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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國內出現具臨床研究護理專業人才之需求及臨床護理師具偏高非護理轉

職意向與離職率的現象，導致臨床研究專業人才的需求無法滿足、機構護理專業

人才流失、多元護理角色發展備受考驗。臨床護理師對臨床研究陌生及認為傳統

護理角色才是護理專業的迷思等，使其在規劃轉職時，較少將研究護理師一職列

入考量。 

【目的】透過探討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現況與影響因素，有助

於未來臨床研究護理人才招募策略的研擬及促進國內護理多元角色之發展。 

【方法】採橫斷性調查及滾雪球取樣法，以臨床護理師為對象，自擬問卷量表，

以專家效度、預試、內在一致性及因素分析等方式進行信效度檢驗，以描述性、

推論性統計做結果分析。 

【結果】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自北部三所醫學中心內、外、婦

產、兒科、加護病房等單位取得有效量表 182 份。結果顯示，整體受訪者具中高

程度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以年輕、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具轉職規劃、

考慮轉職一般護理及研究護理師職位者具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態

度、外控傾向及主觀規範是轉職意向的主要預測因子，整體模式可解釋 45%總變

異量。 

【結論與建議】意向主要受到態度、外控傾向及主觀規範影響，此結果有助於臨

床研究護理招募人才時，鎖定標的族群，強化正向、削減負向因素，提升臨床護

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減少其非護理之轉職，亦有助於國內多元護理角

色的蓬勃發展。 

關鍵詞：臨床試驗、轉職意向、臨床研究護理師、計畫行為理論 



doi:10.6342/NTU201803373

 iii 

ABSTRACT 

Background: We have an unmet need for clinical research professionals, and 

meanwhile,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high intentions of non-nursing transition and 

turnover rate among registered nurses (RNs) in Taiwan leads to the los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s in institutions and nursing industry, and bring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nursing roles in Taiwan as well. The RNs have the myth for 

traditional nursing roles, unfamiliarities for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and the 

stigmatization for clinical research leading to negative influences for them to consider a 

career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es(CRNs).   

Aims: We aim to help make strategies for the enrollment of CRNs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nursing roles in Taiwan through exploring the intentions and 

related factores of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among RNs. 

Methods: We conduct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by using a snowball sampling and 

self-developmented scale tool to enroll in-service RNs who work in the facilities where 

approved to conduct clinical research by authorities.We report the results by descriptive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we also discuss the scal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its theoretical base, results of experts’ reviewing and pretesting,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stimates. 

Results: We collected 182 valid scales from wards, intensive care units, and others 

from three medical centers in northern Taiwan during 28 Dec 2017 to 18 Jan 2018. The 

study findings show the participants possess an upper-intermediate level of the 

transitional inten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The RNs who are younger, with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junior college, two and four-year program, plans for career 

transition, considering their transitions to ordinary nursing or to CRNs have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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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al intentions of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Furthermore,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the tendency of exteral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subjective norms are the main predictors in the prediction of the intentions of career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among RNs. The total of 45% variation is 

explained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Conclusions: The intentions of career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positivism of RNs’ attitudes, tendency of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subjective norms. Knowing the target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r intention of career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and the factors 

to facilitate or weaken their intention through our research findings brings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to make strategies for enrolling CRNs from RNs. Moreover, increasing the 

rate of transition to 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instead of non-nursing industries in RNs 

also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flouri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nursing 

roles in Taiwan’s nursing profession.  

 

Keywords: clinical trials ,clinical research nurses, intention, career transi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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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本研究撰寫動機及重要性，可透過下列三個現象與影響來說明： 

一、 臨床護理師具高非護理轉職意向與高離職率                           

 依據一項調查，參與受訪的護理人員中，有 57.3 %的人具有轉職意向，最想

轉職的行業包含自行創業(24.3%)、藥商/醫療器材業(16.8%)及美容業(9.5%)等(林秋

芬, 黃仲毅, 高靖秋, & 盧美秀, 2013)；蔡等(2014)的研究也指出，受訪的護理人員

表示若離職欲從事的工作有：非護理的其他行業(35.5%)、美容業(9.0%)、行銷業

(4.0%)及保險業(1.5%)等。全聯會公布醫學中心、區域、地區及精神專科醫院護理

人員平均離職率 12.7% (全聯會，2017)，民國 102-106 年各級醫院的歷年離職率加

總，可發現國內護理人員的流失率高達四至五成，在國內護理人員多元職場選擇

增加而紛紛出走的現象下，使得臺灣成為「護士大遷徙」的典型國家(龍碧鈴, 

2011)。上述現象可知，機構內護理人員的離職及高非護理轉職，會造成機構內護

理人力流失，護理專業外流，導致國內護理角色多元發展備受考驗。 

二、 臨床護理師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角色相對陌生與曲解                        

 臨床研究護理師(clinical research nurse, CRN，以下稱研究護理師)是一群在健

康照護體系中，以照護研究參與者為中心的臨床護理人員(NIH, 2009)，特別是在

複雜、高風險及高成本的人體試驗過程，扮演推動並執行臨床試驗計畫的重要角

色(王秀紅, 蔡秀敏, & 胡毓雯, 2008)，因此研究護理師可被視為是傳統護理角色的

拓展與延伸。雖然研究護理師的專業定位與實務貢獻，早已受到歐美等先進各國

的認同與重視，然而國內護理界仍普遍存在傳統護理角色才是護理專業的迷思(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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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鸞, 2014)，再加上臨床研究易被污名化（彭汪，2004）及許多臨床護理同仁因缺

乏瞭解而無法認同研究護理師的專業及重要性(金詠興, 賴裕和, 吳智珠, 魏德芝, 

& 劉滄梧, 2004)等負面因素影響下，使得國內臨床護理師在考量轉職工作時，相

較於一般已知傳統護理角色，較少將研究護理師一職列入考量。 

三、國內具臨床研究護理專業人才之需求 

臨床試驗是國內醫療環境常見的臨床研究類型，依據國際臨床試驗登錄網站

ClinicalTrials.gov 截至 2017 年 6 月統計，國內執行的臨床試驗案數為 5044 件，佔

東亞地區 19%，僅次中國與南韓。由此可知，臨床試驗在臺灣醫療環境的普及性

及臺灣對於臨床研究專業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故如何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入臨

床研究產業及提升產業質量，也是一大備受關切的重要議題。 

以上說明可知，臨床護理師的高非護理轉職意向與離職率及對於臨床研究護

理角色的相對陌生與曲解，使其在規劃轉職時，較少將研究護理師一職列為重要

考量。因此，導致國內優秀臨床研究護理人才招募不易及人力需求加重、機構及

國內護理人才流失嚴重及多元護理角色發展受限。研究者在回顧相關文獻時發

現，國內外對於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及相關的影響因素探討十分有限，

因此希望經由本研究探討結果，有助於相關單位將來對於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之重視及有效運用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影響因素，擬訂有效的

人才招募策略。此外，站在宏觀護理留任與專業人力活化的角度觀之，增加具有

轉職意向之臨床護理師轉職機構內研究護理師職缺，有助於填補機構對於研究護

理人力之需求，成為機構內優秀護理人才留任的下游策略。而增加具有轉職意向

之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而非其他非護理產業，亦有助於緩解國內護士大

遷徙下的護理專業外流現象，促進國內護理多元角色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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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目前任職國內試驗機構之病房、急重症加護單位或其他臨床照護單

位護理師為對象，探討下列目的： 

一、暸解臨床護理師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 

二、探討影響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的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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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臨床研究：利用人類受試者進行生物醫學或健康相關評估之研究，包含介入

性（臨床試驗）及觀察性研究。  

二、試驗機構：符合醫療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之評鑑合格教學醫院或有特殊專長，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 

三、臨床護理師：領有護理師執照，目前任職國內試驗機構之病房、急重症加護

單位或其他臨床照護單位之護理師，不包含門診及開刀房。 

四、臨床研究護理師（本研究稱研究護理師）：領有護理師執照，以臨床研究為主

要執業領域，負責受試者照護與試驗需求整合、協調之護理師，不限受雇機

構或執業執照登記院所。 

五、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對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抱持的正負向評價。 

六、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自覺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所形成的正向規範力。 

七、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自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困難度與自我

掌控程度。 

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主觀認知其將來離開現職，轉換機構內外研究護理

師一職的傾向。 

九、內控傾向：主觀認知事件結果主要是傾向透過個人行為影響的信念。 

十、 外控傾向：主觀認知事件結果主要是傾向透過外在因素影響的信念。 

十一、冒險傾向：個人職涯異動風險的承擔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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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查證 

第一節 臨床研究與臨床研究護理學 

一、 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clinical study)與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 

「臨床研究」定義可因不同機構或規範而有部分差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無日期)定義臨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為「經由

直接研究人類或間接收集、分析人類血液、組織或其他檢體來促進與提升醫學知

識之研究」；國際臨床試驗登錄網 ClinicalTrials.gov(2017)將臨床研究(clinical study)

定義為「利用人類受試者進行生物醫學或健康相關評估之研究，可分為兩類：介

入性或稱臨床試驗 (interventional studies or clinical trials) 及觀察性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ies) 」； 國 際 醫 藥 法 規 協 和 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2016)在其修訂之優良臨床試驗指引 ICH E6（R2）(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中，將臨床試驗/研究(clinical trial/study)定義為同義詞，皆指「為了發現、

驗證試驗藥物在臨床、藥理及/或其他藥效上的作用；及/或為確認試驗藥物的不良

反應；及/或為瞭解研究試驗藥物之吸收、分佈、代謝、排泄的安全性及/或效果，

於人體進行之研究稱之」；我國對於臨床研究的相關法規，可援引人體研究法(2011)

第四條之人體研究係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

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在臨床試驗方面，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將臨

床試驗(clinical trial)定義為「為評估健康療效之目的，前瞻性地分派並對人類受試

者或群體施行一種或多種健康相關措施(interventions)之研究」，上述措施可包含但



doi:10.6342/NTU201803373

 6 

不限於藥物、細胞、生物製劑、手術、放射治療、器材、行為治療、照護過程的

改變及預防性照護等；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2016)定義臨床試驗為臨床研究

的一種類型，是依據事先所規劃及發展的計劃書(protocol)來執行；臨床試驗在我

國法規相關的定義可援引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第三條(2014)，是指「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上之作用

為目的，而於人體執行之研究」；我國醫療法第八條(2017)以「人體試驗」一詞提

出法律界定，定義為「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新藥品、新

醫療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試驗研究」。 

由上述定義可知，ICH(2016)將臨床研究與臨床試驗視為同義詞，我國人體研

究法對於人體研究之定義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之「臨床研究」定義較為一致，

可泛指為提升整體醫學知識，所進行之所有與人體血液、組織或其他檢體、資料

的使用、收集或調查相關之研究。「臨床試驗」之定義，ClinicalTrials.gov 所定義

之臨床研究的介入性研究與我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之臨床試驗定義較一

致，都是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上之作用為目的，於人體執

行的研究。我國醫療法所稱之「人體試驗」，更涵蓋了於人體施行之新藥品、新醫

療技術、新醫療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之試驗性研究。實務上，

醫療機構所執行的醫學研究類型廣泛，可包含人類受試者血液、組織、生理、行

為等檢體收集與數據分析的觀察性研究或是其他以新醫療技術、新藥品、新醫療

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為主要目的的介入性研究，因此本研究引

用國際試驗登錄網 ClinicalTrials.gov 之定義，將臨床研究(clinical study)廣泛定義為

「利用人類受試者所進行的觀察性或介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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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臨床試驗分期與目的  

臨床研究是現代醫學的重要骨幹，也是醫學創新與科學突破的中心(Nesbitt, 

2004)。臨床試驗是臺灣醫療環境中常見的臨床研究類型之一，源起於臨床癌症病

患面臨沒有藥物可以醫治的絕境，因此研發新型抗癌藥成為迫切的醫療需求，而

臨床試驗則適時提供癌症病患可能具療效的新藥物使用，癌症藥品的臨床試驗成

為臺灣臨床試驗最早的開端(王蓉君 & 陳恆德, 2011)。 

常見的藥品臨床試驗通常可依不同目的分為下列四期(phase)或階段(楊志新 

& 林家齊, 2012; Nesbitt, 2004)： 

(一)第一期(Phase I)：試驗藥品首用於人體，典型為人體藥理學實驗，進行方式是

參考先前動物研究劑量訂出人體安全使用初始劑量後用於人體，並藉由緩慢增加

藥物劑量(dose escalation)來觀察人體耐受度，試驗目的著重安全性及最大耐受性劑

量觀察，不含治療性目的，參與對象可能為健康人或某些疾病之特定族群，但具

顯著潛在毒性之藥品，通常以病患進行研究。  

(二)第二期(Phase II)：一般認為此期主要是以病人進行療效探索為目的。通常是經

由嚴格的納入排除條件設定，篩選出同質性高的病患族群，並在安全劑量範圍內，

觀察這些特殊族群使用試驗藥物之初步療效及不良反應等，同時對某一適應症的

療效和安全性加以評估，觀察結果也將作為未來執行第三期試驗設計的重要參考。 

(三)第三期(Phase III)：此階段主要是以確認第二期試驗中所得的初步證據並進一步

擴大規模證實藥物療效，也可更進一步探索劑量－反應關係、擴大藥品使用族群

及疾病不同階段或與不同藥品合併使用之療效等，常以服用試驗藥物者為實驗組

及使用目前標準治療者為對照組，以電腦隨機分配、盲性方式決定受試者參與組

別及執行試驗過程。這些試驗時間可達數年之久，試驗結果將作為未來法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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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藥品上市與否的審查依據。  

(四)第四期(Phase IV)：此階段通常是在藥品核准上市後進行，且與已核准之適應

症相關，此類試驗雖非申請核准之必須，但對評估藥物在廣大群體及長期使用下，

是否產生慢性或過去未發現之不良反應等藥物使用安全議題相當重要。                         

三、臨床研究護理與臨床研究護理師 

(一)臨床研究護理(clinical research nursing)        

臨床研究護理是一門特殊護理專業實務，以維護受試者照護與試驗計畫書遵

從的平衡為焦點，整合受試者保護、連續性照護及協調，並經由多重專業角色扮

演(professional roles)、臨床情境安排(practice settings)、實務專長(clinical specialties)

對臨床科學(clinical science)、臨床實務及研究處置(study management)作出護理專

業貢獻(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Nurses；IACRN, 2012)。 

(二)研究護理師專業定位與進階角色                          

護理角色的拓展(role expansion) 主要是在傳統護理外，將執業範圍拓展至另

一個專業領域，在廣義概念下發展及精進護理專業，面對疾病變遷、醫療高度科

技化、民眾健康照護需求多元及品質要求提升、健保給付制度改革與醫療體系變

動等，促使護理專業角色趨向多元化與專科化  (王秀紅 et al., 2008; 蔡秀鸞, 

2014)。「臨床研究護理師」(clinical research nurse ; CRN)是一群在健康照護體系中，

以照護研究參與者為中心的臨床護理人員 (NIH, 2009)；美國腫瘤護理學會

(Oncology of Nursing Society；ONS, 2010)認為腫瘤研究護理師需具備的核心能力包

含試驗遵從(protocol compliance)、試驗溝通(clinical trials-related communication)、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process)、試驗病患處置(management of clinical trial 

patients)、文件紀錄與保存(documentation)、受試者招募(recruitment)、倫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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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issues)、財務管理(financial implication)及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等九大核心能力；黃翰心 (2012)的研究，將我國研究護理師所需具備之核心素養

區分為臨床技能、研究管理、持續性協助研究進行與全面品質提升、受試者保護

及對科學貢獻。「進階護理師」(Advanced Practice Nurse, APN)是進階護理角色的廣

泛性稱呼(umbrella term)，國際護理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2002)

將其定義為：以專業知識為基礎(expert knowledge base)，具有複雜決策技能

(complex decision-making skills)、臨床實務能力(clinical competencies)及社會國家資

格任定之特性，從事拓展實務之註冊護士(registered nurse)，應以碩士資格為基本

條件；臺灣護理學會(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2014)則定義進階護理師的執業能

力應包含照護、教學、諮詢、協調、領導及研發等六大能力。                                                    

研究護理師角色的誕生是因應醫療環境變遷、水準提升及民眾照護需求多元

等因素下，將過去傳統護理執業範圍拓展至臨床研究領域，其以臨床研究專業知

識為基礎，依循平衡受試者照護與試驗遵從之需求，從事複雜臨床決策、病患處

置、研究進行與管理及跨領域溝通、協調與諮詢等實務，因此，研究護理師可被

定位為是有別於傳統護理的進階角色，並以碩士層級課程進行專業人才培育(張媚 

& 余玉眉, 2010)。 

(三)研究護理師之角色職責 

人體試驗是複雜、高風險、高成本的過程，試驗計畫的每一個步驟或環節均

相當重要，也都需要充分被監控與掌握，研究護理師是扮演推動並執行臨床試驗

計畫重要的角色(王秀紅 et al., 2008)。研究護理師為了保護受試者安全、維護試驗

品質、加速試驗的進行，必須與機構內其他專業人員密切溝通，協力合作來確保

受試者安全、照護品質與所獲得的試驗數據正確可靠(黃翰心, 2012; 黃耀宗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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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韋, 2012; 劉伊津, 2016)。 

綜合上述討論，可瞭解臨床研究護理是一門特殊護理專業實務，經由多重專

業角色扮演、臨床情境安排、實務專長來平衡受試者照護與試驗需求並作出專業

貢獻。研究護理師是為回應醫療環境變遷與民眾照護需求多元等情境所拓展的進

階護理角色，其以臨床研究專業知能，依照不同情境需求，扮演教育、照護協調、

跨領域聯繫及代言者等多多重角色，以確保受試者照護及研究品質。 

四、 國內臨床研究護理職場現況與發展困境  

(一) 國內臨床研究護理職場概況 

國內臨床試驗工作調查顯示在職稱方面，有研究護士/護理師(74.5%)、研究助

理(18.6%)及其他(6.9%)，受僱機構有醫院臨床試驗中心(40%)、藥廠(15%)、委託

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10%)及其他(35%)，年齡以 26-30 歲

(49%)、教育程度以學士為主(67%)，執行研究以癌症領域居多(46%)，每人平均執

行 3.6 件試驗案，以多國多中心或第三期試驗案為主，執行試驗工作內容及頻率最

高的前三項分別為紀錄個案報告表(case report forms)、篩檢受試者及處理安排病患

回診及檢查(封威蓮 & 劉滄梧, 2009)。 

高等(2015)的調查指出，研究護理師平均每天照顧 4.2 位受試者，每位受試者

花費 95.6 分鐘，前三名執行比例較高的工作為安排試驗檢查、回診與治療、電話

追蹤，接受病人、家屬電話諮詢及向病人說明試驗案內容。試驗資料處理方面，

受訪者平均每天進行試驗相關之資料處理花費 85.1 分鐘，依執行比例高低排序前

三項分別為填寫個案報告表、查詢或列印報告及借閱病歷。在試驗相關之行政文

書工作，受訪者平均每天花費 99.6 分鐘於行政文書處理，前三名工作項目分別為

與醫師討論或簽名、與研究相關單位聯繫及處理電子郵件。與試驗間接相關之工



doi:10.6342/NTU201803373

 11 

作，受訪者平均每天花費 60.3 分鐘於往返各建築物與傳送各種資料至相關單位，

其中高達 96.2%的受訪者每天皆需走路往返各建築物間進行試驗工作。由上述各項

工作花費時間可知，受訪者每日工作十小時，花費最多時間於執行照護病人有關

的工作，其次依序為行政文書、試驗資料處理與傳送試驗資料的交通往返。 

(二) 國內研究護理師之專業發展困境 

雖然我國研究護理師在角色定位、執業範疇、教育訓練與專業發展相較過去，

已有相當的水平提升與進展，但如同其他進階角色的發展過程，同樣會面臨許多

專業發展上的困境，綜合高等 (2015)、高等(2015)及黃翰心 (2012) 之研究可提出

國內研究護理師所面臨的專業發展困境如下： 

1.缺乏法律明確規範及執業保障：目前國內研究護理師執業，除了護理師執照外，

並不需經過其他特殊研究相關認證考試或證照取得，在法律規範上，亦缺乏專業

法規明確界定研究護理師業務或工作規範，使其執業缺乏保障。 

2.缺乏研究部門統一管理及提供資源與支持：許多研究護理師是由各試驗主持人獨

立招聘，因此身份非屬機構正式人員，亦非由護理部管轄，也缺乏機構研究資源

及支持的挹注，使得執行業務時易感困難或產生孤立感。 

3.無法全面辦理執業執照登記：部分研究護理師因聘雇身份非屬機構內正式人員，

故無法於該執業場域(如醫院)辦理執業執照登記，因此易導致執行業務受限，造成

執行業務上的困難。 

4. 缺乏深入教育訓練課程：如缺乏提供初入領域者深入的教育訓練課程，使其易

對角色職責產生混淆，甚至需花費相當多時間與精力去瞭解與學習研究護理師的

工作內容與職責。 

5.缺乏一致性的給薪標準：由於目前國內研究護理師的聘雇來源多元，工作複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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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薪資易因受聘機構不同及試驗年資多寡而有不同標準，在薪資標準缺乏一致

