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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正式發放問卷前，於民國 96 年 3 月 27 號及 4 月 26 號與

安養護中心執行長蔡芳文先生進行訪談，以了解目前安養護中心的營

運狀態、經營理念、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滿意度、中心住民的居住狀況

與服務的需求，訪談方式採開放式、非結構化訪談，訪談之前，研究

者並非完全依事前研究主題擬定好的問題進行訪談，而是給予受訪者

一個主題進行探討，研究者再依回答選擇需要探索的議題，提出疑問

或試圖釋意，以求得更多答案的可能性，確定訪談內容經過訪談者的

詮釋。 

另外，研究者於民國 96 年 7 月 25 號以中心住民為訪談對象，分

別訪問了 4 位住民，並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並根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時的方向，但受訪者不需

依訪談大綱的順序回答，研究者於住民白天活動時間及活動地點進行

訪談，以避免干擾住民日常生活，每次訪談的時間大約 90 分鐘，訪

談的內容在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予以全程的錄音，之後研究者再做

進一步的分析和轉換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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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上述所得訪談資料，欲了解住民對安養護

中心的服務體驗結果，以及服務體驗項目的重要程度與滿意程度，藉

此找出住民對安養護中心實際感受的體驗結果差異，根據差異大小提

出營運管理建議。 

本研究透過服務體驗到的結果分為「重視程度」與「滿意程度」

兩項，將根據資料分析結果建議安養護中心能針對住民最重視但卻最

不滿意的項目優先改善起，達到有效管理經營。本研究也針對住民家

屬(以下簡稱家屬)對服務體驗項目重視程度與滿意程度的不同提出經

營管理建議，圖 3-1 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圖 3-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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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及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安養護中心住民對服務體驗之重要度與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假設 2：安養護中心住民家屬對服務體驗之重要度與滿意度有顯著差

異。 

假設 3：住民的人口統計變數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1：不同性別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2：不同年齡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3：不同教育程度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4：不同入住時間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第三節 研究變項衡量方式 

壹、 服務體驗量表設計 

根據 Grace & O’Cass(2004)、Bitner(1992)與張富盛(2004)之研究

文獻，發展出本研究服務體驗量表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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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服務體驗量表 

變數名稱 題目 
1.中心有現代化服務設備。 
2.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及設備。 
3.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民處理突發性狀況。 
4.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的居住環境。 

服務場景 

5.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供專屬的設備。 
6.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齊。 
7.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有禮。 
8.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對住民的承諾。 
9.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務熱誠。 

人員服務 

10.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個別需求。 
11.中心餐飲能符合住民的需求。 
12.中心擁有良好的照護方式。 
13.針對住民的突發性狀況，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

服務。 
14.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醫療服務。 

核心服務 

15.中心能提供定期的康樂活動。 

貳、 基本資料設計 

本研究基本資料包括：受測者身分、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入

住時間五種。 

1. 受測者身分：分為住民、住民家屬。 

2. 性別：分為男、女。 

3. 年齡：分為 40 歲(含)以下、41 歲~50 歲、51-60 歲、61-70 歲、71

歲-80 歲、8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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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程度：分為國(初)中(含)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學院、

研究所(含)以上。 

5. 入住時間：指住民居住在該中心的時間，分為 1 年(含)以下、1

年~3 年、3 年~5 年、5 年~7 年、7 年以上。 

參、 李克特五點量表 

本研究量表之滿意度與重要度調查，將顧客對各項因素的重要性

與滿意度之填答設計為問卷，了解各變項在他們心中的重要度與滿意

度為何，本研究中所探討的重要度為住民與家屬心中的期望程度，滿

意度為住民實際體驗服務後的結果，家屬則是從住民口中得知或是實

際觀察後的訊息結果。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 Likert scale )「非常滿意

/重要」為 5 分、「滿意/重要」為 4 分、「普通」為 3 分、「不滿意/重

要」為 2 分、「非常不滿意/重要」為 1 分，由所得均數多寡表示受測

者心中期望，得分越高者表示越滿意/重要。 

第四節 抽樣設計 

壹、 抽樣樣本數 

樣本數目的多寡會影響到研究成本、時間與推估母體的準確性，



 38

樣本越大就越具代表性，但樣本數越多時則所需投入的成本也就越

大。在有限母體之下，推估母體比率來決定樣本數，並依此作為本研

究樣本數量參考，所使用的公式如下所示(莊立民、王鼎銘，2006)：  

NZ
E

n
)1(

)1(

2

2 ππ
ππ
−

+

−
=  

n：有效樣本數 

E：最大容許誤差 

Z：對應於某區間水準的 Z 值 

π：母體比率 

N：母體大小 

因比率 π是未知數，故取保守估計值為 0.5，並要求 95%的信賴

區間，真正的 π值與估計的 π值相差在 3%以內，所以最大容許誤差

為 E=0.03，目前雙連安養護中心的住民人數為 N=366，因此 E=0.03，

Z=1.96，π=0.5，N=366，則樣本數為 

366
)5.01(5.0

)96.1(
)03.0(

)5.01(5.0

2

2 −
+

−
=n =272，故本研究所需樣本總數為 27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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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抽樣對象 

