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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棒球教練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關

係，研究對象為九十學年度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國中棒球聯賽的國民中學

棒球隊伍，包括全臺二十一縣市（不包含連江縣、金門縣），共計 91

隊，每隊的總教練及教練共 178 人。以「國民中學棒球教練工作壓力與

工作倦怠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資料之收集，共計收回 134 份有

效問卷後，所得之結果如下： 一、國民中學棒球教練之工作壓力感受呈

現中上程度，各構面以「法令束縛」之得分最高。 二、不同背景變項國

民中學棒球教練在工作壓力上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年齡較小、大專

畢業、教練證照等級較低、專任、行政主管職位、未婚、一週訓練時數



較少者，其工作壓力顯著較大。 三、國民中學棒球教練之工作倦怠感受

呈現中下程度，各構面以「情緒耗竭」之得分最高。 四、不同背景變項

國民中學棒球教練在工作倦怠上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學歷愈高、學

校職位層級愈高、與每月平均收入愈高者，其工作倦怠顯著較大。 五、

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各構面間之關係，大多達到顯著水準，並呈現正相

關；並且發現國民中學棒球教練，具有較低的工作倦怠，但卻具有較高

的工作壓力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The subject, attendi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ague matches which was hel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was 

the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teams’ head coaches and coaches, 178 persons of 

91 team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the “A Questionnaire for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Job Burnout and Job Stress”, and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134. The results were followed: 1. The feeling degree of 

job stress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was above the average, and the 

highest score dimension was the “law binding”. 2.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job stress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By all accounts, the lower ag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degree, 

lower coach voucher, full-time coach, adiminstrator position, singleness, and 

lower training hours per week, the higher job stress with significant. 3. The 

feeling degree of job burnout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was below 

the average, and the highest score dimension was 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4.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job burnout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By all accounts, the higher 

educagion background, higher school position, and higher average income per 

month, the higher job burnout with significant.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job burnout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sid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baseball coaches had lower job burnout, but higher jog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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