性下，易導致同工不同酬、薪資浮動範圍大或福利良莠不齊的給薪制度，缺乏誘

因的薪資福利制度，也會造成專業人才招募與留任誘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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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臨床研究與臨床試驗名詞定義 

來源 名詞 定義 

美國國家衛生 

研究院 (無日期) 

臨床研究 

 

經由直接的研究人類或間接的收集、分析人類

之血液、組織或其他檢體來促進與提升醫學知

識。 

臨床試驗登錄網

ClinicalTrials.gov 

(2017) 

臨床研究 利用人類受試者進行生物醫學或健康相關評估

之研究，可分為介入性研究或稱臨床試驗及觀

察性研究。 

國際醫藥法規 

協和會(2016) 

臨床試驗 

臨床研究 

 

為發現、驗證試驗藥物在臨床、藥理及/或其他

藥效上的作用；及/或為確認試驗藥物的不良反

應；及/或為瞭解研究試驗藥物之吸收、分佈、

代謝、排泄的安全性及/或效果，於人體進行之

研究。 

人體研究法 

（2011） 

人體研究 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

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

資訊之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 

(2017) 

臨床試驗 為評估健康療效之目的，前瞻性地於人類受試

者或群體施行一種或多種健康相關措施之研

究。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

準則（2014） 

臨床試驗 以發現或證明藥品在臨床、藥理或其他藥學上

之作用為目的，而於人體執行之研究。 

醫療法 

(2017) 

人體試驗 醫療機構依醫學理論於人體施行新醫療技術、

新藥品、新醫療器材及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

體相等性之試驗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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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轉職之概念 

一、轉職之定義 

 轉職(career transition, career transfer)又被稱為職涯轉換(王文潔, 2013; 何彩燕 

& 黃源協, 2005; 張芳榕, 2016; 龍碧鈴, 2011)、職場轉換(林詩敏, 2007)或生涯轉換

(張德聰, 1999; 陳品妏, 2009; 楊馨華, 2010; 韓等, 2011)。轉職可被視為是一種態

度或行為，而這樣的態度與行為可能是由於個人人格特質或社會價值觀因素所影

響(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 

 「職涯轉換」是個人在其職涯發展過程中，選擇離開前任組織，以新的身分

進入下個工作崗位，是一種離開現職另覓新職的情況(何彩燕 & 黃源協, 2005)。

林詩敏 (2007)認為職涯轉換是指職業生涯上的轉換，且轉換後職業領域與職務亦

隨之改變，較著重於轉換職場跑道；Chudzikowski (2012)認為轉職可以是自一個職

務變換到另外一個職務；Heppner (1998)則認為工作任務(task)、職位(position)或職

業(occupation)的任何一種改變皆可稱之；韓、黃及黃 (2011)認為成人的生涯轉換

可界定為，生涯發展過程中，個人因自願或非自願性的調整生活型態或與職業有

關的工作、職務、職位時，以積極的態度和行動，結合個人與社會資源，克服阻

礙，提高生涯改變成功機會，實現生涯目標的歷程；張德聰(1999)認為狹義的生涯

轉換是指工作上的轉換，如成人於其生涯發展中志願或非志願性的轉換工作，廣

義而言，則包含生命事件上角色的轉變。楊馨華 (2010)認為生涯轉換是生命的動

態歷程，更可說是個體在角色、工作、自我概念、價值觀面臨危機挑戰的重塑時

期。綜合上述討論可瞭解，「轉職」可被稱為職涯轉換、職場轉換或生涯轉換，其

狹義的意涵可指機構內外個人工作職務、職位或職業的任何一種改變，廣義則除

了工作任務、職位或職業的改變外，還包含個體生命角色轉換或實現自我生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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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動態歷程。本研究所稱之「職涯轉換」，主要是側重臨床護理師將來自願性或

非自願性的離開現職，轉換機構內外研究護理師職務的概念，故不涉及其生命角

色轉換或自我生涯實現之探討。 

二、職涯轉換影響因素 

職涯轉換被認為是個體職涯中，重大、具有影響力的事件(Chudzikowski, 

2012)。影響職涯轉換的因素複雜多元(王雪鳳, 楊豐華, 羅月英, & 楊慧滿, 2016; 

Boxall, Macky, & Rasmussen, 2003)，在本研究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發現，與護理人員

職涯異動相關的文獻探討，多是透過離職傾向或留任意願兩方向來討論，較少以

職涯規劃、轉職意向或轉職行為的角度來瞭解臨床護理人員職涯發展過程中出現

的專業或非專業角色轉換之意向及行為等概念，部分研究探討臨床護理人員離職

傾向與轉職之關聯，說明離職傾向除了與想要離開目前工作崗位、組織或環境的

想法有關外，也包含對於其他轉職工作機會的尋求及評估的意向強度(林哲瑩, 2003; 

郭振賢, 2011; 陳國瑚, 2009; Mobley, Horner, & Hollingsworth, 1978)。因此，在探討

臨床護理人員職涯異動的概念時，不應僅著重離職傾向或留任意願之探討，也應

對其轉職意向及相關的影響因素有更深入的探究，才能對國內臨床護理人員職涯

異動的概念有更全觀的瞭解。 

綜合不同研究對於成人或護理人員職涯異動影響因素的探討，職涯異動的影

響因素可歸納如表 2.3並說明如下(王桂英, 周傳姜, & 黃瑞蘭, 2010; 王雪鳳 et al., 

2016; 何彩燕 & 黃源協, 2005; 李雅文, 2014; 林谷峻, 高靖秋, & 鄭文凱, 2009; 

林美娟, 吳鈴珠, 劉春卿, & 林淑媛, 2010; 胡佩蘭, 2011; 張翠芬, 陳重光, & 陳敏

加, 2016; 郭振賢, 2011; 陳國瑚, 2009; 黃穗芬, 林靜娟, 宋琇鈺, & 陳鳳櫻, 2011; 

蔡宜珊, 2013; 蕭伃伶 et al., 2005; 藍忠孚 et al.,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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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屬性與轉職 

人口學變項是影響員工離職決定時不可忽視的因素(王雪鳳 et al., 2016)，社

會科學中常用來當作背景變項變數，這類變項無法由研究者操控，通常也具有影

響其他變項卻不被其他變項影響的特性(Vogt, 2005)。與護理人員職涯異動有關之

研究所探討的人口學變項十分多元，包含性別、年資、年齡、教育程度、職稱、

信仰、興趣、聘任身份、在職進修、進階職級、婚姻家庭狀態（如已未婚、家庭

倚賴人口數、家庭收入）、健康狀態、生活品質及工作滿意度、工作性質與過去經

驗（如是否輪值夜班、任職科別、其他醫院或單位服務經驗與異動次數）等。蕭

等(2005)的研究指出，年齡、教育程度及單位類型是顯著影響護理人員離職行為的

重要因素。工作年資方面，則被認為工作年資較長者，對於工作在乎的是穩定性

而非挑戰性，而年資較短者，則會重視工作對於自身能力的蓄積與職涯發展(李俊

賢, 許惠媚, & 黃芳銘, 2013)。在性別影響上，臺灣 15 至 64 歲目前有工作之已

婚女性，曾因結婚及懷孕生育原因離職者合計占 30.5％，婚後復職率達 51.1%（中

國民國統計資訊網，2016），顯示相較於男性，女性的職涯的確易受到家庭因素的

影響而中斷或轉換。張等(2016)、李(2014)的研究則指出，工作滿意度及工作生活

品質與護理人員的離職具有顯著關連。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將個人屬性變項列

為影響臨床護理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背景因素，並區分為基本資料、職涯

規劃及個人經驗與滿意度三部分來進行資料收集。 

 (二) 人格特質傾向與轉職 

人格特質是指個人所具備的某些特質，這些特質會對個體形成廣泛性影響

(Ajzen, 2005)，因此在預測與解釋人類行為的意向上扮演一定的角色(Ajzen, 1991; 

Songer-Nocks, 1976)。轉職是一種態度或行為，這樣的態度與行為可能受到個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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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或社會價值因素影響(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在針對護理人員職涯異動

的探討中，人格特質傾向的差異對職涯異動的影響也常被納入討論，如顏等(2016)

的研究指出，內外控特質會對護理人員生涯壓力造成影響，如外控特質對護理人

員的生涯壓力有直接、正向的解釋效果，而內控特質則正向影響護理人員知覺到

的組織生涯支持，進而可能影響其專業生涯發展之規劃。此外，在探討人格特質

對於轉職的影響時，個體所具備的冒險傾向也被認為會對個體轉職造成影響(王郁

雯, 2007; 張德聰, 1999)。因此，與個體轉職有關的人格特質傾向，可以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信念及冒險傾向(risk-taking)進一步說明如下： 

1. 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信念：又可稱為「內外控傾向」(田欣珊, 梁記雯, & 洪

福建, 2014)或「內外控特質」(顏玉雯, 廖恩淑, 盧幸茹, 朱翠萍, & 楊育儀, 2016)，

是心理學領域常被提出探討的三大人格特質之一(Judge, Erez, Bono, & Thoresen, 

2002)，也是一種在探討心理差異時可採用的理論架構(顏玉雯 et al., 2016)，其觀

點主要說明個人對於事件結果的歸因是來自於自己或外在環境控制的信念，這些

信念會使個人對於事件結果產生期待或增強，與個人主觀認知有關，與真正事件

結果的成功與否無關(Rotter, 1966)。個體的內外控傾向也被認為與其能否成功因應

轉職過程的風險與危機有關(Vardi, 2000)，內控特質顯著者，對於結果的發生傾向

於認為是透過自己的能力、努力或特質導致，在遭遇挫折後，會以較積極主動具

建設性的方式因應(陳怡伶, 2016)，在工作表現上，多會透過各種方式去解決問題，

並且認為透過努力便可爭取到所想要的結果，遇到困難與挫折，可以透過更仔細

的規劃來避開再次發生這類的問題，因此可能有較高的自我肯定表現(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但內控者對於外界的影響較易產生排斥及心理抗拒，因此較不易有

態度上的改變(Judge et al., 2002)。此外，內控來源被認為具有文化差異，如華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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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內控來源較西方社會多元，除了自我以外，也會受到關係密切的社會群體多

方影響(Chia, Cheng, & Chuang, 1998)。另一方面，外控性格顯著者則多傾向認為，

成功必須透過天時地利人和，挫折與失敗是機運問題，事件的發生與個人行為的

關聯較薄弱，而是機會、命運、他人或周遭環境所造成，個人也無法預測事件的

後果，因此遭遇挫折後，通常會以較消極、依賴、被動，採取破壞性的方式因應，

在工作表現上，可能較缺乏自我肯定的表現(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 陳怡伶, 

2016)。此外，外控傾向者也被認為會有較高的生涯壓力感受(顏玉雯 et al., 2016)。 

2.冒險傾向：也有研究以「風險承擔」(risk taking)、「風險傾向」(risk propensity)

來說明，係指決策者對於風險承擔或避免的傾向(Sitkin & Pablo, 1992)，風險傾向

越高者所產生的風險認知相對較低，因此較願意選擇具有風險的決策方案(高詩瑋, 

1999)。職場研究中，風險承擔被認為會影響個體職涯的選擇(Donohue, 2007)，也

會對個人工作滿意及離職傾向造成影響，高風險傾向與離職傾向呈現正向關聯

(Chow, Ng, & Gong, 2012)，若個體過於重視轉換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風險與不確定

性，也將無助於個體採取轉職行動(林美蓉, 2004)，故個體對於風險承擔的程度可

被用來當作探討職業選擇或是職涯異動的預測因子之一(Judge et al., 2002)。此外，

冒險傾向除了與年齡、性別及職涯相關（如換工作及開創事業）的風險承擔有顯

著的關聯外(Nicholson, Soane, Fenton‐O'Creevy, & Willman, 2005)，也可能與社會政

治因素有關，如白人男性在社會政治因素影響下，較女性所感受到的風險知覺為

低，對於風險程度的考量及掌控的態度也有不同，因此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冒險傾

向(Finucane, Slovic, Mertz, Flynn, & Satterfield, 2000)。 

在另一項人格特質對於轉職態度及行為之影響的研究中指出，高風險偏好、內

控與高自我肯定型的人格特質者，屬於果斷轉職型；反之，外控、低自我肯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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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風險偏好型人格特質者則為保守留任型(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因此，綜合

上述內外控及冒險傾向對於個人轉職可能造成的影響，可以瞭解內外控特質會影

響個體生涯壓力感受、專業生涯發展規劃、挫折因應方式及自我肯定等，而風險

承擔的程度會影響個體離職傾向、決策方案及職涯的選擇，可能與年齡、性別及

社會政治等因素有關。 

(三)其他轉職影響因素 

轉職動機是多面向的，除了前述之個人屬性、內外控信念及冒險傾向等因素

會對個人轉職造成影響外，還有其他因素也會對個人轉職造成影響，如興趣(Boxall 

et al., 2003)、自覺獲得其他工作機會的難易度、其他外在工作性質及誘因(陳國瑚, 

2009)、轉換者的心理資源、職場人際關係、支持性網絡或職涯轉換能力(王文潔, 

2013) 等，對於個體而言，轉職存在許多未知風險與不確定性，因此其必須具備所

需的能力，才能承擔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並成功調適(Boxall et al., 2003)。 

經由上述討論，可以瞭解個人的職涯異動，會受到個人屬性、內外控與冒險

傾向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其列入可能影響臨床護理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之背景因素共同探討，個人屬性變項可進一步區分為基本資料、職涯規劃、個人

經驗與滿意度，而「內外控傾向」則可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主觀認知事件結果傾

向透過個人行為或外在因素影響的信念，「冒險傾向」則可視為是對於臨床護理師

個人職涯異動風險承擔傾向的測量。  

三、臨床護理人員的職涯異動與轉職意向 

依據我國全聯會公布 106 年醫療機構人力現況調查，護理人員平均離職率為

12.7%；將 102 至 106 年各級醫院（含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精神專科

醫院）的歷年總離職率相加，可發現國內護理人員的流失率達 40.4-49.8%，五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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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平均流失率高達 44.4%(全聯會，2018)。國內有研究指出，不同年齡世代的護

理人員間，具有職涯轉換型態上的差異，年長較年輕世代平均每機構任職時間長，

且其每機構任職時間與到職年齡、前次累計異動次數、機構權屬與類型及健保總

額政策相關(龍碧鈴, 2011)。 

與護理人員轉職相關的調查顯示，57.3%的受訪者具有轉職意向，最想轉職的

行業包含「自行創業」(24.3%)、「藥商/醫療器材業」(16.8%)及「美容業」(9.5%)

等(林秋芬 et al., 2013)；另外，蔡惠娜 et al. (2014)的調查也指出，參與受訪的護

理人員表示若離職欲從事的工作有「非護理的其他行業」(35.5%)、「美容業」

(9.0%)、「行銷業」(4.0%)及「保險業」(1.5%)等，因國內多元化職場選擇增加，形

成護理人員的遷徙現象，使得臺灣成為「護士大遷徙」的典型國家(龍碧鈴, 2011)。 

由上述討論可知，國內臨床護理人員具有偏高離職率與高比例的非護理產業轉

職意向，這些現象背後，除了反映出機構內護理人力嚴重流失外，「護士大遷徙」

也說明了我國護理產業面臨著嚴重專業外流、多元角色發展受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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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轉職之定義 

作者（年代） 名詞 定義 

Heppner (1998) career 

transition 

工作任務、職位或職業的任何一種改變。 

張德聰(1999) 生涯轉換 狹義：志願或非志願性的工作轉換。 

廣義：工作轉換與生命事件角色的轉變。 

何及黃（2005） 職涯轉換 職涯發展過程中，離開現職另覓新職的情況。 

林詩敏 (2007) 職場轉換 職業生涯上的轉換，轉換後職業領域與職務隨之

改變，較著重於轉換職場跑道。 

楊馨華 (2010) 生涯轉換 生命的動態歷程，可說是個體在角色上、工作

上、自我概念、價值觀面臨危機挑戰的重塑時期 

韓、黃及黃 (2011) 生涯轉換 生涯發展過程個人自願或非自願性的調整生活

型態或與職業有關的工作、職務、職位，以積極

態度和行動，結合個人與社會資源，克服阻礙，

提高生涯改變成功機會，實現生涯目標的歷程。 

Chudzikowski 

(2012) 

career 

transition 

自一個職務變換到另外一個職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2.3 職涯轉換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 說明 

(一) 個人屬性 如性別、年資、年齡、職稱、信仰、興趣、薪資、教育程

度、聘任身份、是否在職進修、進階分級、婚姻家庭狀態、

健康狀態、工作性質、過去經驗、生活與工作滿意度等。 

(二) 人格特質傾向 如內外控信念及冒險傾向。 

(三) 其他因素 如興趣、自覺獲得其他工作機會的難易度、其他外在工作

誘因、轉換者的心理資源、職涯轉換能力、職場人際關係

或其他支持性網絡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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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意向之概念 

一、意向之定義       

意向(intention)(林哲瑩, 2003; 林淑君 & 劉曉芬, 2012; 梁亞文 et al., 2016)、

又被翻譯成意圖(李育茹, 2014; 梁亞文 et al., 2016)或傾向(張翠芬 et al., 2016; 陳

品妏, 2009; 黃穗芬 et al., 2011)，是現代心理學的重要核心概念，反應人們願意如

何努力嘗試、盡多少心力去執行計畫(黃耀宗 & 陳東韋, 2012)。Thinnes-Elker et al. 

(2012)認為意向的本質與定義並不明確，但廣義而言，可被認為是一種心理狀態，

且以某種方式與決策、行動、慾望及信念等現象連結；Ajzen (1985)則認為意向與

個人嘗試去執行某特定行為的信念有關，而非與真正的行為執行與否相關。 

由上述定義可知，意向是一種心理狀態，與個體嘗試去執行某特定行為有關，

而與真正的行為執行與否並不相關。因此，本研究可將欲探討之臨床研究護理轉

職意向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主觀認知其將來離開現職，轉換機構內外研究護理

師一職的傾向」。 

二、意向之影響_計畫行為理論 

    意向的影響可藉由「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來具體

說明。TPB 理論被認為是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s, TRA)的延伸

(Ajzen, 1991)，其修正了過去 TRA 理論認為個人行為的發生是完全由意志掌控，

而忽略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故 TPB 理論具有較完整的行為意圖模式，也較 TRA

理論有更佳的行為預測力(王國川, 1998; 葉盈君, 2012; Madden, 1986)。如 

 

圖 2.1 所示，TPB 理論中，意向會受個人對於「特定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與「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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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三個主要因子影響(涂珮瓊, 許文耀, 張正雄, & 陳盈如, 2011; Ajzen, 

1991)，其中知覺行為控制可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對行為產生控制力。一般而言，

人們對於某行為的意向愈強烈，表示愈有可能去從事某行為(林淑君 & 劉曉芬, 

2012; Ajzen, 1991)，因此意向被認為是影響個體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充分測量下可

以發揮最佳的行為預測(Ajzen, 1991)。故本研究在此理論基礎的支持下，以此三大

影響因子為主要架構來探討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些意向重

要影響因子的意涵可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特定行為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jzen(2005)認為認為多數學者皆同意態度具有一種評價性的本質，個體對於

某特定行為的態度，可以解釋為其對於執行某行為的正負向評價，也可被用來解

釋其從事某行為的動機(Ajzen, 1991)。此外，態度也可以是個體對於某行為的興趣

及喜好的評估，對於某人事物或制度的喜好或厭惡反應傾向。因此，藉由個體對

於某行為或人事物的態度，可反映出個體對其評價的人事物所抱持的接納、排斥、

贊成或反對等看法，而藉此預測個體可能出現的行為(Richardson, Trafimow, & 

Madson, 2012)。態度對於個體執行某行為的影響在於當個體對從事某行為的評價

愈正向，即個體對該行為的態度愈正向，其對於該行為的意向亦愈高(葉盈君, 

2012)，而因此對於個體從事該行為具有促進作用。Bagozzi(1981)也指出，態度經

由影響個體對於該行為的意向來改變其行為的決定，態度與行為意向間存在正

向、顯著關聯，顯示態度是行為意向的顯著預測因子(Hussein, Oon, & Fikry, 2017)。

態度是一種被假設的構念(construct)，必須由個人語言或非語言的外顯行為反應中

推測，多數測量態度的方法是依賴量表項目來測量個體對於某標的的正負向評價

(Ajzen, 2005)，雖然文獻中對於態度測量的評分方式有諸多討論，但多數研究者是



doi:10.6342/NTU201803373

 24 

使用 5－7 分的 Likert 氏或兩極式評分方式來測量(Schmidt & Wilson, 1975)。 

綜合上述討論，可瞭解研究者多是透過 5－7 分的 Likert 氏或兩極式評分來測

量個體對於某行為或人事物所表達的正負向評價，若個體對於該評價行為的態度

愈正向，則其執行該行為之意向愈高，對其執行該行為具有促進作用。因此，本

研究將所探討之「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對其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所抱持的正負向評價，並透過 Likert 六分法，將量表項目之同意度由低