本研究以內政部 93 年公佈之優良評鑑老人福利機構的台北縣私

立雙連安養護中心為研究範圍，針對安養護中心的住民及探訪家屬兩

個部份為研究對象，安養護中心的老人採用問卷施測並以人員輔導協

助填寫的方式進行，住民家屬部分於 96 年 8 月 3 日進行問卷施測，

因當天安養護中心舉辦慶生會暨父親節慶祝活動，因此可獲得較多的

住民家屬資料，施測時間為 2007 年 7 月 30 日~8 月 5 日共計兩個週

末時間。 

一、 內政部 93 年公佈的優良評鑑老人福利機構共有 30

家，本研究以台北縣私立雙連安養護中心為調查對象，目前共提

供 366 床安養照護服務，並提供客房 56 床可供家屬陪伴夜宿。 

二、 問卷填答前，研究員以一對一方式向住民說明問卷各

題項內容，同時逐題代住民填答問卷題項，於正式訪問前先與住

民聊天以拉近距離，並增進住民所欲表達意見的正確性，由於問

卷填答必須考慮住民的精神與身體狀況，因此採取便利抽樣，而

實際回收 213 份問卷，較預期短少 59 份，成為本研究之限制。 

三、 在住民家屬部分採隨機抽樣，由於 8 月 3 日為安養護

中心 8 月份的慶生會暨父親節慶祝活動，因此可在短時間內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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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住民家屬資料，另於週五(8 月 10 日)與週六(8 月 4 日及 8 月

11 日)至/安養護中心施測，因家屬多會在此時間接住民回家，或

是到安養護中心探訪家屬，因此於這 2 個時間也能獲得較多的家

屬資料，共計發出 71 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6 份，問卷回收達 80%。 

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式 

本研究採用 SPSS10.0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分析，並使用巴氏

球型檢定、因素分析、敘述統計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

以下介紹各統計方法如下： 

壹、 信度與效度 

一、 信度 

信度指的是一種衡量表工具的正確性 (Accuracy) 精確性

(Precision)，一般來說包括衡量結果的穩定性(Consistency)。本研究採

一般常見的 Cronbach’α 係數來檢定。其概念為透過各衡量變數間共

同因素的關聯性，計算衡量所得的總變異數與個別變異數，作為有關

構念與變數衡量結果是否具一致性之檢定之依據，當 Cronbach’α 係

數在 0.7 以上時，則表示信度相當高，從回收的問卷資料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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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α均大於 0.7 以上，因此本研究問卷的測量內部一致信度相

當不錯，本研究將各變數之 Cronbach’α值整理如表 3-2、3-3、3-4 與

3-5 所示： 

表 3-2、住民－服務體驗重要度信度表 

變項名稱 構面名稱 衡量題數 Cronbach’α係數 
服務場景 5 .930 
人員服務 5 .965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5 .760 

.938 

表 3-3、住民－服務體驗滿意度信度表 

變項名稱 構面名稱 衡量題數 Cronbach’α係數 
服務場景 5 .915 
人員服務 5 .885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5 .781 

.914 

表 3-4、家屬－服務體驗重要度信度表 

變項名稱 構面名稱 衡量題數 Cronbach’α係數 
服務場景 5 .850 
人員服務 5 .940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5 .721 

.930 

表 3-5、家屬－服務體驗滿意度信度表 

變項名稱 構面名稱 衡量題數 Cronbach’α係數 
服務場景 5 .906 
人員服務 5 .949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5 .740 

.940 

 

 



 42

二、 效度 

黃俊英(1996)認為「效度」是一種能衡量出研究者所想要衡量事

物程度的研究工具，當衡量的效果越高時，越能表現測量內容的真正

特徵。效度可以區分為內容效度、效標關聯效度、構念效度與因素效度。 

一、 內容效度反映出測量工具本身內容範圍與廣度的適切

性，若以系統的邏輯方法來分析，又稱為邏輯效度，而若是指測量工

具在外顯形式上的有效程度則稱為表面效度，因此當測量工具的內容

是以理論為基礎，並參考過往文獻之問卷內容加以修訂，並經學術與

實務專家討論後，再加以進行預試，此時可認為有內容效度(邱皓政，

2006)。 

二、 效標關聯效度又稱為實證效度或統計效度，係以測驗工具

和特定效標之間的相關係數，表示測量工具有效性之高低，而效標的

選用必須能作為反應測量分數內涵與特質的獨立測量，因此需透過相

關文獻的理論作為選用效標的基礎，且能提出具有說服力的論點，以

支持效標關聯效度的評估(邱皓政，2006)。 

三、 構念效度係指測量工具能測得一個抽象概念或特質的程

度，概念效度的檢驗，必須建立在特定的理論基礎上，經過理論的說

明而引導出各項潛在特質或行為的基本假設，最後加以實証方法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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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結果是否符合理論假設的內涵(邱皓政，2006)。 

