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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臺北市托兒所教保人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校院系所

名稱：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所碩士班 研究生：蘇淑慧 指導教授：許

錦雲 論文頁數：194 關鍵字：托兒所教保人員、工作壓力、因應策略 本

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臺北市托兒所教保人員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的情

形，並進 一步探究不同背景的托兒所教保人員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的差



異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 查法，以臺北市托兒所教保人員為研究對象，

使用「工作壓力量表」、「工作壓力因應 策略量表」等測量工具，共計

發出 452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411 份。研究資料經項目分 析、因素分

析、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薛費法事後比較，其主要

發 現如下： 一、托兒所教保人員所覺知的工作壓力程度由高而低依序為

「工作負荷」、「工作回 饋」、「教學自主」、「行政配合」、「人際

關係」，不過整體而言工作壓力程度偏低。 二、不同背景的托兒所教保

人員在「年齡」、「婚姻」、「專業背景」、「任教班別」、「園所性

質」、「園所規模」等之工作壓力情形達顯著差異。 三、托兒所教保人

員面對工作壓力時大都能採用積極的因應策略，各項策略中最常採用者

為「邏輯分析」及「解決問題」，然後依序是「調適情緒」和「尋求支

持」。 四、不同背景的托兒所教保人員在「年齡」、「婚姻」、「任教

年資」、「任教班別」、「是否兼任行政工作」、「園所性質」、「園

所規模」等之工作壓力因應策略使用程度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最後根據

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教育相關主管單位、托兒所行政主管、教保人

員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Work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work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and probe into the differences in work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study pre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and the 

measurements of Work Stress and Working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were used to 

collect research data.A total of 45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11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item analysis,factor 

analysis,descriptive statistics,t-test,one-way ANOVA,and Scheffe` method. The 

findings are as below: 1.The perceived work str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ate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include“work load”,“work 

feedback”,“teaching autonomy”,“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and“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On an overall level,work stress is relatively low. 

2.Backgrounds of“age”,“marital status”,“professional background”,“type 

of class”,“type of school”,“size of school”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work stress. 3.Preschool teachers can adopt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most of the 

time,among which the most common strategies include“logic 

analysis”and“problem-solving”,followed by“emotion adjustment” and 

“spport seeking”. 4.Backgrounds of“age”,“marital status”,“teaching 

years”,“type of class”,“whether the teachers assumed administrative duties 

concurrently”,“type of school”,“size of school”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op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abov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agencies, preschool administrators, preschool teachers, and 

future studies as well. Key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work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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