至高分為 1-6 分，來測量受訪者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表現。 

(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是指個人在採取某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或社會期待

(Ajzen, 1985; Songer-Nocks, 1976)，即個體知覺到重要他人認為其是否應執行該特

定行為的壓力(葉盈君, 2012; Ajzen, 1991)及對於個體產生的規範力(林淑君 & 劉

曉芬, 2012; 涂珮瓊 et al., 2011)。主觀規範會受到文化差異影響(涂珮瓊 et al., 

2011)，雖然在 Armitage and Conner (2001)對於 TPB 理論應用效益的統合分析中指

出，主觀規範對於意向的影響力是三因子中最薄弱的，但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指出，

華人文化重視集體主義，因此，個體相當重視自我與他人間的關係及所屬團體對

於自我的看法，如涂珮瓊 et al. (2011)的研究即指出，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

於華人求職或戒菸的行為意圖影響較美國人顯著。故在針對華人探討如轉職這類

具有影響力的重大事件時(Chudzikowski, 2012)，不應忽視來自家中親友、同儕或

所屬群體等與個體關係密切的個人或群體對其轉職所形成的正反向規範力。 

意向對於行為的影響在於，若個體對於重要個人或團體看法的知覺愈趨支持、

正向，或個體對於負向看法的依從動機愈低落，則個體執行此行為的意向愈高，

對其執行該行為愈具促進效果(葉盈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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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討論，可以瞭解主觀規範力與個體所知覺來自重要他人或團體的

正負向看法及其對於這些看法的遵從度有關。個體所知覺的看法愈正向、支持或

對負向看法的依從動機愈低弱，則產生的正向規範力愈高，其從事行為之意向也

與高，對其執行該行為具有促進作用。因此，本研究將所探討之「轉職臨床研究

護理之主觀規範」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自覺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其轉職臨床研究護

理所形成的正向規範力，並透過 Likert 六分法將量表同意度由低至高分為 1-6 分來

測量其對於自我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知覺的正向規範力大小。 

(三) 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知覺行為控制」又被稱為「感知行為控制」(盧鴻毅, 2014)、「行為控制信

念」(王國川, 1998)或「覺知行為操控力」(涂珮瓊 et al., 2011)，是 TPB 與 TRA 兩

理論觀點的主要差異，指個體自覺其執行某行為或達成某目標的難易度與其對於

必要機會或資源的掌控程度(涂珮瓊 et al., 2011; Ajzen, 2005)。個體的行為會強烈受

到個體對於自我是否具備執行該行為的自信心影響，此處的自信心可解釋為與個

體的知覺行為控制力有關(Ajzen, 1991)。TPB 理論對於知覺行為控制造成的影響在

於認為，多數情況下人類行為的決策並非完全可以在個人意志控制下達成，除動

機因素外，也往往涉及對於非動機因素的考量，即仍須考量其對於採取行為或達

成目標所需之時間、金錢、知識、技能或是否需與他人合作等內外在資源的倚賴

及控制程度。因此，個人基於這些非動機因素的考量，而對其意向或決策形成的

控制力，即為「知覺行為控制」(王國川, 1998; Ajzen, 1991)。陳國瑚 (2009)的研究

也指出，自覺較易獲得其他工作機會的護理人員，即自覺轉職困難度較低、知覺

控制力較大者，有較高的離職傾向，也較會採取真正的離職行動與發生轉職行為，

此研究結果，也再次呼應了個體對於從事該行為的非動機因素考量及自覺掌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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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會對其意向、決策或行為產生影響力的觀點。 

 綜合上述討論，可瞭解知覺行為控制是個體從事某行為時所做的非動機因

素考量，與其自覺的困難度及掌控程度有關。當個體自覺其從事某行為的困難度

愈低、掌控程度愈高，則對其從事該行為之意向或從事該行為具有促進作用。因

此，本研究將所探討之「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定義為是臨床護理

師自覺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困難度與自我掌控程度，並透過 Likert 六分法將同

意度由低至高分為 1-6 分來測量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知覺行為控制力。 

三、計畫行為理論之意向影響因子的測量方式與預測力差異 

回顧應用計畫行為理論之多篇研究可發現，研究者使用的測量方式可分為直

接與間接測量兩種方式。直接測量是要求受訪者報告他們對某特定行為的整體態

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而間接測量則是一種以「信念為基礎」，透過評估

受訪者與此行為相關的顯著信念，將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和其各自對

應的信念相乘並加總後得到的乘績和(涂珮瓊 et al., 2011)，在某些研究中，研究者

同時以直接及間接兩種測量方式來比較其預測力的差異，可發現直接較間接測量

有較佳的預測力(季力康 & 許哲彰, 2005; 許建民, 2017)。在預測力表現的差異

上，Ajzen (1991)也指出，TPB 理論三因子在意向預測的相對重要性，可能因探討

的行為類型、對象及情境脈絡的不同而形成差異，如一項以直接測量方式探討第

二型糖尿病患胰島素注射意圖的研究中顯示，主觀規範(β=.242，p 值<.01)的影響

大於態度(β=.233，p 值<.01)及知覺行為控制(β=.193，p 值<.05)(張榮哲 & 蕭雅

純, 2016)。Armitage & Conner (2001)對於 TPB 理論應用效益所進行的統合分析中

顯示，主觀規範與意向的相關性顯著低於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許建民 (2017)的

研究則顯示，知覺行為控制(β=.60，p 值<.05)對於行為意圖的解釋力大於主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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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β=.12，p 值<.05)及態度(β=.08，p 值<.05)，孫懷德 (2005)的研究結果也顯示

知覺行為控制（β=0.482，p 值<0.001）是臨床護理人員下背痛預防行為意向最重

要的預測因子，其他兩變項並未達統計水準。 

經由上述討論可知，在某些研究中，直接測量可能較間接測量方式有較高的

預測力表現，故本研究採取直接方式來測量受訪者之表現。此外，雖然文獻回顧

過程，並未發現國內外有研究者將 TPB 理論應用於轉職或相關概念的探討，因此

難以瞭解 TPB 理論三因子在過去轉職研究中預測力的表現為何，但經由上述研究

結果，也再次呼應了 TPB 理論三因子的預測力會因探討的行為類型、對象或情境

脈絡的不同而產生差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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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計畫行為理論(取自 Ajzen, 1991: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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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總結 

利用人類進行的臨床研究是現代醫學突破與發展的重要途徑，介入性（臨床

試驗）及觀察性研究皆可稱之。藥品臨床試驗是國內常見的臨床研究類型，依試

驗目的通常可分為一至四期，受試者會因參與的試驗期別、藥物特性及個人情況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試驗複雜度及受試者照護需求上的差別。因此，臨床試驗具有

高複雜、高成本與高風險的特性，為確保受試者安全及試驗品質，試驗過程必須

由具備特殊專業知能的研究人員密切監測並依據試驗規範來執行，才能在平衡受

試者安全與試驗需求的主軸下，提供受試者及整體試驗品質最大的保障。 

研究護理師(CRN)是傳統護理角色的延伸，也是臨床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角

色，其透過整合受試者保護、連續性照護與協調、臨床情境安排、研究處置等專

長，依照不同情境需求，扮演多重護理進階角色，以滿足現代醫療環境中，民眾

對於自我健康照護需求多元的期待。  

本研究所探討之轉職，是一種包含機構內外職務、職位或職業上任何一種轉

換的概念，個人屬性變項與包含內外控及冒險傾向之人格特質傾向的不同亦會影

響個人的轉職。而意向之概念則可被廣義定義為是一種心理狀態，與個人嘗試執

行某行為的信念有關。因此，本研究將所探討之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定義為「臨床護理師主觀認知其將來離開現職，轉換機構內外研究護理師一

職的傾向」。依據 Ajzen 計畫行為理論(TPB)的觀點，個體對於某標的行為的態度、

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會對其行為意向造成影響，一般而言，個體對於某標的

行為的態度及所知覺的規範力愈趨正向、支持，知覺的困難度愈低、自我掌控程

度愈高，則個體執行該行為之意向亦愈高，對於個體從事該行為具有促進作用。

此外，過去研究也說明這些意向影響因子對於意向的預測力會因所探討的行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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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象或情境脈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部分跨文化的研究中，也顯示主觀規

範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在測量方面，因部分研究顯示直接具間接測量有較高

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採直接方式測量受訪者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主觀規

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力的表現。 

本研究在前述 TPB 理論對於意向影響的架構支持下，將態度、主觀規範及知

覺行為控制視為本研究探討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主要影響因子，並將個人

屬性及人格特質傾向列為可能影響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背景因

素探討。本研究所探討之「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可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對

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抱持的正負向評價；「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定義

為是臨床護理師自覺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形成的正向規範

力，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則定義為是臨床護理師自覺轉職臨

床研究護理之困難度與自我掌控程度」。「內外控傾向」是指臨床護理師主觀認知

事件結果主要是傾向透過個人行為或外在因素影響的信念，「冒險傾向」則定義為

是臨床護理師對其個人職涯異動風險的承擔傾向。上述構念的測量主要是透過

Likert 六分法將量表的同意度由低至高分為 1-6 分，並配合個人屬性及人格特質傾

向之差異，來探討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與意向及這些影響因素的

相關性，在瞭解這些因素與意向之相關性後，也將進一步探討其對於意向的預測

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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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之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三大意向影響因子

為基礎，個人屬性及人格特質傾向為背景因素，探討其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之影響，研究架構可擬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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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除探討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現況外，亦針對可

能影響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相關因素提出假設如下：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相關性。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具相關性。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具相關性。 

四、人格特質傾向(內外控傾向及冒險傾向)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具相關性。 

五、個人屬性不同會形成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 



doi:10.6342/NTU201803373

 33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是為橫斷性(cross-sectional)研究，以滾雪球取樣法及自擬結構式

量表進行研究取樣及資料收集。研究對象為目前任職國內試驗機構之病房、急重

症加護或其他臨床照護單位護理師（不含門診及開刀房），收案人數 175-193 名。

自擬量表包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轉職臨

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及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與個

人資料等六大結構。量表之編製首先以綜合文獻探討及概念分析的方式釐清測量

構念與界定操作定義後，以半結構性訪談的前驅研究，分別訪問五位任職北部四

所試驗機構的四位女性及一位男性臨床護理師，瞭解其對於臨床研究與研究護理

師之認知及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與考量因素，綜合文獻探討、前驅研究及研究

者實務經驗後形成初版量表，再分別委由二位博士級護理教師、一位臨床試驗暨

腫瘤科病房護理長、一位資深臨床護理師及一位資深研究護理師等五位涵蓋護理

教育、臨床護理及臨床研究護理之專家協助進行量表內容評鑑，並以內容效度指

標值(CVI)瞭解專家共識程度，亦參考專家建議進行部分題意修改或調整，以增加

量表適切性與可讀性。完成第一階段修訂後，即以此版本進行預試。預試收集 26

位任職北部試驗機構之臨床護理師，透過預試結果再次檢視量表的適切性、可閱

讀性及瞭解受訪者填答平均花費時間，也依資料進行項目及信度分析，作為第二

階段量表調整依據。正式收案時，將排除已接受預試的 26 位臨床護理師，不進行

重複收案。第二階段量表修訂完成後，檢附相關資料申請倫理審查，通過審查後，

方進行正式收案。收案完畢後，以 KMO 取樣適切性及 Bartlett’s 球形檢定來瞭解

是否適合進一步執行因素分析，並以 Cronbach’s α 係數檢視量表之內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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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場所 

一、研究對象 

(一) 納入條件 

1.在職國內試驗機構之病房、急重症加護或其他臨床照護單位之護理師。 

2.自願且同意以免除書面同意方式參與研究，並得以親自完成量表者。 

 (二) 排除條件 

1.目前非在職於國內試驗機構之臨床護理師。 

2.考量單位特性與異動率，排除現職於門診或開刀房之護理師。 

二、收案人數與研究場所 

樣本數計算參考 Gorsuch (1983)建議樣本數最少為題項數的 5 倍，且要大於

100，量表若欲進行因素分析，題數與樣本數以 1:5 為適合比例(吳明隆 & 涂金堂, 

2006)。因此，本研究以完成預試項目分析之量表題數 35 題計算，至少收案 175

位，再加上預設 10%量表流失率及填答不完整率，本研究預計收案 175-193 名臨床

護理師。 

本研究收案場域為國內臨床試驗機構，包含醫學中心、區域或特殊專科醫院

之病房、急重症加護或其他臨床照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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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及預試結果 

本研究以自擬結構式量表為工具，初版量表包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

理轉職意向及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及個人資料六大結構，除個人資料是以選擇及

部分自填方式回答外，其餘分量表的測量是將受訪者的同意度由低至高分為 1-6

分，即非常不同意、大部分不同意、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及非常

同意，即該題項給分愈高，表受訪者對該題項的同意度愈高。初版量表編製完成

後，交由五位專家進行評鑑，依評鑑結果計算 CVI 值，並依據專家意見，進行量

表第一階段修訂，修訂完成後，進行預試。預試結果之分析包含項目分析及信效

度檢驗，並以此分析結果作為量表第二階段修訂之依據，本研究工具編製流程及

預試結果可分別敘述如下： 

一、前驅研究(pilot study) 

 為探討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現況及影響因素，研究者在完成

文獻查證及概念分析與界定後，以半結構式電話訪談來調查受訪者對於臨床研究

及研究護理師所具備的認知、轉職意向及考量因素，作為進一步擬訂研究工具之

基礎，並使施測內容更貼近研究對象之現況，訪談方式是全程錄音，訪談結束後

由研究者將訪談內容轉為文字稿，進一步歸納後，作為量表相關構念及題項發展

之參考。訪談前，研究者依照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主要包含三個問題：(一)

對於「臨床研究」與「研究護理師」的瞭解為何？(二)是否曾考慮過轉職？是否考

慮過轉職臨床研究護理師？考慮或不考慮的原因為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您對於

轉職研究護理師的考量？(三)若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於院內或院外的職缺是否有不

同的考量。訪談時，研究者會依照受訪者實際回答狀況調整問題次序或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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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互動，以擴大訪談深度及廣度來獲取更多研究材料。如表 3.1 所示，參與前

驅研究之五位受訪者，分別任職北部四所試驗機構，包含四位女性及一位男性臨

床護理師，教育程度為專科-研究所，臨床年資為 3-22 年，任職單位含內外、產兒

科病房與加護單位，機構內外轉職經驗為 0-2 次。 

二、初版量表 

綜合文獻探討、前驅研究及實務經驗，發展出包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

理轉職意向及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與個人資料（含基本資料、職涯規劃及個人經

驗與滿意度）之六大結構的初版量表，並參考林淑君 and 劉曉芬 (2012)之研究，

以六點式計分法，將受訪者對於問項的同意度由低至高分為非常不同意、大部分

不同意、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及非常同意，正向計分為 1-6 分，反

向計分題則依序以 6-1 分計算，題項給分愈高，表受訪者對於該題項的同意度愈

高。初版量表之編製架構可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共八題，採正向計分，總分愈高，表受訪者轉職

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愈正向。 

(二)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共三題，採正向計分，總分愈高，表受訪者

自覺重要他人或團體對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形成之正向規範力愈大。 

(三)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共十三題，採正向計分，總分愈高，表

受訪者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知覺的困難度愈高、自我掌控程度愈低。 

(四)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共六題，採正向計分，總分愈高，表受訪者主觀認

知其將來離開現職，轉換機構內外研究護理師一職之傾向愈高。 

(五) 人格特質傾向：含內外控傾向(八題)及冒險傾向(六題)。內外控傾向含內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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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控傾向各四題，外控傾向（題 35-38）採反向計分，內外控傾向題項加總分數愈

高，表受訪者內控傾向愈顯著。冒險傾向含高冒險與低冒險傾向各三題，低冒險

傾向（題 42-44）採反向計分，冒險傾向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對於個人職

涯異動的風險承擔傾向愈高。 

(六) 個人資料：共二十八題，以選擇及部份自填方式作答，包含基本資料十七題、

職涯規劃三題與個人經驗及滿意度八題。 

三、專家效度 

完成初版量表後，透過邀請二位博士級護理教師、一位臨床試驗暨腫瘤科病房

護理長、一位資深臨床護理師及一位資深研究護理師共五位涵蓋護理教育、臨床

護理及臨床研究護理之專家，協助進行量表內容評鑑，並以內容效度指標值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作為專家共識程度的指標，評鑑方式是將專家對於題

項同意度由低至高以 1-4 分計算，專家給分為 1-2 分之題項，表題項適切性或可讀

性不佳，以 0 分計，專家給分 3-4 分之題項，表題項具適切性或可讀性，但可能需

要做部分修改，以 1 分計算，計算每題得分數與專家數比值，即得個別 CVI 值，

各題得分加總除以總題數，即得量表整體 CVI 值。如表 3.2 顯示，初版量表之個

別 CVI 值為.80-1.00，整體 CVI 值為.99，顯示專家們對於初版量表之內容適切性

及可讀性具有共識。此外，研究者亦依專家建議，修訂部分題項，修改結果請參

表 3.3。 

四、預試及結果分析 

量表完成專家評鑑及第一階段修訂後，參考文獻對於預試樣本數建議

(Oksenberg & Kalton, 1991)，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7 日以 26 位現

職北部某試驗機構之內外、產兒科病房及加護單位臨床護理師為對象進行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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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testing）。此外，正式收案時將排除此 26 位預試受訪者，不進行重複收案。 

透過預試結果的分析，可瞭解量表題項的鑑別力及內在一致性，並以此作為正

式施測前量表題項再調整之判斷，依據 26 位預試受訪者資料進行包含項目及信度

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一)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有助找出具有鑑別力之題項。預試量表之處理，是先將

反向計分題(外控傾向之題 35-38 及低冒險傾向之題 42-44)轉向後，以各分量表總

分之前後 27%分數為臨界值進行高低分的分組，分組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

別是否具有平均值差異。刪除平均值沒有顯著差異，即不具鑑別力之題項後，分

量表題數由 44 題（不含個人資料）減為 35 題，刪除 9 題。各分量表項目分析及

題項調整結果可整理如表 3.4 並說明如下：  

1.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共八題（題 1-8），各題項在高低分組的平均值表現

採雙尾檢定，除題 1 之 t 值為-1.838（p 值.087）未達.05 顯著水準外，其餘題項之

p 值落於.000-.008 間，達.05 顯著水準，因此刪除不具鑑別力之題項後，態度分量

表題數調整為七題。 

2.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共三題（題 9-11），高低分組的平均值表現差異

採雙尾檢定，三題 p 值皆為.000，達.05 顯著水準，顯示三題皆具有鑑別力，因此

全數保留。 

3.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共十三題（題 12-24），高低分組平均值的

表現差異採雙尾檢定，除題 12 之 t 值為-1.808(p 值.098)，未達.05 顯著水準予以刪

除外，其他題項之 p 值為.000-.034，達.05 顯著水準，因此予以保留。刪除不具鑑

別力的題項後，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題數調整為十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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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共六題（題 25-30），高低分組平均值差異採雙尾檢定，

題項 p 值為.000-.024，達.05 顯著水準，具鑑別力，故予以全數保留。 

5. 人格特質傾向：含內外控傾向及冒險傾向。內外控傾向共八題（題 31-38），高

低分組平均值差異採雙尾檢定，題 31 之 t 值為-1.431(p 值.178)、題 32 之 t 值為

-1.941(p 值.073)、題 33 之 t 值為.370 (p 值.717)、題 34 之 t 值為-.256(p 值.802)及題

37 之 t 值為-1.141(p 值.273)，共五題未達顯著水準，予以刪除。題 35、題 36 及題

38 之 p 值落於.008-.014，達.05 顯著水準，則予以保留，刪除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

後，內外控傾向題數調整為三題，且皆為外控傾向題。冒險傾向共六題（題 39-44），

題 41 之 t 值為-1.011 (p 值.330) 及題 43 之 t 值為-1.468 (p 值.166)，未達.05 顯著水

準，予以刪除，刪除後題項調整為四題，高低冒險傾向各佔兩題。 

(二) 信度分析： 

完成項目分析，刪除分量表中不具鑑別力之題項後，本研究採用常被用於

Likert 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值來說明預試量表的內在一致性。許多研究對於

Cronbach’s α 係數值的大小也紛紛提出討論，如 Henson (2001)及吳（2013）綜合其

他學者的觀點認為，在預測指標測驗或構念測量研究的早期階段，.50-.60 的

Cronbach’s α 值可被視為是足夠的，但以基礎研究為目的時，建議至少為.80，作為

截斷分數 (cutoff scores)且具重要目的時，至少應為 .90。本研究預試結果之

Cronbach’s α 值顯示，除內外控傾向題為.630 外，其他分量表為.728-.946，整體量

表.865。 

五、結構式量表 

經由文獻探討、前驅研究、專家評鑑、第一階段修訂、預試及結果分析及第

二階段修訂後，完成包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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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人格特質傾向