四、 因素效度係指一個測驗或理論其背後的因素結構的有效

性，隨因素分析技術的發展，成為近年來最常被學者使用來做驗證性

因素分析的工具，本研究亦是採用此方法(邱皓政，2006)。 

本研究根據過往的文獻並參考其他學者的研究量表，設計本研究

問卷，因此具有內容效度，並透過因素分析將問卷題項簡化成特定的

同質性類別構面，以探討受測者心中潛在意見的因素結構與存在的形

式，同時建立問卷的因素效度。 

貳、 巴氏球型檢定(Bartlett Sphericity Test) 

以巴氏球型檢定檢定變數之間是否具有共變異數的存在，

Bartlett(1951)提出之球型檢定(shericity test)，若所得
2χ 值越小，表示

愈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參、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以最大

變異數轉軸法進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選取因素特徵值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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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共同因子，萃取出服務體驗的品質因素構面。 

一、 安養護中心服務品質構面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主成份分析法，以最大變異數轉軸法進行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分別求出體驗服務構面在服務場景、人員服務與核

心服務三個變數之取樣適切性量數(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KMO)與因素負荷量。Kaiser[1974]指出如果 KMO

值小於 0.5 時，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由表 3-6 可知變項之 KMO 值

均大於 0.5，Bartlett 之球型檢定亦皆達顯著水準，表示變數間有共同

因素存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量表題目以大於 0.6 之因素負荷量作

為變數組成要素並萃取出題目，結果如表 3-8 累積解釋總變異量為

78.70%。 

表 3-6、構面取樣適切性量數表 

 KMO 
服務場景 
人員服務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892 

表 3-7、Bartlett 球型檢定表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自由度 顯著性 

服務場景 
人員服務 服務體驗 
核心服務 

4593.237 1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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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體驗服務構面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 服務 
場景 

人員 
服務 

核心 
服務 平均數 標準差

2.中心擁有無障礙空間及

設備。  .848   4.83 .42 

3.中心的設備能協助住民

處理突發性狀況。  .811   4.84 .42 

4.中心提供完善且舒適的

居住環境。  .794   4.86 .40 

1 中心有現代化設備。 .749   4.62 .52 
5.中心針對個人需求提供

專屬的設備。  .637   4.70 .53 

6.中心人員的服裝乾淨整

齊。   .787  4.78 .43 

7.中心人員的態度親切有

禮。   .694  4.86 .36 

10.中心人員能了解住民的

個別需求。  .679  4.85 .36 

9.中心人員有高度的服務

熱誠。  .651  4.85 .36 

8.中心人員會準時執行對

住民的承諾。   .645  4.84 .36 

14.中心提供專業的照護與

醫療服務。    .890 4.78 .42 

15.中心能提供定期的康樂

活動。   .762 4.40 .78 

12.中心擁有良好的照護方

式。   .646 4.85 .41 

13.針對住民的突發狀況，

中心人員能做立即性服

務。 
  .625 4.90 .30 

11.中心餐飲能符合住民的

需求。   .611 .448 .42 

解釋百分比(%variance) 33.206 25.902 19.595   
累積百分比(%cumulation) 33.206 59.108 78.703   
特徵值 4.981 3.885 2.939   



 46

肆、 敘述統計分析 

根據次數分配與百分比分析了解回收的住民與住民家屬基本資

料(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等)的樣本結構，並進行基本資料變數

平均數的分析，顯示樣本資料分布狀況，作為樣本的基本描述。 

伍、 相依樣本 T 檢定(Paired-Samples T-test) 

相依樣本 T 檢定，是用來考驗兩個相依樣本平均數差異顯著性

的 T 考驗法，即在考驗兩組樣本在依變項的表現是否有所差異。本研

究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別檢定住民與家屬對安養護中心的服務體驗

的重要度與滿意度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陸、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又稱 F 檢定法，主要是探討單一分析性反應變

量(Y)，對單一分類性解釋變數(A)之函數關係的統計分析模式。因子

(A)是指分類性解釋變數，具有 I 個組別，變異數分析再探討 I 組間之

均質變異，即討論各組均值是否具顯著差異。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住民及家屬的人口統計變數是否對於服務體驗構面與服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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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項目，其滿意度是否有差異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