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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縣初任主任工作適應狀況。本研究之研究為

「問卷調查法」，並輔以訪談法。調查研究時，以台北縣之公立國民小學

初任主任為研究對象，編擬成「國民小學初任主任工作適應況狀調查問



卷」，總共發出 205 份問卷，回收 193 份，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共計

191 份，其問卷有效率達九成以上。正式問卷回收之後，分別以描述統

計、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對回收的資料進行分析討

論，之後，再根據調查結果擬定「國民小學初任主任工作適應狀況訪談大

綱」，實地訪問六位初任主任，以期更深入了解初任主任的工作適應狀

況。本研究得到下列幾項結論： 一、初任主任在整體工作適應屬於中上

程度。 二、初任主任在工作適應各構面（工作角色行為、工作表現、工

作滿意）是屬 於良好的狀態。 三、「性別」、「主任年資」、「擔任主

任前的行政年資」等初任主任個人背景 變項在工作適應上有顯著差異；

而「年齡」、「教育程度」、「擔任職務」、 「婚姻狀況」、「商借與

否」等初任主任個人背景變項在工作適應上則無 顯著差異。 四、「學校

規模」、「學校所在地」等學校環境變項在工作適應上無顯著差異。 最

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俾供初任主任以及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及後續研究者做參考。 關鍵詞：初任主任、工作適應。  

摘要

(英) 

A STUDY OF WORK ADJUSTMENT OF THE BEGINNING ELEMENTARY 

SCHOOL DIRECTORS IN TAIPEI COUNTY WU, KENG-YI Abstract The study 

was examined the work adjustment of beginning elementary school director in 

Taipei County.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population was the beginning elementary school director in Taipei County, and the 

questionnaire was made by researcher. The 205 questionnaires were mailed, and 193 

copies was return, including 2 invalid copies. The return rate was more than 90%.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t-test, one-way 

ANOVA. Finally, the 6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work 

adjustment of the beginning elementary school director.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1. 

The director’s scores on the work adjustment were moderate high. 2. The 

director’s scores on the every side of work adjustment were high, including work 

role behavior, task performance, and work satisfaction. 3. Sex, years of director, and 

year of administration before director could make difference on work adjustment. 

Age, education, job, marriage, outsourcing couldn’t mak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work adjustment. 4. School size and location couldn’t make any 

difference on work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authorities 

of educational admonition and further study were proposed. Keywords: beginning 

director, work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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