分量表及個人資料六大結構之量表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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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量表編製流程 

 

文獻回顧及構念界定 

決定測量尺度及發展題項 

 專家效度  

計算個別及整體 CVI

值 

 

量表第一階段修訂 

 預 試  

預試結果分析 

前驅研究 

結構式量表編修完成 

1.項目分析  

2.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初版量表編製完成 

受訪者 n=26 

量表第二階段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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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前驅研究受訪者個人屬性                                    (n=5) 

受訪者 

代碼 

性別 年資 

(年) 

最高 

教育 

程度 

婚姻狀態 

(未成年 

子女數) 

醫院 

代碼 

單位 

科別 

轉職 

經驗§
 

1 女 13 二技 未婚（0） Ａ 整型外科 0 

2 男 3 大學 未婚（0） Ｂ 骨科 2 

3 女 12 專科 已婚（3） Ｃ 產兒 1 

4 女 22 專科 未婚（0） Ｂ 綜合內科 

（含腫瘤科） 

1 

5 女 12 研究所 已婚（2） Ｄ 神經內外科

加護病房 

1 

轉職經驗
§
：受訪者轉換機構或不同臨床單位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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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別及整體 CVI 值 

題號 題項 CVI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的工作是有保障的。 .8 

2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具有足夠的薪資待遇。 .8 

3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工作時間的改變是正向的。 1.0 

4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生活品質的改變是有益的。 1.0 

5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離職後護理專業的延續是有幫助的。 1.0 

6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並不感到排斥。 1.0 

7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感到有興趣。 1.0 

8 整體而言，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工作與生活的改變是正向、有利

的。 

1.0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1 若我決定轉職研究護理師，我認為我的家人或關係密切的親友、同儕，

並不會反對我的決定。 

1.0 

2 只要我有意願轉職研究護理師，不論與我的家人或關係密切的親友、同

儕看法如何，我都能不受影響，達成轉職目標。 

1.0 

3 整體而言，轉職研究護理師一事，不論外界看法如何，我認為自己具有

最終的決定權。 

1.0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1 我不了解研究護理師的角色，因此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師的困難度。 1.0 

2 我的臨床研究專業知識、外語、文書、文獻閱讀或溝通技巧等知識技能

不佳，因此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師的困難度。 

1.0 

3 雖然我具有護理背景，但在學習臨床研究的知識技能上，我認為仍會感

到困難。 

1.0 

4 臨床研究與我現在的工作性質差異很大，因此我會擔心轉職後無法勝任

新角色。 

1.0 

5 研究護理師需要與受試者及家屬維持長時間且良好的護病關係，因此我

會擔心轉職後發生與受試者溝通不良或護病關係不佳的情形。 

1.0 

6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擔心無法適應主管的領導風格。 1.0 

7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轉職後環境或人際關係的重新適應感到

有壓力。 

1.0 

8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頻繁的進行跨部門的溝通協調而感

到有壓力。 

1.0 

9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面臨或處理倫理相關議題而感到有

壓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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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別及整體 CVI 值（續） 

題號 題項 CVI 

10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執行不同科別的試驗案件而感到有

壓力。 

1.0 

11 我認為比起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更容易獲得其他轉職的工作機會。 1.0 

12 整體而言，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後，在工作或環境改變的調適上，會

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控的範圍。 

1.0 

13 整體而言，研究護理師有別於傳統護理角色，所以轉職對我而言是具有

困難度與挑戰性。 

1.0 

四、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1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或精力去瞭解研究護理師的工作性質、薪資報

酬、工作保障及穩定度等，這些與我考量轉職與否有關的重要條件。 

1.0 

2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或精力去學習轉職研究護理師所需的如外語能

力、文獻閱讀及研究相關等知識技能，作為轉職的準備。 

1.0 

3 我對我目前的工作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護理師來尋求改變。 1.0 

4 我對我目前的生活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護理師來尋求改變。 1.0 

5 我並不排斥將研究護理師列為我轉職工作的重要選擇。 1.0 

6 整體而言，我會想要選擇院內或院外研究護理師的職務作為轉職工作。 1.0 

五、人格特質傾向 

1 大部分時候，我相信自己才是命運的主宰，透過自己的努力，很多困難

都可以被克服。 

.8 

2 我的求職、離職或轉職，會以自己的興趣、需求考量為主，不易受到外

界影響而改變。 

1.0 

3 雖然轉職會帶來許多不確定與壓力，但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調適並勝

任。 

1.0 

4 整體而言，我認為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抱持著積極、主動及事在人為的

處事觀念。 

1.0 

5 大部分的時候，我認為很多事件的結果並非由自己的努力決定，而是受

到機運或某些有力人士的影響。 

1.0 

6 我認為我的求職、離職或轉職，倚賴重要有力人士的協助大於自我的努

力。 

1.0 

7 考量轉職時，我會擔憂難以適應轉職後工作及環境改變帶來的各種壓

力。 

1.0 

8 整體而言，我認為大部分的時候，很多事並非透過我的努力可以改變，

必須聽天由命，由機運來決定結果。 

1.0 

9 我會在對工作感到不滿意時離職，不論此時是否已找到下一份工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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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個別及整體 CVI 值（續） 

題號 題項  CVI 

10 我對轉職抱持著放手一搏的態度，唯有如此才能掌握尋求改變的機會。 1.0 

11 雖然轉職會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但我認為我有能力因應及調適這些挑戰

與壓力。 

1.0 

12 即使我長期對於工作感到不滿意，還是會傾向留任，不輕易採取轉職行

動。 

1.0 

13 對於一個不熟悉的工作，即使我很有興趣，也絕不會貿然去嘗試。 1.0 

14 轉職會帶來許多變化與不確定性，因此我會反覆考慮許多因素，不輕易

採取轉職行動。 

1.0 

整體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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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專家建議及修改結果 

題號 原始題目 專家修改建議 結果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的工作

是有保障的。 

建議修改為「我認為轉職研究護

理師更能保障我專業的自主性」。 

未修改 

2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

具有足夠薪資待遇。 

建議修改為「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

師能提升我的薪資待遇」。 

未修改 

3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工作時

間的改變是正向的。 

建議修改為「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

師可以讓我工作的時間更穩定」。 

已修改 

4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生活品

質的改變是有益的。 

建議修改為「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

師可以提升我的生活品質」。 

已修改 

5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離職後

護理專業的延續是有幫助的。 

建議修改為「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

師可以提升我專業進階的能力」。 

未修改 

8 整體而言，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

對我工作與生活的改變是正向、有

利的。 

建議修改為我「預估」轉職...有利

的。 

已修改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1 若我決定轉職研究護理師，我認為

我的家人或關係密切的親友、同

儕，並不會反對我的決定。 

此題是假設題，建議用口語的「轉

任」或「成為」。 

已修改 

2 只要我有意願轉職研究護理師，不

論與我的家人或關係密切的親友、

同儕看法如何，我都能不受影響，

達成轉職目標。 

題意與前一題近似 已修改 

3 整體而言，轉職研究護理師一事，

我認為自己具有最終的決定權。 

題意與前一題近似 未修改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2 我的臨床研究專業知識、外語、文

書、文獻閱讀或溝通技巧等知識技

能不佳，因此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

師的困難度。 

太多概念在同一題，建議修改。 

建議修改為「我擔心因為我...或溝

通協調技巧...而」。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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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專家建議及修改結果（續） 

題號 原始題目 專家修改建議 結果 

3 

 

雖然我具有護理背景，但在學習臨床研究的

知識技能上，我認為仍會感到困難。 

建議刪除「認為」。 已修改 

5 研究護理師需要與受試者及家屬維持長時

間且良好的護病關係，因此我會擔心轉職後

發生與受試者溝通不良或護病關係不佳的

情形。 

建議刪除「因此」。 已修改 

11 我認為比起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更容易獲得

其他轉職的工作機會。 

題意不易理解，建議修改。 已修改 

12 整體而言，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後，在工

作或環境改變的調適上，會超出自己能力可

以掌控的範圍。 

建議刪除「整體而言」。 已修改 

13 整體而言，研究護理師有別於傳統護理角

色，所以轉職對我而言具有困難度與挑戰

性。 

建議修改為「研究護理師有

別於我所認識的.....，所以

轉職研究護理師.....」。 

 

已修改 

四、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1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或精力去瞭解研究

護理師的工作性質、薪資報酬、工作保障及

穩定度等，這些與我考量轉職與否有關的重

要條件。 

建議時間「或」精力改成

「與」；「與」我考量改成

「是」。 

已修改 

2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或精力去學習轉職

研究護理師所需的如外語能力、文獻閱讀及

研究相關等知識技能，作為轉職的準備。 

建議時間「或」精力改成

「及」，所需的「技能」

如...，文獻閱讀「能力」，

刪除研究相關「等」知識技

能。 

已修改 

4 我對我目前的生活狀態感到不滿意，因此考

慮轉職研究護理師來尋求改變。 

建議與前題合併。 未修改 

6 整體而言，我會想要選擇院內或院外研究護

理師的職務作為轉職工作。 

建議「院內」改為「本院」，

「院外」改為「他院」。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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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專家建議及修改結果（續） 

題號 原始題目 專家修改建議 結果 

五、人格特質傾向 

1 

 

我相信自己才是命運的主宰，透過自己的努

力，很多困難都可以被克服。 

題意與第 38 題相似。 

 

未修改 

4 整體而言，我認為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抱持

著積極、主動及事在人為的處事觀念。 

建議刪除「整體而言」及

「的」時候。 

已修改 

7 考量轉職時，我會擔憂難以適應轉職後工作

及環境改變帶來的各種壓力。 

題意與內外控傾向相關性

低。 

已修改 

11 雖然轉職會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但我認為我

有能力因應及調適這些挑戰與壓力。 

是否加問若對現況不滿意

是否尋求或搜尋相關資料

因應。 

未修改 

14 轉職會帶來許多變化與不確定性，因此我會

反覆考慮許多因素，不輕易採取轉職行動。 

建議修改為「才會」採取轉

職行動。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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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預試項目分析與題項調整 

題號 

調整 

構念與題項  t 值 (p 值) 刪除 

Y/N 

前 後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1 刪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的工作是有保障的。 -1.838 (.087) Y 

2 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具有足夠的薪資待

遇。 

-3.735 (.002) N 

3 2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可以讓我工作的時間更穩定。 -5.621 (.000) N 

4 3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可以提升我的生活品質。 -3.109 (.008) N 

5 4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離職後護理專業的延續是

有幫助的。 

-3.706 (.002) N 

6 5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並不感到排斥。 -3.343 (.005) N 

7 6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感到有興趣。 -3.845 (.002) N 

8 7 整體而言，我預估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工作與生活的改

變是正向、有利的。 

-5.346 (.000) N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9 8 若我決定轉職成為研究護理師，我認為我關係密切的家

人、親友及同儕，並不會反對我的決定。 

-6.237 (.000) N 

10 9 我有意願轉職成為研究護理師，但與我關係密切的家

人、親友及同儕出現支持與反對看法不一致的情況時，

我會傾向於接受支持我轉職研究護理師的意見。 

-4.965 (.000) N 

11 10 整體而言，轉職成為研究護理師一事，我認為自己具有

最終的決定權。 

-7.628 (.000) N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12 刪 我不了解研究護理師的角色，因此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

師的困難度。 

-1.808 (.098) Y 

13 11 我擔心因為我臨床研究知識、外語、文書、文獻閱讀或

溝通協調技巧等知識技能不佳，而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

師的困難度。 

-2.400 (.034) N 

14 12 雖然我具有護理背景，但在學習臨床研究的知識技能

上，我仍會感到困難。 

-5.125 (.000) N 

15 13 臨床研究與我現在的工作性質差異很大，我會擔心轉職

後無法勝任新角色。 

-4.042 (.002) N 

16 14 研究護理師需要與受試者及家屬維持長時間且良好的

護病關係，我會擔心轉職後發生與受試者溝通不良或護

病關係不佳的情形。 

-2.672(.02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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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項目分析與題項調整（續） 

題號 

調整 

      構念與題項 t 值(p 值) 刪除 

Y/N 

前 後    

17 15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擔心無法適應主管領導風格。 -6.708 (.000) N 

18 16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轉職後環境或人際關係

的重新適應感到有壓力。 

-6.238 (.000) N 

19 17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頻繁的進行跨部門

的溝通協調而感到有壓力。 

-8.822 (.000) N 

20 18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面臨或處理倫理相

關議題而感到有壓力。 

-6.582 (.000) N 

21 19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執行不同科別的試

驗案件而感到有壓力。 

-5.900 (.000) N 

22 20 我認為比起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更容易勝任其他的工

作。 

-4.076 (.002) N 

23 2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後，在工作或環境改變的調適

上，會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控的範圍。 

-4.355 (.001) N 

24 22 整體而言，研究護理師有別於我所認識的傳統護理角

色，所以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具有困難度與挑戰

性。 

-3.881 (.002) N 

四、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25 23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瞭解研究護理師的工作

性質、薪資報酬、工作保障及穩定度等，這些是我考量

轉職與否有關的重要條件。 

-3.335 (.005) N 

26 24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學習轉職研究護理師所

需的技能如外語能力、文獻閱讀及研究相關知識技能，

作為轉職的準備。 

-2.511 (.024) N 

27 25  我對我目前的工作狀態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

護理師來尋求改變。 

-4.772 (.000) N 

28 26  我對我目前的生活狀態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

護理師來尋求改變。 

-5.140 (.000) N 

29 27  我並不排斥將研究護理師列為我轉職工作的重要選擇。 -3.412 (.004) N 

30 28  整體而言，我會想要選擇本院或他院研究護理師工作作

為轉職。 

-6.056(.0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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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項目分析與題項調整（續） 

題號 

調整 

           構念與題項  t 值(p 值)  刪除 

 Y/N 

前 後    

五、人格特質傾向 

(一)內外控傾向 

31 刪 我相信自己才是命運的主宰，透過自己的努力，很多困

難都可以被克服。 

-1.431 (.178) Y 

32 刪 我的求職、離職或轉職，會以自己的興趣、需求考量為

主，不易受到外界影響。 

-1.941 (.073) Y 

33 刪 雖然轉職會帶來許多不確定與壓力，但我相信自己一定

可以調適並勝任。 

.370 (.717) Y 

34 刪 我認為大部分時候，我都抱持著積極、主動及事在人為

的處事觀念。 

-.256 (.802) Y 

35 29 我認為很多事件的結果並非由自己的努力決定，而是受

到機運或某些有力人士的影響。 

-2.996 (.010) N 

36 30 我認為我的求職、離職或轉職，倚賴重要有力人士的協

助大於自我的努力。 

-3.101 (.008) N 

37 刪 考量轉職時，我會擔憂難以掌控轉職後工作及環境的各

種改變。 

-1.141 (.273) Y 

38 31 我認為大部分時候，很多事並非透過我的努力可以改

變，必須聽天由命，由機運決定結果。 

-2.831 (.014) N 

(二)冒險傾向 

39 32 我會在對工作感到不滿意時離職，不論此時是否已找到

下一份工作。 

-2.846 (.014) N 

40 33 我對轉職抱持著放手一搏的態度，唯有如此才能掌握尋

求改變的機會。 

-4.210 (.001) N 

41 刪 雖然轉職會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但我認為我有能力因應

及調適這些挑戰與壓力。 

-1.011 (.330) Y 

42 34 即使我長期對於工作感到不滿意，還是會傾向留任，不

輕易採取轉職行動。 

-2.955 (.011) N 

43 刪 對於一個不熟悉的工作，即使我很有興趣，也絕不會貿

然去嘗試。 

-1.468 (.166) Y 

44 35 轉職會帶來許多變化與不確定性，因此我會反覆考慮許

多因素才會採取轉職行動。 

-4.065 (.00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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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收集與處理 

本研究資料收集過程與處理方式可說明如下：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目前任職國內試驗機構之病房、急重症加護或其他臨床照護單位之

護理師為對象，並考量單位特性與異動率之差異，排除開刀房及門診護理師。資

料收集方式主要是滾雪球方式取樣，以北部某試驗機構病房為起點，透過任職該

單位之同儕引薦及初步代為詢問該單位具研究參與意願之人數後，由其協助擔任

單位聯絡人，協助安排研究者合適前往施測單位說明及發放問卷的時間，與受訪

者說明研究目的及量表填寫與回收方式後，依受訪者意願自行拿取量表施測，受

訪者填答完畢後（填答完成約需花費 15-20 分），可自行以檢附之信封密封後，投

入回收袋，量表發放七天後進行第一階段回收，並由研究者視實際回收情形，安

排第二階段回收時間。 

二、資料處理 

如表 3.5 所示，本研究量表採六點式計分，將受訪者對於各題項的同意度由

低至高分為 1-6 分（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計分分式與得分意涵方面，態度分量

表採正向計分，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愈正向。

主觀規範分量表採正向計分，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自覺重要他人或團體

對其轉職臨床研究護理所形成的正向規範力愈大。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採正向計

分，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自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困難度愈大、自我掌

控程度愈低。轉職意向分量表採正向計分，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轉職臨

床研究護理之意向愈高。外控傾向採正向計分，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外

控傾向愈顯著。冒險傾向題項中，低冒險傾向題採反向計分，各題項加總分數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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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受訪者對於轉職風險的承擔傾向愈高。分量表遺漏值(missing value)將以平

均數置換，但個人資料之遺漏，考量資料屬性之差異，將不予填補，資料分析時，

該遺漏項目將予排除，不列入分析。若量表遺漏值過多，大於七題(總題數 10%)，

則該量表將視為無效，予整份排除，全數題項不列入結果分析。 

量表全數回收後，研究者首先排除漏答題數大於七題之無效量表後，開始逐

一建檔並將反向計分的低冒險題(人格特質傾向量表第 6 及第 7 題)轉向，使冒險傾

向題計分方向一致後，開始進行結果分析。本研究結果以 SPSS v22.0 軟體，使用

包含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統計方法之使用可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來描述受訪者個人屬

性特質、整體組成結構及測量構念之表現等，以說明受訪者群體特徵、分量表得

分高低與資料離散程度等情形。 

(二)推論性統計 

推論統計方法的應用是希望能有效的透過樣本來推論母群體之特性，本研究設

95%信賴區間, α 值.05，採雙尾檢定，以下列方法來進行結果分析： 

1.雙樣本 t-檢定(two sample 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雙樣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用來比較族群平均數差異。一般而言，前

者被用來檢驗兩族群之平均數差異，而後者可視為是雙樣本 t-檢定之延伸，用來檢

驗三族群以上之平均數差異。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顯示有三組以上不同族群間

具有顯著差異時，將進一步以事後比較(Post hoc test) 法來進一步釐清族群間的差

異情形。 

2.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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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森積差相關是護理研究中最普遍用來作為兩變數間皆為連續變項時相關

性的探討，可以瞭解兩連續變項間是否具有線性關係（李等，2013）。本研究使用

皮爾森相關係數(r)來說明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外控傾向、冒險傾向及年齡等連續變項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的相關性。 

3.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法（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法有助於探討不同區組(block)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以

得知不同區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吳，2013）。在瞭解自變項與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的相關性及差異性表現後，將以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投入模式之變項

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整體預測力外，也將進一步探討個別變項及不同區

組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解釋力及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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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測量構念、計分方式與遺漏值處理 

構念 定義 計分 分數意涵 遺漏值

處理 

轉職臨

床研究

護理之

態度  

 

對於自我轉

職臨床研究

護理所抱持

的正負向評

價 

六點式計分，同意度由低

至高分為 1-6 分，1 分：

非常不同意，2 分：大部

分不同意，3 分：部分不

同意，4 分：部分同意，5

分：大部分同意及 6 分：

非常同意 

正向計分，加總

分數愈高，表受

訪者態度愈正

向，對於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

向具促進作用。 

以該題

平均數

置換 

轉職臨

床研究

護理之

主觀規

範 

自覺重要他

人或團體對

其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所

形成的正向

規範力 

同上 正向計分，加總

分數愈高，表受

訪者知覺正向

規範力愈高，對

於臨床研究護

理轉職意向具

有促進作用。 

同上 

轉職臨

床研究

護理之

知覺行

為控制 

 

轉職臨床研

究護理的自

覺困難度及

自我掌控程

度 

同上 正向計分，總分

數愈高，表受訪

者自覺轉職臨

床研究護理的

困難度愈大、自

我掌控程度愈

低，對於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

向具有削減作

用。 

同上 

臨床研

究護理

轉職意

向 

主觀認知其

將來離開現

職，轉換機

構內外研究

護理師一職

的傾向 

同上 正向計分，總分

數愈高，表受訪

者臨床研究護

理轉職意向愈

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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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測量構念、計分方式與遺漏值處理（續） 

測量 

構念 

定義 施測與計分 分數意涵 遺漏值

處理 

外控 

傾向 

 

