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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題目：大新竹地區托兒所教保人員教保能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研

究 校院系所名稱：輔仁大學民生學院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

生：古淑瑩 指導教授：許錦雲 論文頁數：181 關鍵字：工作滿意度、教



保能力、教保人員、托兒所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新竹地區托兒所教保人員

的教保能力與工作滿意度。以新竹縣市公私立托兒所教保人員為對象，進

行「托兒所教保人員工作滿意度」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 535 份，得有效

問卷 432 份。所得資料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描述性統計、t 考驗與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主要結果陳述如下： 一、教保人員對於人際關係的滿意度最高，薪資福

利的滿意度最低，在教保能力方面，以照護與人際互動的能力最好，教學

實施與管理的能力比較不好。 二、工作滿意度在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教保年資等變項上呈現顯著差異；教保能力在年齡、婚姻狀況、教

育程度、教保年資等個人背景變項上呈現顯著差異。 三、年齡、教育程

度、教保年資、薪資待遇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園所規模、師生

比例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負相關。 四、專業成長、園所規模、照護與

人際互動、師生比例、薪資待遇對教保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  

摘要

(英) 

The educare abi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Hsinchu are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educare abi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Hsinchu are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Job Satisfaction for Preschool Teachers” was conducted. A total of 53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public and private preschools in Hsinchu City and 

Hsinchu County and 432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 SPSS statistic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as well as the approaches including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o on. The main result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ing: 

1. Preschool teachers have highest satisfaction in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lowest satisfaction in their salary and benefits. On the aspect of educare ability, they 

are best at offering car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vity, not so good at the implement 

and management of teaching. 2. Results in job satisfact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such as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and the levels of educare ability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level,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3.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variables as age, 

educational level,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salary and 

benefits;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variables as size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teacher to pupil ratio. 4. Professional growth, size of the 

preschool, childcar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vity, teacher to pupil ratio, and salary 

and compensation have prediction power to preschool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Keywords: job satisfaction, educare ability, preschool teachers, 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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