積極回應策略的觀察變項為

積極回應策略 (y4)；人際關係的觀察變項為善體人意 (y5)、積極傾聽 (y6)、有

效溝通 (y7)、熱心真誠 (y8)、主動關懷 (y9)，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關係參

見圖 8。此外，在假設模式一中包含 17 個測量變項，測量資料數 (the numbers 

of data points; DP)為 17×18/2=153，須估計參數共有 42 個，自由度 df = 

153-42 = 111，合於模式辨認之標準，整體模式的設定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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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中有8個外衍測量變項 (χ1至χ8)，9個內衍測量變項 (y1至y9)。  

2.模式中有2個外衍潛在變項 (ξ1、ξ2)和3個內衍潛在變項 (η1、η2、η3)。 

3.模式中有8個外衍測量殘差 (δ1至δ8)，9個內衍測量殘差 (ε1至ε9)，3個

解釋殘差 (ζ1、ζ2、ζ3)，其變異量被自由估計。  

4.內衍潛在變項被外衍潛在變項解釋，故Beta矩陣有 3個結構參數

(β21、β32、β31)，Gamma矩陣有4個結構參數 (γ11、γ21、γ12、γ22)。  

5.每一個測量變項僅受單一潛在變項影響，故產生8個外衍測量變項因

素負荷量參數 (λx11至λx82)，亦產生9個內衍測量變項因素負荷量參數

(λy11至λy93)。  

6.為使潛在變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各潛在變項的第一個因素負荷量被

設定為1，共有5個因素負荷量被設定為1。  

 

      

 

 

 

 

 

 

 

 

 

 

 

 

 

圖 8  假設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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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假設模式二 

在假設模式二中，非理性信念 (ξ1)、負向情緒特質 (ξ3)為外衍潛在變項，

其中，非理性信念的觀察變項為自我貶低 (x1)、自我設限 (x2)、以偏概全 (x3)、

逃避問題 (x4)；負向情緒特質的觀察變項為自卑感 (x9)、焦慮感 (x10)、憤怒

感 (x11)與無助感 (x12)。再者，負向情緒激發 (η1)、積極回應策略 (η2)與人際

關係 (η3)為內衍潛在變項，負向情緒激發的觀察變項為護士與病患互動

(y1)、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y2)、醫師與護士互動 (y3)；積極回應策略的觀察

變項為積極回應策略 (y4)；人際關係的觀察變項為善體人意 (y5)、積極傾聽

(y6)、有效溝通 (y7)、熱心真誠 (y8)、主動關懷 (y9)，各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

的關係參見圖 9。         

    此外，假設模式二中亦有17個測量變項，其測量資料數、估計參數個

數與自由度皆與假設模式一相同，整體模式的設定條件如下：  

1.模式中有8個外衍測量變項 (χ1至χ4、χ9至χ12)，9個內衍測量變項 (y1至

y9)。  

2.模式中有2個外衍潛在變項 (ξ1、ξ3)和3個內衍潛在變項 (η1、η2、η3) 

3.模式中有8個外衍測量殘差 (δ1至δ4、δ9至δ12)，9個內衍測量殘差 (ε1

至ε9)，3個解釋殘差 (ζ1、ζ2、ζ3)，其變異量被自由估計。  

4.內衍潛在變項被外衍潛在變項解釋，故Beta矩陣有 3個結構參數

(β21、β32、β31)，Gamma矩陣有4個結構參數 (γ11、γ21、γ13、γ23)。  

5.每一個測量變項僅受單一個潛在變項影響，故產生8個外衍測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參數 (λx11至λ41、λx93至λ12.3)，亦產生9個內衍測量變項因

素負荷量參數 (λy11至λy93)。  

6.為使潛在變項的量尺得以確立，各潛在變項的第一個因素負荷量被

設定為1，共有5個因素負荷量被設定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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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假設模式二  

二、模式適配度指標 

    在本研究中，用以考驗假設模式一與二之整體適配度指標為WLS χ2值

與卡方自由度比，當χ2值未達 .05顯著水準，卡方自由度比小於2時，表示

假設模式一與二具有理想的契合度與適配度。但卡方值常會因樣本人數而

產生波動，且不宜單憑一項指標不佳便否定該模式，尚須參照其它指標。

故研究者亦同時參酌GFI、AGFI、RMSEA、RMR、SRMR、NFI、NNFI、

IFI、RFI等指標。此外，透過PGFI、PNFI、AIC指數與ECVI指數可檢驗假

設模式一與二的精簡度與適切性。若假設模式在上述指標中能達到判斷規

準 (參見表9)，表示本研究所提之假設模式與實際收集到的資料能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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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模式適配度考驗指標與判斷規準  

考  驗  指  標                                           判斷規準  
整體適配度指標  

WLS χ² p>.05 
WLS χ²/df <2 
GFI (goodness-of-fit index) >.90 
AGFI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90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08 
RMR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愈小愈好  
SRMR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08 

比較適配度指標   
NFI (normed fit index) >.90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90 
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90 
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90 
RFI (relative fit index) >.90 

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parsimony goodness-of-fit index)  >.50，愈大愈好  
PNFI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50，愈大愈好  

Model AIC指數  1.須大於飽合模式

之AIC指數  
2.須大於獨立模式

之AIC指數  
Model ECVI指數  1.須大於飽合模式

之ECVI指數  
2.須大於獨立模式

之ECVI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