主觀認知事件的

結果主要是傾向

透過外在因素影

響的信念 

同上 正向計分，加總分數

愈高，表受訪者外控

傾向愈顯著。 

同上 

冒險 

傾向 

 

個人職涯異動的

風險承擔傾向 

同上 低冒險傾向採反向

計分，總題項加總分

數愈高，表受訪者轉

職風險承擔的傾向

愈高。 

同上 

個人 

屬性 

1.基本資料 

2.職涯規劃 

3.個人經驗與滿

意度 

採選擇與部分

自填方式回答 

除年齡、其他醫療或

非醫療證照/證書名

稱、過去任職機構數

及過去擔任研究護

理師期間（若有）之

題 項 採 自 填 方 式

外，其他題項以選擇

方式，依個人情況回

答。 

排 除 遺

漏值，該

項 不 列

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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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倫理考量 

本研究執行方式是以目前任職國內試驗機構之臨床護理師為對象，使用滾雪

球取樣法及自擬結構式量表探討受訪者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及相關影響因

素，並不涉及易受傷害族群或介入性措施的使用，受訪者除完成本量表後，將獲

得超商百元面額禮卷一份外，不因參與本研究而衍生身心或財務上之負擔或利

益。本研究對於受訪者之倫理考量，在受訪者名單取得方面，經研究者任職不同

試驗機構之同儕協助，詢問單位同事受訪意願及引薦醫院其他單位有意願受訪之

同仁，以滾雪球取樣法邀請受訪者參與。 

在受訪者個資保護方面，為達受訪者資料保密及資料管理之目的，受訪者任

職機構及身份是以匿名化編碼方式（如機構編碼為 A, B, C...；受訪者身份編碼為

01, 02, 03...）取代。 

在資料閱覽權限與保存期限方面，回收之量表由研究者保存，原始資料除研

究者及權責單位有權閱覽或抽查外，其他與本研究不相關之人等並無閱覽權限。

此外，本研究資料保存期限為研究結束後兩年，到期後將由研究者逕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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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01 月 18 日進行收案，共發放量表 186

份，回收 185 份，回收率 99.0%，剔除三份遺漏題數大於量表總題數 10.0%（七題）

之無效量表，實得有效量表 182 份，有效回收率 97.8%。量表回收自北部三所醫學

中心（機構代碼 A、B 及 C），受訪者現職單位含內科系（含腫瘤科、腸胃肝膽科、

風濕免疫科、兒科）、外科系（大腸直腸外科、婦產科）病房、重症加護單位（含

新生兒科、神經科、心臟科）及其他（化療注射室）。 

本研究針對研究對象個人屬性、研究信效度、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

表得分及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預測力進行分析，分析結果敘述如下列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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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個人屬性 

本節主要是以描述性統計方法來說明研究對象個人屬性特徵及整體受訪者結

構，研究對象個人屬性分析可包含以下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職涯規劃及個人經驗

與滿意度三部分：  

研究共收案 182 位在職臨床護理師，以女性(99.5%)、未婚(75.8%)、無未成年

子女(79.7%)、無特定宗教信仰(51.1%)，最高教育程度為大學 (45.6%)或二四技

(39.0%)畢業、目前未在職進修者(95.1%)為主，年齡介於 21-52 歲，分層檢視是以

26-30 歲 (30.8%)及 21-25 歲(28.0%)居多，而以平均年齡 30.56 歲區分則是以小於

平均年齡之年輕者(58.8%)為眾。受訪者主要任職機構 A (53.3%)，單位性質以內科

系病房為主(64.3%)，多不需於同月輪值三種班別(73.6%)，護理職級以 N2(31.9%)

及 N3(24.7%)為眾，護理總年資多為 7 年以上(41.2%)，其次為 1-3 年(25.8%)及 4-6

年(24.2%)，多數不具行政職稱，僅負責一般病患照護(67.6%)，除護理師或高級心

臟救命術(ACLS)證照外，並無其他醫療或非醫療證照/證書(73.1%)，年所得以 70-89

萬(37.9%)及 50-69 萬(28.0%)居多。 

在職涯規劃方面，57.1%的受訪者目前並無轉職規劃，傾向於繼續留任。具有

轉職規劃之受訪者包含有轉職想法，尚無具體轉職方向(73.1%)及預計 6 個月-2 年

後轉職 (26.9%)者。考慮轉職一般已知護理職缺者(75.8%)多於考慮轉職研究護理

師者(25.4%)，21.5%的受訪者會同時將兩者納入轉職考量，選擇兩者皆不納入轉職

考量的其他類別者佔 20.4%。 

在個人經驗與滿意度方面，多數受訪者並無轉職(84.1%)、受試者照護(53.0%)、

臨床研究教育訓練(73.1%)及過去擔任研究護理師(99.5%)之經驗。接觸臨床研究或

研究護理師之頻率以偶爾(平均 3-6 個月，33.5%)居多，其次為經常(每月，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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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很少(平均超過 6 個月，23.1%)。自覺近 6-12 個月內的健康(68.7%)、工作(74.7%)

及生活滿意度(70.3%)狀態主要為「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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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個人屬性－基本資料                          (n=182)                                                              

變項名稱 人數 (%)  變項名稱  人數 (%) 

任職機構   最高教育程度   

機構 A  97 (53.3%)      專科   16 (8.8%) 

機構 B  58 (31.9%)      二技/四技   71 (39.0%) 

機構 C  27 (14.8%)      大學   83 (45.6%) 

       研究所以上   12 (6.6%) 

性別   在職進修    

女 181 (99.5%)  否  173(95.1%) 

男   1 ( .5%)  是    9 (4.9%) 

年齡   現職單位   

21-25 歲  51 (28.0%)     內科病房  117 (64.3%) 

26-30 歲  56 (30.8%)     外科病房   20 (11.0%) 

31-35 歲  32 (17.6%)     婦產兒精神病房    2 (1.1%) 

36-40 歲  25 (13.7%)     重症加護單位   35 (19.2%) 

41-52 歲  18 ( 9.9%)     其他    8 (4.4%) 

婚姻狀況   輪值三班   

未婚 138 (75.8%)  否  134 (73.6%) 

已婚  43 (23.6%)  是   48 (26.4%) 

其他   1 ( .5%)  護理年資   

未成年子女       1 年以下   16 (8.8%) 

無 145(79.7%)      1-3 年   47 (25.8%) 

有  37(20.3%)      4-6 年   44 (24.2%) 

       一位  11 (29.7%)      7 年以上   75 (41.2%) 

       二位  26 (70.3%)  護理職級   

宗教信仰       N0   21 (11.5%) 

無  93 (51.1%)      N1   36 (19.8%) 

有  89 (48.9%)      N2   58 (31.9%) 

         民間信仰  80 (89.9%)      N3   45 (24.7%) 

         基督教   7 (7.9%)      N4   22 (12.1%) 

         天主教   2 (2.2%)  其他證照（書）   

           無  133 (73.1%) 

       有   4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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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個人屬性－基本資料（續）                        (n=182) 

變項名稱 人數(%)  變項名稱  人數(%) 

行政職稱   年所得   

    無 123 (67.6%)     50 萬以下  14 (7.7%) 

    小組長  50 (27.5%)     50-69 萬  51 (28.0%) 

    護理長/副護理長   9 ( 4.9%)     70-89 萬  69 (37.9%) 

      90-99 萬  28 (15.4%) 

      100 萬以上  20 (11.0%) 

 

 

 

 

表 4.2 研究對象個人屬性－職涯規劃                               (n=182) 

註 1：「轉職職缺考慮」為分別計算受訪者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n=182）、研究護理師職缺(n=181)、

兩者皆納入考慮(n=181)及兩者皆不納入考慮的其他職缺(n=181)百分比。 

註 2: 「研究護理師職缺」計算分母數 n=181，遺漏值 n=1；「院內、院外」計算分母數 n=43（考慮

轉職院內及院外研究護理師職缺之總人數），遺漏值 n=3。 

註 3: 「兩者皆考慮」及「其他職缺」n=181，後者係指受訪者轉職考慮非一般已知護理或研究護

理師之職缺。 

變項名稱 人數(%) 變項名稱 人數(%) 

轉職規劃   轉職職缺考慮 1 

    繼續留任  104 (57.1%)     一般已知護理   138(75.8%) 

    具轉職規劃  78 (42.9%)     研究護理師 2    46 (25.4%) 

     具想法無具體方向  57 (73.1%)            院內 2    40 (93.0%) 

      6-12 個月內轉職   5 (6.4%)            院外 2     3 (7.0%) 

      1-2 年內轉職   7 (9.0%)     兩者皆考慮 3    39(21.5%) 

      2 年後轉職   9 (11.5%)     其他職缺 3    3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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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研究對象個人屬性－個人經驗與滿意度                    (n=182)                                                              

變項名稱 人數(%) 變項名稱  人數(%) 

轉職經驗  自覺健康狀態   

    無 153(84.1%)      極差    4(2.2%) 

    有  29(15.9%)      差   27(14.8%) 

       一次  20(69.0%)      尚可  125(68.7%) 

       二次   6(20.7%)      良好   26(14.3%) 

       三次   3(10.3%) 自覺工作滿意度   

受試者照護經驗 1       極差    4(2.2%) 

    無  96(53.0%)      差   15(8.2%) 

    有  85(47.0%)      尚可  136(74.7%) 

臨床研究接觸頻率       良好   27(14.8%) 

    無  35(19.2%) 自覺生活滿意度   

    經常(每月)  44(24.2%)      極差    3(1.6%) 

   偶爾(平均約 3-6 月)  61(33.5%)      差   20(11.0%) 

   很少(平均超過 6 月)  42(23.1%)      尚可  128(70.3%) 

臨床研究教育訓練       良好   31(17.0%) 

     無 133(73.1%)    

     有  49(26.9%)    

任職研究護理師經驗     

     無 181(99.5%)    

     有   1(.5%)    

註 1：計算分母數 n=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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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檢驗是以 Cronbach’sα係數值來報告量表內在一致性，而效度則

是先後使用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及因素分析進行，分析結果可說明如下： 

一、信度分析 

依據表 4.4 顯示，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897，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分量表（七題）為.894，各題項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落於.866-.896；轉職臨床研

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分量表（三題）為.651，刪除題項三後可提升至.703；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十二題）為.913，各題項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

落於.902-.918；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表（六題）為.874，各題項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落於.831-.877；外控傾向分量表（三題）為.788，各題項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落於.690-.742；冒險傾向（四題）分量表之內在一致性分為高冒險

與低冒險傾向討論，高冒險傾向（二題）之 Cronbach’s α 值為.713、低冒險傾向（二

題）為.601，依據上述結果，顯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

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外控傾向及高冒險傾向之題項，Cronbach’s α

值介於.713-.913，具有可接受之量表內在一致性，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在刪除題項三後，可提升至.703，低冒險傾向 Cronbach’s α

值.601，且因題數為兩題，因此無法計算項目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變化情形。 

二、 效度分析 

一般而言，效度(validity)是指測驗或量表所能正確測量研究者所欲測得之特

質的程度（吳，2013），本研究效度檢驗結果可分為內容及構念效度說明如下： 

（一）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是指測驗或量表內容或題目的適切性或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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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2013）。本研究對於內容效度的檢驗，是由二位博士級護理教師、一位在職

之腫瘤科護理長、資深臨床護理師及研究護理師等五位涵跨護理教育、臨床護理

與臨床研究護理之學者及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專家，根據本研究所欲測量之構念

的學理背景及實務經驗與現況，逐一檢視題項涵蓋構念之內容適切性與詞句可讀

性並提供修正意見，待專家全數評鑑完畢後，研究者除依專家建議進行部分題項

修訂及調整外，亦針對五位專家對於量表適切性與可讀性之評分，分別計算量表

個別題項與整體 CVI 值，結果顯示個別題項之 CVI 值介於.8-1.0，整體量表 CVI

值則為.986，顯示本量表在五位專家評鑑下，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二）構念效度 

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是分析研究者是否測量到所研究之構念，最常使

用的方法是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吳，2013），故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法來進行

效度檢驗，結果可說明如下： 

1.取樣適切性(KMO)及 Bartlett’s 球形檢定 

進行因素分析前，可從題項的取樣適切性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量數大小及 Bartlett’s 球形檢定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結果來判斷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及變數間的相關係數是否顯著，一般

而言，KMO 值達.7 以上、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則被認為適合進一步執行因素分

析（吳，2013）。 

依據表 4.5 取樣適切性與 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果顯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

態度分量表 KMO 值為.837、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為.590、轉職臨床研究

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為.880、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為.760、外控傾向為.703、冒

險傾向為.518，整體量表為.841，整體（χ2=4185.602, df=595）及各分量表之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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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 p 值皆為.000，雙尾檢定下，達.05 顯著水準，因此綜合上述取樣是切性之 KMO

值與球形檢定結果，顯示除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及冒險傾向分量表不適

於進行因素分析外，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

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及外控傾向分量表適合進一步執行因素分析。 

2.因素分析 

如果在題項編製時，研究者已確定量表的層面數，在統計分析時，可限定因

素抽取數目，或在問卷編製前已根據相關文獻及實務經驗，將題項的層面或構念

歸類，並經專家效度檢核，則除了可以限定因素層面外，也可以分層面進行因素

分析（吳，2013）。因本研究以直接測量方式，探討 TPB 理論架構下的三大意向影

響因子及文獻回顧中顯示也可能會對個體轉職意向產生影響之人格特質傾向，因

此，各分量表編製時，是以所欲測量之單一構念及實務經驗為主要題項發展方法，

故以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PCA)、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

軸，強迫萃取 1 個因素為原則，進行因素分析。依據表 4.6、表 4.7、表 4.8 及表 

4.9 顯示，在萃取一個因素下，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分量表特徵值 4.356，解

釋變異量 62.23%；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特徵值 6.315，解釋變

異量為 52.63%；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表特徵值 3.691，解釋變異量 61.52%；

外控傾向分量表特徵值 2.110，解釋變異量 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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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整體及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值 

分量表及題項 題數 Cronbach’s α 項目刪除 Cronbach’s α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7 .894  

1   .896 

2   .879 

3   .869 

4   .882 

5   .885 

6   .872 

7   .866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

規範 

  3 .651  

1   .391 

2   .536 

3   .703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

行為控制 

 12 .913  

1   .908 

2   .906 

3   .903 

4   .911 

5   .907 

6   .903 

7   .902 

8   .904 

9   .903 

10   .918 

11   .905 

12   .902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6 .874  

1   .877 

2   .869 

3   .847 

4   .843 

5   .842 

6   .831 

 



doi:10.6342/NTU201803373

 68 

表 4.4 整體及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值（續） 

 分量表及題項 題數 Cronbach’s α 項目刪除 Cronbach’s α 

人格特質傾向    

  外控傾向   3 .788  

  1   .701 

  2   .690 

  3   .742 

  冒險傾向      

      高冒險   2 .713 - 

  4   - 

  5    

      低冒險   2 .601  

  6   - 

  7   - 

整體  35 .897  

 

 

表 4.5 分量表與整體量表之 KMO 值及 Bartlett’s 球形檢定摘要 

分量表名稱 題數 KMO 值 Bartlett’s 檢定 p 值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7 .837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3 .590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12 .880 .000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6 .760 .000 

人格特質傾向    

                  外控傾向 3 .703 .000 

                    冒險傾向 4 .518 .000 

整體 35 .84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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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分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項 因素一 共同性 

7. 整體而言，我預估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工作與生活的改

變是正向、有利的。 

.876 .767 

3.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可以提升我的生活品質。 .848 .718 

6.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感到有興趣。 .831 .690 

2.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可以讓我工作的時間更穩定。 .782 .611 

4.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離職後護理專業的延續是有

幫助的。 

.757 .573 

5. 我對於轉職臨床研究工作並不感到排斥。 .739 .546 

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具有足夠的薪資待遇。 .670 .449 

特徵值  4.356 

解釋變異量% 62.232 

KMO 值   .837 

Bartlett’s 檢定值(p 值) 810.975 (.000) 

Cronbach’s α 值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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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項 因素一 共同性 

7.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頻繁的進行跨部門

的溝通協調而感到有壓力。 

.820 .672 

12. 整體而言，研究護理師有別於我所認識的傳統護理角

色，所以轉職研究護理師對我而言具有困難度與挑戰

性。 

.803 .644 

6.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轉職後環境的重新適應

感到有壓力。 

.792 .628 

9.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執行不同科別的試

驗案件而感到有壓力。 

.790 .624 

8.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對於需要面臨或處理倫理相

關議題而感到有壓力。 

.789 .622 

3. 臨床研究與我現在的工作性質差異很大，我會擔心轉職

後無法勝任新角色。 

.757 .574 

11. 我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後，在工作或環境改變的調適

上，會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控的範圍。 

.730 .533 

2. 雖然我具有護理背景，但在學習臨床研究的知識技能

上，我仍會感到困難。 

.717 .514 

5. 若我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會擔心無法適應主管的領導風

格。 

.699 .489 

1. 我擔心因為我臨床研究知識、外語、文書、文獻閱讀或

溝通協調技巧等知識技能不佳，而增加我轉職研究護理

師的困難度。 

.663 .439 

4. 研究護理師需要與受試者及家屬維持長時間且良好的

護病關係，我會擔心轉職後發生與受試者溝通不良或護

病關係不佳的情形。 

.624 .390 

10. 我認為比起轉職研究護理師，我更容易勝任其他工作。 .432 .187 

特徵值  6.315 

解釋變異量% 52.625 

KMO 值   .880 

Bartlett’s 檢定(p 值) 1422.913 (.000) 

Cronbach’s α 值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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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項 因素一 共同性 

6. 整體而言，我會想要選擇本院或他院研究護理師工作作為

轉職。 

.879 .773 

4. 我對我目前的生活狀態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護

理師來尋求改變。 

.836 .699 

5. 我並不排斥將研究護理師列為我轉職工作的重要選擇。 .828 .686 

3. 我對我目前的工作狀態感到不滿意，因此考慮轉職研究護

理師來尋求改變。 

.818 .670 

2.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學習轉職研究護理師所

需的技能如外語能力、文獻閱讀及研究相關知識技能，作

為轉職的準備。 

.679 .462 

1. 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瞭解研究護理師的工作

性質、薪資報酬、工作保障及穩定度等，這些是我考量轉

職與否有關的重要條件。 

.634 .402 

特徵值  3.691 

解釋變異量% 61.522 

KMO 值   .760 

Bartlett’s 檢定(p 值) 794.030 (.000) 

Cronbach’s α 值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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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外控傾向分量表因素分析摘要 

題項 因素一 共同性 

2. 我認為我的求職、離職或轉職，倚賴重要有力人士的協

助大於自我的努力。 

.852 .726 

1. 我認為很多事件的結果並非由自己的努力決定，而是受

到機運或某些有力人士的影響。 

.845 .714 

3. 我認為大部分時候，很多事並非透過我的努力可以改

變，必須聽天由命，由機運決定結果。 

.818 .669 

特徵值  2.110 

解釋變異量% 70.318 

KMO 值   .703 

Bartlett’s 檢定(p 值) 157.697(.000) 

Cronbach’s α 值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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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分析 

本研究目的一即是探討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現況，因此本

節除說明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外，也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說明連續

變項與轉職意向間的相關性，不同個人屬性及分量表得分高低之受訪者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或變項間的關聯性，則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卡方檢定或百分比描述等方法來探討，分析結果可說明如下： 

一、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 

意向分量表共六題，滿分 36 分，得分數最低 6 分，最高 36 分，平均 21.57 分，標

準差 5.04，題項加總分數愈高，表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愈高，若將平均

分除以總分轉化為百分比(21.57/36*100=59.9%)並以低(≦25%)、中低(25.1-50%)、

中高(50.1-75%)及高(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整體

表現，可發現臨床護理師之整體表現百分比為 59.9%，因此整體具有中高程度的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另依據表 4.8，受訪者對於題 1「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

精力去瞭解研究護理師的工作性質、薪資報酬、工作保障及穩定度等，這些是我

考量轉職與否有關的重要條件」(mean=4.13)及題 2「我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

去學習轉職研究護理師所需的技能如外語能力、文獻閱讀及研究相關知識技能，

作為轉職的準備」(mean=4.04)的同意度最高，顯示受訪者「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

花費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去瞭解自我轉職研究護理師的客觀條件並學習所需知能，

作為將來可能轉職的評估或準備。受訪者對於題 3(mean=3.06)及題 4(mean=3.06)

因為對於自我目前工作或生活狀態不滿意而考慮轉職研究護理師來尋求改變的同

意度最低，表示其「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個人因目前工作或生活狀態的不滿意

而考慮轉職研究護理師來尋求正向改變。受訪者在題 5(mean=3.79) 表示「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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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部分同意」並不排斥將研究護理師列為轉職的重要選擇。受訪者在題

6(mean=3.50) 表示整體而言，「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會想要選擇本院或他院研

