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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企圖瞭解影響桃園縣新設國民中學

教師工作壓力之因素。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以自編之「桃園縣新設

國民中學教師工作壓力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並以桃園縣

8 所公立新設國民中學之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採普查方式，共發出

430 份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34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0.2％。問

卷資料則採用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

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發現，桃園縣新設

國民中學整體教師工作壓力屬中等程度。個人層面因素中，年齡、總教

學年資、在本校任教年資、擔任職務、教育背景、婚姻狀況、宗教信仰



及人格特質皆達顯著相關或顯著差異；環境層面因素中，社會支持、學

校所在地、學校規模及學校成立年資皆達顯著相關或顯著差異，且「人

格特質」對於教師工作壓力各層面具有預測力。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

對於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教師提出幾項建議。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須有

明確的教育政策並與基層教師多溝通、對年輕或資淺教師建立一套輔導

制度及規劃相關研習課程或成長工作坊，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學校則

必須多給予教師肯定與鼓勵，提升支持度、主動積極安排師傅教師協助

資淺教師、整合學校事務，減輕教師工作負荷並建立職務輪替制度，平

衡教師工作壓力。對於新設國民中學教師本身應建立良好人際關係、養

成休閒習慣、紓解工作壓力。  

摘要

(英) 

The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teachers’ job stress 

at the new-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ccordingly implemented in this study by the instrument in titled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Job Stress at the New-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This study surveyed 430 teachers at 8 

new-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s. There were 342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82

％ of responding rat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study showed that job stres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new-

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s was at the average level. Dem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teachers’ age, total years of employment, years of employment in the 

present school, positio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rriage status, religion, and 

person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job stres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support, school location, school size, and 

school age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job stress. 

Furthermore, personality was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n all dimensions of 

teachers’ job stress. Accordingl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chools and teachers.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should 

make educational policies clear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eachers, establish a 

mentoring system or plan train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you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schools should give teachers more recognition,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s well as assign mentors to new teachers. In order to 

reduce teachers’ workload and job stress, the schools could integrate all of the 

campus affairs and rotate teachers’ job. Finally, teachers in the new-established 

junior high schools need to establish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rrange their leisure time, and find ways to relieve job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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