究護理師作為轉職工作。 

二、相關性分析 

依據表 4.11 連續變項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相關性分析顯示，在雙尾檢

定下，除年齡(r=-.135，p 值.070) 未達.05 顯著水準外，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r=.632，p 值.000)、主觀規範(r=.360，p 值.000)、知覺行為控制(r=.177，p 值.017)、

外控傾向(r=.379，p 值.000)、冒險傾向(r=.197，p 值.008)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間皆具有顯著相關性。 

在各變項間的相關性方面，如表 4.12 顯示，年齡與知覺行為控制(r=-.174，p

值.019)及外控傾向(-.167，p 值.024)間具顯著負相關。態度與主觀規範(r=.429，p

值.000)、知覺行為控制(r=.238，p 值.001)、外控傾向(r=.271，p 值.000)及冒險傾向

(r=.165，p 值.026)間具顯著相關性。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r=.005，p 值.950)、

外控傾向(r=.007，p 值.924)及冒險傾向(r=-.044，p 值.553)間並無顯著相關性。知

覺行為控制與外控傾向(r=.413，p 值.000)具有顯著相關性，而外控傾向與冒險傾向

(r=.080，p 值.284)間則無顯著相關性。 

三、差異性分析 

將受訪者依不同的個人屬性及分量表中的得分高低情形分組進行臨床研究護

理轉職意向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以瞭解其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

差異，分析情形可說明如下： 

(一)個人屬性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差異 

使用卡方檢定、百分比、獨立樣本 t 檢定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來描述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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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個人屬性差異及探討不同屬性的受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顯著

差異。此外，性別、在職進修、任職醫院區域、任職醫院層級及研究護理師任職

經驗等變項因分組比例差異懸殊或無差異性而不列入差異性分析改以百分比描述

外，其餘結果可整理如表 4.13、表 4.14 及表 4.15 並說明如下： 

1.基本資料 

在性別方面，本研究受訪者以女性為主要結構，佔 99.5% (n=181)，男性僅佔.5% 

(n=1)，因比例差異懸殊，故不列入此處差異性分析探討。 

年齡方面，雖然年齡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不具顯著相關性(r=-.135，p

值.070)，但年齡在文獻探討中，普遍被視為是影響成人職涯異動的重要因子，且

其與知覺行為控制(r=-.174，p 值.019)及外控傾向 (r=-.167，p 值.024)間亦具顯著負

相關，因此本研究仍將受訪者（n=182）以平均年齡 30.56 歲為分界，分為年輕

（21-30.56 歲，n=107）及年長(30.57-52 歲，n=75)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

組別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年輕與年長組之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平均數分別為 22.21(SD=4.76)、20.65(SD=5.32)，t 值 2.061，p 值.041，採

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年輕組受訪者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

年長組。  

婚姻狀態方面，受訪者非為已婚或未婚之其他狀態者僅佔.5%，故將其視為離

散值(outlier)，刪除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受訪者未婚（n=138）及已婚(n=43)者

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127，df=179，p 值.899，

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婚姻狀態的受訪者在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 

未成年子女數方面，將受訪者(n=182) 分為無(n=145)、有(n=37)未成年子女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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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受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

異。結果顯示 t 值.035， df=180，p 值.972，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

有無未成年子女之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宗教信仰方面，將受訪者(n=182)分為無(n=93)、有(n=89)宗教信仰兩組，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組受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

示 t 值-.575，df=180，p 值.566，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有無宗教信

仰之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教育程度方面，考量國內教育體系特性，就讀二年制（二技）及四年制（四技）

技術學院者，多具有專科畢業之背景，且認為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體系具有本質

上的差異，因此將受訪者(n=182)最高教育程度以專科及二四技(n=87)、大學以上

(n=95) 分為二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不同教育背景之受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 2.163，p 值.032，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具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顯著高於

大學以上之受訪者。  

在職進修方面，受訪者(n=182)以無在職進修者為主，佔 95.05%(n=173)，目前

在職進修者僅佔 4.95% (n=9)，比例差異懸殊，因此不列入此處差異性分析探討。 

任職機構方面，受訪者(n=182)分別任職機構 A(n=97)、機構 B(n=58)及機構

C(n=27)三所不同試驗機構，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機構之受訪者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F 值.116，p 值.890，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任職不同試驗機構之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並無顯著

差異。 

任職醫院區域及層級方面，受訪者(n=182)皆任職於北部區域(100%)之醫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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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100%)，並無任職區域或醫院層級之差異，因此不列入此處差異性分析探討。 

 現職單位方面，將受訪者(n=182)現職單位以內科系病房(n=125)、外科系病房

(n=22)及重症加護單位(n=35)區分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任職不同單位之受

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差異。結果顯示 F 值 1.318，p 值.270，

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任職不同單位的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

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輪值三班方面，將受訪者(n=182)是否需於同月輪值白班、小夜及大夜三種班

別分為否(n=134)、是(n=48)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339，df=180，p 值.735，採雙尾檢定，未

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是否於同月輪值三班的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

現的顯著差異。 

護理年資方面，將受訪者(n=182)護理總年資分為少於 1 年(n=16)、1-3 年

(n=47)、4-6 年(n=44)及 7 年以上(n=75)四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護理總

年資之受訪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F 值 1.587，

p 值.194，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護理總年資之受訪者並無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護理職級方面，將受訪者 (n=182)護理職級分為 N0(n=21)、N1(n=36)、

N2(n=58)、N3(n=45)及 N4(n=22)五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護理職級者

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F 值.797，p 值.529，採雙

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護理職級之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其他證照/書方面，將受訪者(n=182)有(n=49)、無(n=133)護理師或高級心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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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術(ACLS)以外之醫療或非醫療證照/證書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

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486，df=180，p

值.628，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有無其他證照/證書之受訪者並無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行政職稱方面，將受訪者(n=182)有（含小組長、副護理長及護理長，n=59）、

無（僅負責一般病患照護，n=123）行政職稱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

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295，df=180，p

值.769，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有無行政職稱之受訪者並無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年所得方面，有 14 位受訪者(7.7%)年所得少於五十萬元，若以臺灣護理產業

工會(2013)所發佈的薪資調查，醫學中心平均薪資以 45,383 元計算，年薪資應至少

達 544,596 元，推測此族群應為年資少於一年之受訪者。將年所得不滿五十萬元之

受訪者視為離群值，予以刪除後，將受訪者年所得分為 50-69 萬(n=51)、70-89 萬

(n=69)及≧90 萬(n=48)三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年所得之受訪者是否具

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F 值=2.426，p 值.091，採雙尾檢

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年所得之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

的顯著差異。 

2.職涯規劃 

在轉職規劃方面，將受訪者(n=182)目前無（n=104，繼續留任）及有（n=78，

含有轉職想法尚無具體方向、預計 6-12 個月內、預計 1-2 年及預計 2 年後轉職者）

轉職規劃者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無及有轉職規劃組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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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20.58(SD=5.31)、22.86(SD=4.37)，t 值-3.063，df=180，p 值.003，採雙尾檢

定，達.05 顯著水準，顯示目前具有轉職規劃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無

規劃者。 

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方面，將受訪者(n=182)轉職時，不考慮(n=44，

24.2%)、考慮(n=138，75.8%) 一般已知護理職缺者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不考慮及考慮

組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值分別為 19.43(SD=4.86)、22.25(SD=4.93)，t 值

-3.311，df=180，p 值.001，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顯示轉職考慮一般已知

護理職缺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不考慮者。此外，進一步分析轉職是

否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組之受訪者組成及其與最高教育程度的關聯性可發現，

考慮組的受訪者，多數為年輕（χ2=.093，p 值.760）、具有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

（n=78，56.5%，χ2=17.393，p 值.000）者。 

轉職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方面，將受訪者(n=181)轉職時，不考慮(n=135)、考

慮(n=46)研究護理師職缺者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

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不考慮及考慮轉職研究護理師職缺組

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值分別為 20.64(SD=5.07)、24.22(SD=3.98)，t 值

-4.355，df=179，p 值.000，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顯示轉職考慮研究護理

師職缺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不考慮者。此外，進一步將考慮轉職院

內或院內研究護理師職缺者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是否

具有顯著差異，結果顯示 t 值-.519，df=41，p 值.607，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

水準，表示考慮轉職院內外研究護理師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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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人經驗與滿意度 

在轉職經驗方面，將受訪者(n=182)過去轉職經驗分為有(n=29)、無(n=153)兩

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

果顯示 t 值-.504，df=180，p 值.615，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有無過

去轉職經驗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受試者照護經驗方面，將受訪者(n=181)有(n=85)、無(n=96)受試者照護經驗分

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

異。結果顯示 t 值 1.849，df=179，p 值.066，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

示有無受試者照護經驗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臨床研究接觸頻率方面，將受訪者(n=182)接觸臨床研究或研究護理師之頻率

以無(n=35)、經常-偶爾(n=105)及很少(平均超過 6 個月，n=42)分為三組，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接觸頻率者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

結果顯示 F 值 2.065，p 值.130，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臨床研

究接觸頻率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臨床研究教育訓練方面，將受訪者(n=182)是(n=49)、否(n=133)曾接受臨床研

究相關教育訓練（含線上課程）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差異。結果顯示 t 值-.141，df=180，p 值.888，採雙

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是否曾接受臨床研究相關教育訓練者並無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研究護理師任職經驗方面，多數受訪者(n=181，99.5%)不具過去擔任研究護理

師之經驗，具過去任職經驗者僅佔.5%(n=1)，因比例差異懸殊，故不列入此處差異

性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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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健康狀態方面，將受訪者(n=182)自覺近 6-12 個月之健康狀態以「差及極

差」(n=31)與「尚可及良好」(n=151)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

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490，df=180，p 值.625，

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自覺不同健康狀態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工作滿意度方面，將受訪者(n =182)自覺近 6-12 個月之健康狀態以「差及極差」

(n=19)與「尚可及良好」(n=163)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顯示 t 值 1.166，df=180，p 值.245，採雙

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自覺不同工作滿意度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生活滿意度方面：將受訪者(n=182) 自覺近 6-12 個月之生活滿意度以「差及極

差」(n=23)與「尚可及良好」(n=159)分為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兩組別是否

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顯著差異。結果顯示 t 值.484，df=180，p 值.629，

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自覺不同生活滿意度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

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二)分量表得分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差異 

將受訪者於分量表中得分，以平均數區分為低、高分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探討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結果可整理如表 4.16 並

說明如下： 

1.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將受訪者得分依平均分(26.24)區分為負向(n=89，48.9%)、正向(n=93，51.1%) 

態度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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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結果顯示負向、正向組平均數分別為 19.03(SD=5.17)、23.99(SD=3.52)，t

值-7.532，p 值.000，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態度正向者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顯著高於負向者。  

2.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將受訪者得分依平均分(12.93)區分低(n=74，40.7%)、高正向規範力(n=108，

59.3%)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

的差異。結果顯示低、高正向規範力組平均數分別為 19.88(SD=4.76)、

22.72(SD=4.92)，t 值-3.879，p 值.000，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自覺高

正向規範力的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低正向規範力者。  

3.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將受訪者得分以平均分(49.37)區分低(n=97，53.3%)、高困難度(n=85，46.7%)

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的差

異。結果顯示低、高困難度組平均數分別為 20.75(SD=4.41)、22.50(SD=5.57)，t

值-2.354，p 值.020，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自覺高困難度之受訪者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顯著高於低困難度者。進一步分析高困難度組受訪者年齡分

佈，發現以年輕者(67.1%，21-30.56 歲)居多，且自覺困難度高低與年齡高低間具

顯著關聯性(χ2=4.50，p 值.034)。 

4.人格特質傾向 

分為外控傾向(題 1-3)及冒險傾向(題 4-7)兩部分。外控傾向方面，將受訪者得

分依平均分(10.96)區分為低(n=74，40.7%)、高外控傾向(n=108，59.3%)兩組，以

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的差異。結果顯

示低、高外控傾向組平均數分別為 20.01(SD=4.91)、22.63(SD=4.88)，t 值-3.54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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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000，採雙尾檢定，達.05 顯著水準，表示高外控傾向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顯著高於低外控傾向者。 

冒險傾向得分方面，將受訪者得分依平均分(11.71)區分為低 (n=77，42.3%)、

高冒險傾向(n=105，57.7%)兩組，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別是否具有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平均數的差異。結果顯示低、高冒險傾向組平均數分別為

21.08(SD=5.30)、21.92(SD=4.85)，t 值-1.119，p 值.265，採雙尾檢定，未達.05 顯

著水準，表示不同冒險傾向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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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表得分分析                     (n=182)                                                          

 同意度  

人數（百分比%）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mean 

(SD) 
平

均

數

排

序 

 

  

1 2(1.1) 9(4.9) 30(16.5) 76(41.8) 53(29.1) 12(6.6) 4.13(1.00)  1  

2 3(1.6) 9(4.9) 28(15.4)  91(50.0) 39(21.4) 12(6.6) 4.04 (.99)  2  

3 11(6.0) 49(26.9) 61(33.5) 44(24.4)  14 (7.7)  3(1.6) 3.06(1.10)  5  

4 12(6.6) 49(26.9) 58(31.9) 45(24.7) 15 (8.2)  3(1.6) 3.06(1.12)  5  

5 6(3.3) 18(9.9) 35(19.2) 80(44.0) 36(19.8)  7(3.8) 3.79(1.09)  3  

6 9(4.9) 24(13.2) 51(28.0) 70(38.5) 22(12.1)  6(3.3) 3.50(1.12)  4  

總分       21.57(5.04)    

  註：平均數(mean)與標準差(SD)保留至小數點第二位，第三位採四捨五入。 

 

表 4.11 連續變項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相關性                  (n=182) 

 
 
 

 

變項名稱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皮爾森相關係數 p 值（雙尾）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632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360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177 .017 

外控傾向 .379 .000 

冒險傾向 .197 .008 

年齡 -.135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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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連續變項間相關矩陣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1)年齡       

 r 值 1.000      

   p值 .      

(2)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之

態度 

      

 r 值 -.124 1.000     

   p值 .094 .     

(3)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之

主觀規範 

      

 r 值 .013 .429 1.000    

   p值 .857 .000 .    

(4)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之

知覺行為控

制 

      

 r 值 -.174 .238 .005 1.000   

   p值 .019 .001 .950 .   

(5)外控傾向       

 r 值 -.167 .271 .007 .413 1.000  

   p值 .024 .000 .924 .000 .  

(6)冒險傾向       

 r 值 -.042 .165 -.044 -.126 .080 1.000 

   p值 .572 .026 .553 .091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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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個人屬性-基本資料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差異性分析 

變項名稱 人數(n) Mean(SD) t 值/F 值 p 值 

年齡 182  2.061 .041 

  年輕組（21-30.56歲） 107 22.21(4.76)   

  年長組（30.57-52歲）  75 20.65 (5.32)   

婚姻狀況 181  .127 .899 

    未婚 138 21.62 (4.90)   

    已婚  43 21.51 (5.44)   

未成年子女 182  .035 .972 

     無 145 21.57 (4.86)   

     有  37 21.54 (5.79)   

宗教信仰 182  -.575 .566 

     無  93 21.36 (4.84)   

     有  89 21.79 (5.27)   

最高教育程度 182  2.163 .032 

    專科及二技四技  87 22.40 (5.05)   

    大學及研究所以上  95 20.80 (4.95)   

在職進修 182  .209 .834 

    否 173 21.58 (5.02)   

    是   9 21.22 (5.74)   

任職機構 182  .116 .890 

    機構 A  97 21.49 (4.77)   

    機構 B  58 21.50 (5.78)   

    機構 C  27 22.00 (4.44)   

現職單位 182  1.318 .270 

    內科系病房 125 21.24 (5.19)   

    外科系病房  22 21.46 (3.49)   

    重症加護單位  35 22.80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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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個人屬性-基本資料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差異性分析（續） 

變項名稱 人數(n) Mean(SD) t 值/F 值 p 值 

輪值三班 182  .339 .735 

否 134 21.64 (4.88)   

是  48 21.35 (5.53)   

護理總年資 182  1.587 .194 

＜1 年  16 22.25 (4.67)   

1-3 年  47 22.58 (4.19)   

4-6 年  44 21.80 (5.21)   

≧7 年  75 20.65 (5.43)   

護理職級 182  .797 .529 

N0  21 22.81 (2.66)   

N1  36 21.89 (4.88)   

N2  58 21.48 (5.09)   

N3  45 21.53 (5.68)   

N4  22 20.14 (5.59)   

其他證照／證書 182  .486 .628 

無 133 21.68 (5.11)   

有  49 21.27 (4.89)   

行政職稱 182  .295 .769 

無 123 21.64 (5.20)   

有  59 21.41 (4.75)   

年所得 182  2.426 .091 

50-69 萬  51 22.24 (4.13)   

70-89 萬  69 22.12 (5.40)   

      ≧90 萬  48 20.29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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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個人屬性-職涯規劃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差異性分析 

變項名稱 人數(n) Mean(SD) t 值/F 值 p 值 

轉職規劃 182  -3.063 .003 

無 104 20.60 (5.31)   

有  78 22.86 (4.37)   

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 182  -3.311 .001 

否  44 19.43 (4.86)   

 是 138 22.25 (4.93)   

轉職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 181  -4.355 .000 

否 135 20.64 (5.07)   

是  46 24.22 (3.98)   

      院內  40 24.13 (3.92) -.519 .607 

      院外   3 25.33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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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個人屬性-個人經驗及滿意度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差異性分析 

變項名稱 人數(n) Mean(SD) t 值/F 值 p 值 

轉職經驗 182  -.504 .615 

無 153 21.48 (4.74)   

有  29 22.00 (6.52)   

受試者照護經驗 181  1.849 .066 

無  96 22.18 (4.58)   

有  85 20.80 (5.44)   

臨床研究接觸頻率 182  2.065 .130 

無  35 23.11 (5.03)   

    經常-偶爾(1-6M) 105 21.19 (5.20)   

很少(＞6M)  42 21.57 (5.04)   

臨床研究教育訓練 182  -.141 .888 

無 133 21.53 (5.01)   

有  49 21.65 (5.18)   

自覺健康狀態  182  -.490 .625 

   差與極差  31 21.16 (5.69)   

    尚可及良好 151 21.65 (4.92)   

自覺工作滿意度 182  1.166 .245 

  差與極差  19 22.84 (5.67)   

   尚可及良好 163 21.42 (4.96)   

自覺生活滿意度 182  .484 .629 

  差與極差  23 22.04 (4.37)   

   尚可及良好 159 21.50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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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分量表得分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差異性分析 

變項 人數(n)            Mean(SD) t 值  p 值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182  -7.532 .000 

        負向態度組  89 19.03 (5.17)   

正向態度組  93 23.99 (3.52)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182  -3.879 .000 

        低正向規範力組  74 19.88 (4.76)   

        高正向規範力組 108 22.72 (4.92)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

控制 

182  -2.354 .020 

 低困難度組  97 20.75 (4.41)   

 高困難度組  85 22.50 (5.57)   

外控傾向 182  -3.546 .000 

   低外控傾向組  74 20.01 (4.91)   

   高外控傾向組 108 22.63 (4.88)   

冒險傾向 182  -1.119 .265 

    低冒險傾向組  77 21.08 (5.30)   

    高冒險傾向組 105 21.92 (4.85)   



doi:10.6342/NTU201803373

 91 

第四節 分量表得分分析 

本量表除前述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分量表外，尚包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得分情形可分析如下：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態度分量表共七題，滿分 42 分，得分數最低 7 分，最高 40 分，平均分 26.24，

標準差 5.96，總分愈高，表受訪者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愈正向。將平均分除

以滿分轉化為百分比(26.24/42*100=62.5%)並以低(≦25%)、中低(25.1-50%)、中高

(50.1-75%)及高(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訪者整體態度的正向表現。整體態度之

表現為 62.5%，因此具有中高程度的正向態度表現。依據表 4.17 顯示，受訪者同

意度最高的三題依序為題 2(mean=4.17)、題 3(mean=4.16)及題 4(mean=3.93)，表示

受訪者「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轉職研究護理師後，有助於工作時間的穩定、及

生活品質的提升，「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轉職研究護理師有助於離職後護理專業

的延續。同意度最低的三題分別為題 1(mean=3.01)、題 6(mean=3.42)及題

7(mean=3.78)，表示受訪者「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轉職研究護理師後具有足夠

薪資待遇、個人對於臨床研究工作感到有興趣及整體而言，轉職後工作與生活的

改變是正向、有利的。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分量表共三題，滿分 18 分，得分數最低 3 分，最高 18 分，平均分

12.93，標準差 2.42，總分愈高，表受訪者知覺的正向規範力愈高。將平均分除以

滿分轉化為百分比(12.93/18*100=71.8%)並以低(≦25%)、中低(25.1-50%)、中高

(50.1-75%)及高(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訪者整體正向規範力的大小。發現整體

正向規範力為 71.8%，因此具有中高程度的正向規範力表現。依據表 4.18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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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同意度由高至低之題項為題 3(mean=4.76) 、題 1(mean=4.41) 及題

2(mean=3.79)，表示受訪者「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在轉職研究護理師一職的決

定上，自己具有最終決定權，且當自己決定轉職研究護理師，這些與自己關係密

切的重要他人並不會反對自己的決定。但「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當自己有意願

轉職研究護理師，但重要他人間出現支持與反對看法不一時，會傾向接受支持轉

職的意見。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共十二題，滿分 72 分，得分數最低 17 分，最高 69 分，

平均分 49.37，標準差 8.71，總分愈高，表受訪者自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困難度

愈高、自我掌控程度愈低。將平均分除以滿分轉化為百分比(49.37/72*100=68.6%)

並以低(≦25%)、中低(25.1-50%)、中高(50.1-75%)及高(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

訪者整體的自覺困難度表現。發現整體困難度表現為 68.6%，因此具有中高程度的

困難度表現。依據表 4.19 顯示，受訪者同意度最高之前三題為題 1(mean=4.45)、

題 9(mean=4.31)及題 3(mean=4.25)，表示受訪者「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最擔心

自己因臨床研究護理的相關知識技能不佳而增加轉職困難度、若轉職研究護理

師，會因需執行不同科別的試驗感到有壓力及因臨床研究與自己目前工作差異

大，故擔心轉職後無法勝任新角色。受訪者同意度最低之三題為題 4(mean=3.57)、

題 11(mean=3.83)及題 5(mean=3.9)，表示受訪者「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轉職後

與受訪者溝通不良或無法長期維持良好護病關係、工作或環境改變的調適上，會

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控的範圍及無法適應主管領導風格。 

四、人格特質傾向 

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分為外控傾向(題 1-3)及冒險傾向(題 4-7)兩部分。外控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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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題得分方面，滿分 18 分，得分數最低 3 分，最高 18 分，平均分 10.96，標準差

2.74，總分愈高，表受訪者外控傾向愈高。將平均分除以滿分轉化為百分比

(10.96/18*100=60.9%)並以低 (≦ 25%)、中低 (25.1-50%)、中高 (50.1-75%)及高

(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訪者整體外控傾向的表現。發現整體外控傾向為

60.9%，因此具有中高程度的外控傾向表現。依據表 4.20 顯示，受訪者同意度由

高至低之題項分別為題 1(mean=4.03)、題 2(mean=3.50)及題 3(mean=3.44)，表示

受訪者「部分同意-大部分同意」很多事件的結果，非由自己的努力決定，而是受

到機運或某些有力人士的影響。「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自己的求職、離職或轉職，

倚賴有力人士的協助大於自我的努力及大部分時候，必須聽天由命，由機運決定

結果的信念。   

在冒險傾向方面，滿分 24 分，得分數最低 4 分，最高 20 分，平均分 11.71，

標準差 2.80，總分愈高，表受訪者對於轉職的風險承擔傾向愈高。將平均分除以

滿分轉化為百分比(11.71/24*100=48.8%)並以低(≦25%)、中低(25.1-50%)、中高

(50.1-75%)及高(75.1-100%)四分級來瞭解受訪者整體冒險傾向的表現。發現整體冒

險傾向為 48.8%，因此具有中低程度的冒險傾向表現。延續表 4.20 顯示，受訪者

同意度最高及最低的題項分別為題 5 (mean=3.30)及題 7 (mean=2.43)，表示受訪者

「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對轉職抱持放手一搏的態度，如此才能掌握尋求改變的

機會，「大部分不同意-部分不同意」因轉職會帶來許多變化與不確定性，因此會反

覆考慮許多因素後才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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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分量表得分分析                    (n=182)                                                                  

 同意度 

人數（百分比%）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mean 

(SD) 
平

均

數 

排

序 

1 25(13.7) 39(21.4) 47(25.8) 57(31.3) 9(4.9)  5(2.7) 3.01 

(1.24) 

7 

2 3(1.6) 11(6.0) 23(12.6) 76(41.8) 53(29.1) 16(8.8) 4.17 

(1.07) 

1 

3 5(2.7) 10(5.5) 20(11.0) 80(44.0) 51(28.0) 16(8.8) 4.16 

(1.10) 

2 

4 5(2.7) 9(4.9) 30(16.5) 94(51.6) 37(20.3)  7(3.8) 3.93 

 (.98) 

3 

5 9(4.9) 10(5.5) 39(21.4) 74(40.7) 47(25.8)  3(1.6) 3.82 

(1.08) 

4 

6 13(7.1) 21(11.5) 51(28.0) 72(39.6) 23(12.6)  2(1.1) 3.42 

(1.11) 

6 

7 4(2.2) 13(7.1) 45(24.7) 82(45.1) 34(18.7)  4(2.2) 3.78 

 (.98) 

5 

總分       26.24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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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分量表得分分析              (n=182) 

 同意度 

人數（百分比%）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mean 

(SD) 
平 

均 

數 

排 

序 

         

1 3(1.6) 6(3.3) 18(9.9) 68(37.4) 60(33.0) 27(14.8) 4.41 

(1.07) 

2 

2 4(2.2) 13(7.1) 45(24.7) 80(44.0) 35(19.2) 5(2.7) 3.79 

(1.00) 

3 

3  1(.5) 4(2.2) 15(8.2) 53(29.1) 55(30.2) 54(29.7) 4.76 

(1.07) 

1 

總分       12.9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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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得分分析             ( n=182) 

 

 

 

       同意度 

       人數（百分比%）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mean 

(SD) 
平

均

數

排

序 

1 3(1.6)  7(3.8) 17(9.3) 58(31.9) 73(40.1) 24(13.2) 4.45(1.06) 1 

2 5(2.7) 11(6.0) 18(9.9) 66(36.3) 67(36.8) 15(8.2) 4.23(1.11) 4 

3 4(2.2)  9(4.9) 24(13.2) 66(36.3) 58(31.9) 21(11.5) 4.25(1.12) 3 

4 7(3.8) 19(10.4) 65(35.7) 51(28.0) 35(19.2) 5(2.7) 3.57(1.11) 12 

5 3(1.6) 15(8.2) 44(24.2) 64(35.2) 48(26.4) 8(4.4) 3.90 (1.07) 10 

6 0 7(3.8) 30(16.5) 77(42.3) 58(31.9) 10(5.5) 4.19 (.91) 6 

7 1(.5) 4(2.2) 32(17.6) 76(41.8) 54(29.7) 15(8.2) 4.23 (.95) 5 

8 0 6(3.3) 34(18.7) 73(40.1) 58(31.9) 11(6.0) 4.19 (.92) 7 

9 0 3(1.6) 35(19.2) 61(33.5) 68(37.4) 15(8.2) 4.31 (.93) 2 

10 1(.5) 5(2.7) 38(20.9) 90(49.4) 32(17.6) 16(8.8) 4.07 (.95) 9 

11 2(1.1) 9(4.9) 56(30.8) 71(39.0) 39(21.4) 5(2.7) 3.83 (.95) 11 

12 1(.5) 3(1.6) 40(22.0) 74(40.7) 44(24.2) 20(11.0) 4.19 (.99) 8 

總分       49.37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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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得分分析                            (n=182) 

 同意度 

人數（百分比%） 

  

題項 非 

常 

不 

同 

意 

大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mean(SD) 平 

均 

數 

排 

序 

外控傾向 

 1  5(2.7) 7(3.8) 30(16.5) 90(49.5) 36(19.8) 14(7.7) 4.03 (1.04) 1 

 2 10(5.5) 25(13.7) 52(28.6) 61(33.5) 28(15.4)  6(3.3) 3.50 (1.17) 2 

 3 11(6.0) 18(9.9) 58(31.9) 73(40.1) 19(10.4)  3(1.6) 3.44 (1.06) 3 

總分       10.96 (2.74)  

冒險傾向 

 4 30(16.5) 54(29.7) 47(25.8) 35(19.2) 14(7.7) 2(1.1) 2.75 (1.23) 3 

 5 14(7.7) 30(16.5) 53(29.1) 61(33.5) 20(11.0) 4(2.2) 3.30 (1.17) 1 

 6 6(3.3) 34(18.7) 77(42.3) 45(24.7) 15(8.2) 5(2.7) 3.24 (1.04) 2 

 7 28(15.4) 69(37.9) 69(37.9) 11(6.0) 5(2.7) 0 2.43 (.92) 4 

總分       11.7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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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預測力分析 

在相關性與差異性分析中，可瞭解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外控傾向及冒險傾向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具顯著的相關性，而年

齡、教育程度、轉職規劃、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及轉職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之

變項則在分組比較中顯示不同受訪者間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

異。因此，將上述具有顯著差異性的類別變項轉化為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後，

使用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法，依序將個人屬性（年齡、教育程度、轉職規劃、轉職

考慮一般已知護理及研究護理師職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之 TPB 理

論因子及外控傾向、冒險傾向之人格特質傾向等變數投入迴歸方程式，除了可以

瞭解整體模式的預測力及個別變項的解釋力外，也有助於探討不同區組的預測力

大小。 

依據表 4.21，依序將個人屬性變項、TPB 理論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及人格特質傾向之外控傾向與冒險傾向投入迴歸方程式，結果顯示模式一之

調整後 (adjusted R2, △R2)為.159，F 值 7.812，p 值.000；模式二△R2=.396，F 值

20.664，p 值.000；模式三△R2=.400，F 值 18.154，p 值.000；模式四△R2=.397，F

值 15.805，p 值.000；模式五△R2=.443，F 值 16.919，p 值.000 及模式六△R2=.450，

F 值 15.709，p 值.000。由上述結果可知，個人屬性變項(模式一)可解釋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 15.9%的總變異量，模式二中增加態度因子，可增加 23.4%的解釋變

異量，是個別投入之變項中，增加最多的因子。模式三至六分別投入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外控傾向、冒險傾向後，可增加.7%、0%、4.7%及.9%解釋變異量。 

在不同區組的預測力方面，TPB 理論三因子可共同解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24.1%的總變異量，人格特質傾向兩因子可共同解釋 5.6%的總變異量，整體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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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六的解釋變異量最大，可解釋 45.0%的總變異量。 

個別迴歸係數的檢定結果顯示，模式六中，僅有態度(β=.457，t 值 6.250，p

值.000)、外控傾向(β=.239，t 值 3.759，p 值.000) 及主觀規範(β=.137，t 值 2.151，

p 值.033)三變項在雙尾檢定下，達到.05 顯著水準。因此，可瞭解在此迴歸模式中，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個別變項解釋力的相對重要性上，是以態度為主，外控傾

向次之，主觀規範最小。 

此外，在多元迴歸分析中必須考慮的多元共線性問題(multicollinearity)，在模

式六中，各變項之允差(tolerance)為.572-.891，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為 1.122-1.749，顯示在此迴歸模式中，並無顯著多元共線性的問題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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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影響因素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n=181) 

註：1.參照組-無轉職規劃組；2.非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組；3.非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組；4.專科

及二四技組。* p < .05，** p < .01，*** p < .001。 

模
式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模式摘要 

Ｂ  標準誤 Beta t 值 p 值  

模

式

一 

常數 21.89

2 

1.841  11.89

0 

.000  R2=.182 

 adjusted R2=.159 

 R2改變量=.182 

 F=7.812*** 

轉職規劃 1 1.509 .772 .148 1.953 .052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2 1.498 .901 .128 1.663 .099 

轉職研究護理師 3 3.517 .805 .304 4.369 .000 

最高教育程度 4 -.532 .729 -.053 -.730 .466 

年齡 -.090 .052 -.123 -1.733 .085 

模

式

二 

常數 9.168 2.182  4.202 .000  R2=.416 

 adjusted R2=.396 

 R2改變量=.234 

 F=20.664*** 

轉職規劃 .049 .678 .005 .072 .943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1.222 .765 .104 1.598 .112 

轉職研究護理師 .817 .755 .071 1.082 .281 

最高教育程度 -.050 .621 -.005 -.081 .935 

年齡 -.049 .044 -.066 -1.100 .273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態度 

.485 .058 .569 8.343 .000 

模

式

三 

常數 7.635 2.405  3.174 .002  R2=.423 

 adjusted R2=.400 

 R2改變量=.007 

 F=18.154*** 

轉職規劃 .109 .676 .011 .161 .872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1.054 .770 .090 1.368 .173 

轉職研究護理師 .744 .754 .064 .987 .325 

最高教育程度 -.084 .619 -.008 -.135 .893 

年齡 -.052 .044 -.071 -1.183 .239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態度 

.452 .062 .531 7.295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主觀規範 

.204 .137 .097 1.49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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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影響因素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續）(n=181) 

模
式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模式摘要 

Ｂ 標準誤 Beta t 值 p 值  

模

式

四 

常數 7.185 3.091  2.324 .021  R2=.424 

 adjusted R2=.397 

 R2改變量=.000 

 F=15.805*** 

轉職規劃 .124 .681 .012 .181 .856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1.036 .776 .088 1.334 .184 

轉職研究護理師 .731 .758 .063 .964 .336 

最高教育程度 -.062 .628 -.006 -.098 .922 

年齡 -.050 .045 -.069 -1.123 .263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態度 

.450 .063 .527 7.107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主觀規範 

.208 .138 .099 1.504 .134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知覺行為控制 

.008 .036 .014 .233 .816 

模

式

五 

常數 4.796 3.032  1.582 .116  R2=.471 

 adjusted R2=.443 

 R2改變量=.047 

 F=16.919*** 

 

轉職規劃 .059 .655 .006 .090 .928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655 .752 .056 .871 .385 

轉職研究護理師 .699 .728 .060 .959 .339 

最高教育程度 -.069 .603 -.007 -.115 .909 

年齡 -.035 .043 -.048 -.819 .414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態度 

.410 .062 .480 6.644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主觀規範 

.258 .134 .122 1.932 .055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知覺行為控制 

-.040 .037 -.068 -1.074 .284 

外控傾向 .459 .117 .249 3.913 .000 

註：1.參照組-無轉職規劃組；2.非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組；3.非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組；4.專科

及二四技組。*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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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影響因素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階層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續）(n=181) 

模
式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模式摘要 

Ｂ 標準誤 Beta t 值 p 值  

模

式

六 

常數 2.445 3.304  .740 .460 R2=.480 

adjusted R2=.450 

R2改變量=.009 

F=15.709*** 

轉職規劃 -.053 .654 -.005 -.081 .936 

轉職一般已知護理 .693 .748 .059 .926 .356 

轉職研究護理師 .654 .725 .057 .903 .368 

最高教育程度 -.193 .604 -.019 -.320 .750 

年齡 -.034 .043 -.047 -.793 .429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態度 

.390 .062 .457 6.250 .000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主觀規範 

.288 .134 .137 2.151 .033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

之知覺行為控制 

-.027 .037 -.047 -.734 .464 

外控傾向 .440 .117 .239 3.759 .000 

冒險傾向 .183 .105 .102 1.737 .084 

註：1.參照組-無轉職規劃組；2.非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組；3.非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組；4.專科

及二四技組。*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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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總結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探討臨床護理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及影響其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相關因素。故研究結果除說明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現況外，也針對研究目的所提出的五點假設進行分析：1.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

度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具相關性，2.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與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間具相關性，3.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與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間具相關性，4.人格特質傾向(外控傾向及冒險傾向)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間具相關性及 5. 不同個人屬性之受訪者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

異。本章各節之研究結果可總結如下：  

一、研究對象個人屬性 

研究共收案 182 位在職臨床護理師，以女性、未婚、無子女或特定宗教信仰，

最高教育程度為大學或二四技畢業、目前未在職進修者為主，年齡介於 21-52 歲，

平均 30.56 歲，整體以低於平均年齡之年輕者為眾。受訪者主要任職機構 A，以內

科系病房為主，多不需於同月輪值三班，職級以 N2 及 N3 為主，總年資多為 7 年

以上，多數不具行政職稱，僅負責一般病患照護工作，除護理師或高級心臟救命

術證照外，並無其他醫療或非醫療證照/證書，年所得以 70-89 萬為主。在職涯規

劃方面，多數受訪者目前並無轉職規劃，傾向繼續留任。具有轉職規劃者，以具

轉職想法、尚無具體方向者為眾。對轉職職缺的考慮，考慮轉職一般已知護理職

缺者多於考慮研究護理師者。在個人經驗與滿意度方面，多數受訪者並無轉職、

受試者照護、臨床研究教育訓練及擔任研究護理師之經驗。接觸臨床研究頻率以

偶爾(平均 3-6 個月)居多，自覺近 6-12 個月的健康、工作及生活滿意度多為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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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效度分析 

研究量表整體 Cronbach’s α 值.897，分量表.601-.913，其中低冒險傾向.601、主

觀規範分量表.651，但刪除題項三後可提升至.703。效度方面，專家評鑑之個別及

整體 CVI 值為.8-1.0。分量表除主觀規範及冒險傾向，因 KMO 值顯示不建議進行

因素分析外，其餘分量表以主成分分析、最大變異法、強迫萃取一個因素下，解

釋變異量達 52.6-70.3%。  

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 

轉職意向分量表得分最低 6 分，最高 36 分，平均 21.57 分(SD5.04)，受訪者對

題 1 同意度最高，題 3 及題 4 同意度最低，整體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表現為

中高程度。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與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外控傾向

及冒險傾向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差異性分析顯示，年齡、最高教育程度、有無轉

職規劃、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及轉職考慮研究護理師職缺變項中，不同受訪者

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的顯著差異。分量表得分情形與臨床研究護理轉

職意向的表現差異方面，除不同冒險傾向之受訪者不具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

顯著差異外，在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外控傾向分量表的得分高低比

較中，態度較正向、正向規範力較大、自覺困難度較高及外控傾向顯著者，具有

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四、分量表得分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外控傾向及冒險傾向分量表，受訪者平均得

分為 26.24(SD5.96) 、 12.93(SD2.42) 、 49.37(SD8.71) 、 10.96(SD2.74) 及 11.71 

(SD2.80)。整體表現除冒險傾向為中低程度外，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

外控傾向皆具有中高程度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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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預測力  

個人屬性變項可解釋 15.9%、TPB 理論三因子可解釋 24.1%、人格特質傾向可

解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5.6%的總變異量，整體模式可解釋變異為 45%。個別

變項的相對重要性以態度最大，外控傾向次之，主觀規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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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全量表得分分析摘要  

分量表名稱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7 26.24 5.96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3 12.93 2.42 

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12 49.37 8.71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6 21.57 5.04 

人格特質傾向 外控傾向  3 10.96 2.74 

冒險傾向  4 11.7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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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與相關文獻的探討結果，提出個人屬性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表現差異、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測量、計畫行為理論及人格特質傾向於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應用及信效度分析等議題之討論，所述如下列各節。 

 

第一節 個人屬性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差異 

受訪者在年齡、教育程度、轉職規劃、轉職是否考慮一般已知護理及是否考

慮研究護理師職缺的分組比較顯示，不同屬性之受訪者具有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

向表現的顯著差異。依據結果及參考文獻，提出討論如下： 

一、基本資料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職涯較易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而中斷或轉換，而男性則

因較女性知覺到的轉職風險較低而有較高的冒險傾向(Finucane et al., 2000)；性別

對於個體轉職影響之探討，仍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子。本研究因男女受訪者比例

差異懸殊而未將性別列入差異性分析探討，這樣的性別差異可能與職業別有關，

依據全聯會(2018)公布之台閩地區職業登記護理人員性別比，男性僅佔執業人數

2.6%，雖然相較過去，男性投入護理產業的人數己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但其在護

理產業中仍屬相對少數。因此，建議未來轉職相關的研究議題，仍應持續關注男

性護理師之觀點，有助於進一步釐清性別差異在轉職臨床研究護理的主題中所扮

演的角色與重要性。  

在年齡方面，年齡是顯著影響護理人員離職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蕭伃伶 et 

al., 2005)，一般而言，工作年資較短、較年輕者，被認為較年資長、年長者重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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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於自身能力的蓄積與職涯發展而非穩定性(李俊賢 et al., 2013)。研究結果顯示

年輕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此處與文獻探討結果一致。因此，建議

未來在擬訂臨床研究護理人才招募策略時，可以相對年輕之族群為標的(21-30.56

歲)，重視其對於自身能力蓄積及職涯發展的需求，如規劃包含職前、在職、進階

與繼續教育等完整訓練教育課程及多元學習管道，減少轉職困難度，持續開發專

業能量及建立臨床研究護理能力分級及進階制度，以滿足年輕者對於職涯發展的

需求。  

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是顯著影響護理人員離職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蕭

伃伶 et al., 2005)。研究結果顯示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的受訪者具有較高的臨床

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因此，建議將臨床研究及研究護理師專業角色納入專科及二

四技學校進階課程中探討，透過學校教育，增加其對於臨床研究及研究護理師專

業角色的瞭解，除有助其踏入職場後跨團隊溝通合作的進行，也有助於減少其對

於研究護理師角色的陌生，增加將來規劃轉職時對於研究護理師ㄧ職的考量。 

在年所得方面，本研究受訪者年所得以 70-89 萬元為主，50-69 萬元次之，研

究結果顯示不同年所得之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差異。國內研

究護理師目前月薪以平均 300,00-39,999 元計算(林秀宜, 2011)，推算年所得約為

360,000-479,988 元（不含三節獎金或其他津貼），由此可知，研究護理師與臨床護

理師之薪資具有明顯落差，這樣的薪資落差及良莠不齊的給薪制度也正是我國臨

床研究護理專業發展上面臨的困境之一(高綺吟, 黃貴薰, et al., 2015)。此外，在態

度分量表的測量中，受訪者對於轉職後能具有足夠薪資待遇之題項所抱持的同意

度最低。因此，在受訪者年所得普遍較高，且預期具有轉職後嚴重薪資落差的影

響下，可能形成不同年所得之受訪者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差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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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其他外在工作性質及誘因亦是影響護理人員離職考量的重要因素(陳國瑚, 

2009)。因此，要提升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正向性，除了應不斷改

善國內研究護理師之勞動條件、減少薪資落差外，也應增加臨床護理師對於轉職

臨床研究護理之內在（如高專業自主性、挑戰性、自我學習等）、外在（如薪資福

利、聘雇制度、相對彈性的工作時間等）動機評價的探討，在促進臨床護理師之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外，也有助於進一步明確化這些潛在態度影響因子對於臨

床研究護理人才之招募可能造成的影響與衝擊。 

二、職涯規劃 

在轉職規劃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具有轉職規劃者具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

職意向。推測可能是因具轉職規劃者中，多數具轉職想法但尚無具體轉職方向，

因此，在轉職方向不明確的情況下，受訪者較不會排除日後將研究護理師列為轉

職考量的可能性，而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在轉職考慮一般已知護理職缺方面，研究結果顯示考慮轉職一般已知護理職缺

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推測可能因考量轉職一般已知護理職缺者，

多數具有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如前所述，具有這樣教育背景者，有較高的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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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測量 

本研究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測量之討論，可提出以下兩點： 

一、實施意圖之測量 

意向與行為的發生並非必然，因此有研究陸續提出以「行動計畫」(action plan)

或稱實施意圖(implementation intention)，透過個體明確指出將在什麼時候、哪裡及

如何執行可達成目標的方式，來解決意向與行為間鴻溝的概念，並扮演意圖與行

為關係中溝通橋樑的角色(黃耀宗 & 陳東韋, 2012)。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增

加個體對於轉職實施意圖的測量，有助於更具體的評估受訪者轉職意向之強度與

穩定性。 

二、進階護理師發展歷程之學習 

專科護理師（以下簡稱專師）是國內主要進階護理師之一，具有相較發展完

整的制度(蔡秀鸞 & 邱慧洳, 2014)。因此，透過回顧其專業發展歷程，可提供研

究護理師在進階角色推廣及發展上極具價值的學習。歸納多篇探討臺灣專師政策

制定、發展、執業現況及困境之文獻，可瞭解其角色發展歷程包含專業名稱確立、

執業範疇標準界定、取得執業明確法源依據、建構甄審制度及考試辦法、專業證

照化，並指出角色發展初期需持續推動的重點包括執業角色與功能範圍的再界

定、繼續教育積分之審定、相關評價研究之進行及回歸教育體系之可行性評估等，

其他被提及的尚有能力進階制度及行政晉升管道之建構等(童恒新, 蔡秀鸞, & 王

采芷, 2010; 蔡秀鸞 & 邱慧洳, 2014; 蔡淑鳳 & 王秀紅, 2007)。目前執業上面臨

的最大困難則是臨床執業範圍項目不一、界定不清、法源依據不足，易使其遊走

法律邊緣，而缺乏執業保障及衍生適法性疑慮(童恒新 et al., 2010; 蔡秀鸞 & 邱慧

洳, 2014)。此外，劉惠芬 (2017)研究發現護理師轉任專師之意願會受到年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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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及角色認同的影響。 

經由上述專師發展歷程，可瞭解一個新興進階護理角色的推展並不容易，對

比研究護理師角色發展歷程，2010 年 12 月成立「臺灣護理師臨床研究學會」，目

前已確立國內研究護理師專業名稱，並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委託下，辦理專業認

證事宜，也不斷透過實證研究方式探討許多研究護理師專業發展相關概念，如專

業角色、功能及執業範疇(金詠興 et al., 2004; 高綺吟, 黃貴薰, et al., 2015; 黃翰心, 

2012)、專業核心能力及進階分級制度之建構(王仕蘋, 2017)、績效指標之發展(陳慧

娟, 2017)等，本研究結果，亦可填補過去缺乏對於國內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與影響因素探討的不足。經由回顧專師發展歷程，建議未來研究，應爭

取或強化研究護理師執業法源及規範的明確化、現行多元聘雇制度下的研究資源

整合、薪資標準共識化、執業執照登記制度化，並滿足專業發展需求，建構多元

學習管道及能力進階制度，也透過不斷反饋的過程，瞭解實施成效、收集正反意

見，在借鏡他山之石的立意下，不僅能有助於大幅提升國內突破臨床研究護理發

展困境之能量，也能使國內的臨床研究護理專業在穩固的基石上奮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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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行為理論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應用 

計畫行為理論(TPB)理論三因子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具顯著相關性，且

可共同解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24.1%的總變異量，但在個別因子的解釋力上，

則有很大的落差，雖然目前仍相對缺乏應用 TPB 理論於轉職研究的結果來進行比

較，仍可依據本研究之應用及其他文獻探討之結果，提出下列討論：  

一、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 

  研究結果顯示態度正向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此處與文獻探

討相呼應。此外，「態度」不僅是本研究 TPB 理論中，也是所探討的臨床研究護理

轉職意向相關因素中，最主要的預測因子，可解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23.4%的

總變異量。在態度分量表分析上，亦可發現受訪者認為，轉職研究護理師後，不

具有足夠的薪資待遇。因此，國內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應重視研究護理師與臨床

護理師薪資落差過大的問題，也應透過定期舉辦專業論壇，邀請主管機關、法律

及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臨床研究護理專業發展或實務困境等議題進行誇領域討論

與交流，持續改善國內臨床研究護理勞動環境及條件，提升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之態度正向性，進而促進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之意向。 

二、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會受到文化差異影響(涂珮瓊 et al., 2011)，尤其是轉職這類在個體職

涯中被視為具影響性的重大事件(Chudzikowski, 2012)。研究結果顯示，TPB 理論

中，主觀規範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預測力僅次於態度，且高正向規範力

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此處與文獻相呼應。分量表分析中，受訪者

對於在轉職研究護理師一事中，自己具有最終決定權的認同度最高，但當重要他

人間出現支持、反對看法不一時，並不會傾向接受支持意見。由此可知，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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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或團體對於受訪者轉職研究護理師的決定表達反對意見，仍可能對其轉職意

向形成負面影響。因此，要提升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的正向規範力，便

不應忽視臨床研究易被污名化（彭汪，2004）、傳統護理角色才是護理專業的迷思

(蔡秀鸞, 2014)及臨床護理同仁因缺乏瞭解而無法認同研究護理師的專業及重要性

(金詠興 et al., 2004)等負面因素對於臨床護理師考量轉職研究護理師時所帶來的

衝擊，建議可善用書報雜誌、影音媒體與網際網路等大眾傳播工具及專業學術期

刊之媒介，作為專業發聲與大眾教育之管道，導正臨床研究污名化之謬論並提升

專業角色能見度，減少這些可能形成的反向規範力，有助提升臨床護理師之臨床

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三、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知覺行為控制 

研究結果顯示自覺高困難度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且自覺高困

難度組受訪者是以年輕者為主。因此，推測因年紀較輕的受訪者通常臨床年資也

較短，相對缺乏接觸及認識臨床研究護理之經驗，而增加其自覺轉職臨床研究護

理的困難度，但年輕者較年長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故產生自覺困

難度高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此外，雖然知覺行為控制與臨床

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具顯著相關性，但在迴歸分析中，控制其他變項後，其解釋

力並不顯著，依據研究結果可提出以下兩點討論： 

(一)探討行為之差異 

 TPB 理論三因子的影響力會因探討行為、對象及情境脈絡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許建民, 2017; Ajzen, 1991)。在一項護理人員下背痛預防行為的研究顯示，知覺行

為控制是意向最重要的預測變項，其他變項未達統計水準(孫懷德, 2005)；另一項

探討第二型糖尿病患胰島素注射意圖的研究中，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小於主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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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及態度(張榮哲 & 蕭雅純, 2016)。因目前國內外相對缺乏直接應用 TPB 理論來

探討轉職意向的研究，故較難就 TPB 理論於轉職之應用進行跨研究的比較。因此，

建議未來可增加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於護理人員轉職相關議題之研究，有助於進一

步釐清知覺行為控制在護理人員轉職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  

(二)研究工具之精鍊  

樣本數的增加，可有助於研究結果之穩定。若以本研究正式收案之 182 位受訪

者資料進行因素分析，可發現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可區分為三因素：題 4-9 及題

12、題 1-3 及題 11、題 10，在刪除較低因素負荷量之題 10 後，再次執行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萃取因素量由三因素減為二因素（題 4-9 及題 11-12、題 1-3），且因素分

佈變為較集中，因素負荷量也有增加的趨勢。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預試

樣本數，在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的運用上，可優先考慮刪除題 10，以改善研究工

具之穩定性及提升研究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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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格特質傾向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應用 

人格特質傾向的兩因素可共同解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5.6%的總變異

量，但兩因素在個別解釋力上具有顯著的落差。因此，人格特質傾向於本研究之

應用可提出討論如下： 

外控傾向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外控傾向」具有顯著解釋力，可解釋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 4.7%的總變異量，高於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及冒險傾向。外控

傾向顯著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推測可能與外控性格顯著者被認

為具有較高的生涯壓力感受(于湘玫 & 朱益賢, 2014; 陳怡伶, 2016; 顏玉雯 et al., 

2016)，而較易產生職涯異動有關。外控傾向在本研究中對於轉職意向的預測力僅

次於態度，且高於 TPB 理論的其他兩個因子。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對於外

控傾向之探討，修正其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影響的背景因素角色。此外，

也建議將來在研擬臨床研究護理人才招募策略時，可考慮在護理進階課程中（如

N1 進階 N2），安排臨床研究及研究護理師角色相關課程之介紹，增加臨床護理師

對於臨床研究及研究護理師角色的瞭解，經由這些課程的導入，有機會讓更多外

控傾向較為顯著的標的族群，在增加對於研究護理師角色的瞭解後，提升其將來

轉職規劃時，對於研究護理師一職的考量與轉職意向之增強。 

在冒險傾向方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冒險傾向與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間具

顯著相關性，但不同冒險傾向的受訪者並無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上的表現差

異。雖然冒險傾向會影響個人職涯選擇(Donohue, 2007)，但受訪者對於個人職涯異

動的風險承擔傾向，並不會全然反應在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表現上。興趣

(Boxall et al., 2003)、獲得其他外在工作機會的難易度及誘因等(陳國瑚, 2009)也是

影響個體轉職考量的重要因素，興趣甚至被認為是勞動市場中最強烈的吸引及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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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子(Boxall et al., 2003)。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將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

護理所具備之「興趣」納入影響因子探討，有助於修正與釐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影響因素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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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信效度分析 

文獻探討過程，發現過去國內外並未有研究是以測量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

護理轉職意向及相關影響因素為目的而發展之相關量表。因此，本研究在初步建

構量表的過程，提出有關測量工具信效度之討論如下： 

信度方面，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601-.913，整體為.897。主觀規範分量表

於刪除題項三後，Cronbach’s α 值可由.651 提升至.703，但題數由三題減為二題。

高冒險傾向題雖然具有可接受之內在一致性，但因高低冒險傾向題數各兩題，因

此無法計算項目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變化。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增加主觀規範

及冒險傾向分量表題數，並考慮高低冒險傾向合併為單一構面測量，參考各題項

刪除後 Cronbach’s α 值變化，來作為題項刪減之依據，有助於量表發展內在一致性

之提升。 

效度方面，雖然本研究在強迫萃取一個因素下，因素解釋變異量可達

52.6-70.3%(n=182)，但若以特徵值大於 1，不限定因素萃取數的方式進行因素分

析，發現共可萃取七因素，包含態度分量表全題項（因素一），知覺行為控制分量

表之題 4-9 及題 12（因素二）、題 1-3 及題 11（因素三），外控傾向全題項（因素

四），低冒險傾向全題項及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之題 10（因素五），高冒險傾向全

題項（因素六）與主觀規範全題項（因素七），累積解釋變異量 70.2%。由此可知，

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題項可歸類為三因素（因素二、三及五），若將因素五之知覺

行為控制題 10 刪除後，重新執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雖然同樣萃取七因素，累積

解釋變異量僅微幅提升至 71.4%，但知覺行為控制分量表之因素萃取數由三減為二

因素，歸類因素之題項也變得較為集中，其餘分量表之因素分佈則並無改變。此

外，因素分析結果也顯示，冒險傾向題，可分別歸類為高（二題）、低冒險傾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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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二因素，在構面發展上，恐有題數過少之疑慮。 

綜合上述討論，建議未來研究欲進行本量表編修時，可將知覺行為控制題 10

刪除，參考因素分析結果分別命名因素二及因素三之題項群，作為知覺行為控制

力的測量構面。同時，將高低冒險傾向題合併為單一測量構面，或是分別增加高

低冒險傾向之題數後，再次執行因素分析，來瞭解因素萃取及分佈的改變情形，

此過程可有助於本研究效度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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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限制與建議 

本章綜合研究動機、目的、假設、結果與討論，提出結論、研究限制、建議及

實務應用如下列各節。 

第一節 結論 

我國臨床護理師具有偏高的非護理轉職意向及離職率，導致機構護理人力流

失、國內護理專業外流，護理角色多元發展備受考驗。研究護理師是傳統護理角

色的延伸，在人體試驗過程扮演推動、執行試驗計畫的重要角色，但在國內護理

界普遍存在傳統護理角色才是護理專業的迷思、臨床研究易被污名化及許多護理

同仁因缺乏瞭解而無法認同研究護理師的專業及重要性等負面因素影響下，使國

內臨床護理師規劃轉職時，較少將研究護理師一職列入考量。因此，考量臺灣對

於臨床研究專業人才的需求，如何吸引更多優秀護理人才投入臨床研究產業及提

升產業質量，是備受關切的重要議題。本研究在計畫行為理論架構下，加入個人

屬性及人格特質傾向為影響意向的背景因素，探討臨床護理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

意向之現況及影響其意向的相關因素。於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

本研究採橫斷性研究方式及滾雪球取樣法，以自擬結構式量表為工具，共收案 182

位任職北部三所試驗機構之臨床護理師，年齡 21-52 歲，以女性、未婚、學士學歷

者為主，提出其他重要結論如下： 

一、臨床護理師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現況 

意向分量表平均 21.57 分(滿分 36 分)，標準差 5.04，整體受訪者具有中高程度

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表現。年輕、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具轉職規劃、考

慮轉職一般已知護理及研究護理師職缺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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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之重要預測因子 

個人屬性變項可解釋 15.9%、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外控傾向、冒險傾向可分別增加 23.4%、0.7%、0%、4.7%及 0.9%的解釋

變異量。TPB 理論三因子可共同解釋 24.1%、人格特質傾向可共同解釋 5.6%的總

變異量，整體模式解釋變異量 45%。個別變項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解釋

力是以態度為主，外控傾向次之，主觀規範最小。 

三、自擬量表之信效度 

   本研究以自擬結構式量表為工具，分為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人格特質傾向分量表及個人資料等六大

結構。信度方面，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除主觀規範分量表.651 及低冒險傾向.601

外，其餘分量表.713-.913，整體.897，顯示在構念測量研究的早期階段，具有可接

受之信度指標。 

效度方面，首由五位專家進行評鑑，所得之個別 CVI 值 0.8-1.0，整體 0.986，

顯示具有良好專家效度。因素分析方面，除主觀規範及冒險傾向分量表 KMO 值顯

示不適合進一步執行因素分析外，其他分量表在主成份分析、最大變異法及強迫

萃取 1 個因素原則下，解釋變異量可達 52.6-70.3%。  

  



doi:10.6342/NTU201803373

 121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缺乏男性觀點之探討 

男性投入護理工作的人數已較過去有顯著增加的趨勢，因此本研究並未將男性

護理師排除，期望能以涵蓋兩性護理師之觀點來探討本研究主題。然而，護理產

業中，男女性別比例的差距仍然存在，故在此限制下，研究結果難以由性別角度

切入，探討性別在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及影響因素上的表現差異。 

二、缺乏跨區域及醫院層級之探討 

本研究採滾雪球取樣法進行，受訪者雖分別任職北部三所不同醫學中心之內

外、產兒科病房、重症加護等單位，但機構皆位於北部地區，且皆為醫學中心層

級，故研究結果缺乏對於任職其他地區或其他層級試驗機構之臨床護理師觀點的

探討，可能使研究結果的全面性推論受到限制。 

三、難以驗證轉職行為之發生 

在轉職規劃上，不同受訪者表達具有包含有轉職想法，但未有具體轉職方向或

預計 6 個月-1 年、1-2 年、2 年後轉職之規劃。然而本研究在有限時間及資源的限

制下，較難以縱貫性研究方式(longitudinal studies)，針對相同受訪者，在不同的時

間點重複進行調查，來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如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改變情形、追

蹤是否發生院內外臨床研究護理轉職行為或真正促使其發生臨床研究護理轉職行

為之決定性因素等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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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增加預試樣本數 

增加預試樣本數可增加預試結果的穩定性而提供更有價值的預試結果，以作為

量表調整的重要依據。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預試樣本數，有助於提升預

試結果的穩定性。 

二、擴大收案區域及醫院層級 

本研究受訪者來自北部地區醫學中心級的三所試驗機構，故研究結果較難排除

同質性影響及區域性差異的可能。因此，建議未來研究，除了北部地區醫學中心

外，也可以廣泛納入中部、南部及東部的試驗機構，有助於減少受訪者同質性影

響，並增加地區性差異之探討。 

三、增加實施意圖之評估 

實施意圖有助於溝通意向與行為間的概念。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在意向測量

上，可增加對於受訪者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實施意圖的評估，有助於研究者更具

體的瞭解受訪者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強度與穩定度。 

四、探討理性行動理論與計畫行為理論之差異 

「知覺行為控制」是理性行動理論與計畫行為理論的主要差異，後者因增加對

於個體從事某行為的非動機因素，即知覺行為控制力的評估，而被認為更具預測

力。「知覺行為控制」在本研究結果中並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可應用理性行動理論來測量臨床護理師之轉職意向，透過研究結果的對照，

有助於進一步釐清知覺行為控制因子在相關主題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五、探討直接與間接測量預測力的差異 

有些研究同時以直接及間接兩種測量方式來探討影響因子對於意向預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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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雖然在部分研究中顯示，直接測量對於意向的預測力高於間接，但目前仍

缺乏其他使用間接或直接測量來探討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研究來進行結果比

較。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同時以直接及間接兩種方式來測量轉職意向，

有助於進一步探討不同測量方式對於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預測力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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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結果之應用 

透過本研究之探討，瞭解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及影響其臨床研

究護理轉職意向的重要因素。在臨床研究護理人才招募策略的應用上，可以增加

對於標的族群之鎖定及對於正負向影響因子的強化或削減。此外，增加具有轉職

規劃的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來取代其他非護理產業，亦有助於促進國內

多元護理角色的蓬勃發展。本研究結果之應用，可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標的族群之鎖定 

研究結果發現整體受訪者具有中高程度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也發現年

輕、專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及具轉職規劃者，有較高的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

藉由發現這些具有較高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標的族群，有助於擬訂更貼近其

需求的人才招募策略，如規劃完整訓練教育課程及多元學習管道、建立臨床研究

護理能力分級、落實進階制度及改善薪資落差等方式，可減少年輕族群轉職臨床

研究護理的困難度，並滿足其對於自身能力蓄積及職涯發展的需求。對於具有專

科及二四技教育背景者，可將臨床研究及研究護理師專業角色之介紹納入學校進

階課程中探討，增加其對於研究護理師角色的熟悉度，除有助其進入職場後，跨

團隊溝通合作的進行外，也有助於這些標的群體將來在進行轉職規劃時，對於研

究護理師一職的考量。  

二、正負向因子之強化或削減 

研究發現態度及主觀規範是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主要預測

因子。經由發現這些重要影響因子，我們可以針對強化正向因子，弱化削減因素，

如透過定期舉辦專業論壇，邀請主管機關、法律及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臨床研究

護理專業發展或實務困境等重要議題進行誇領域的討論與交流，持續改善國內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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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護理勞動條件，來大幅提升臨床護理師轉職臨床研究護理之態度的正向

性。此外，也可善用書報雜誌、影音媒體與網際網路等大眾傳播工具及專業學術

期刊等媒介，作為專業發聲與大眾教育之管道，導正臨床研究易被污名化之謬論，

提升專業能見度，透過減少這些可能形成的反向規範力，有助於臨床護理師之臨

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的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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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臨床護理師之臨床研究護理轉職意向與影響因素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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