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8304 

狀態 G0495145229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5145229  

研究

生(中) 
陳俊佳 

研究

生(英) 
CHEN, CHUN-CHIA 

論文

名稱

(中) 

國民小學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關係之研究-以台北縣為

例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N WORKING PRESSURE AND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偉人 

指導

教授

(英) 

LIN, WEI- REN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7.29 

校外

全文
2009.7.29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7.29 

檔案

說明 

封面 目次 謝詞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文獻附錄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6 

出版

年 
97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工作壓力 工作倦怠 

關鍵

字(英) 
working pressure job burnout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了解台北縣國民小學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

間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國民小學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工作壓

力與工作倦怠關係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例調查問卷」進行研究。針對九十

六學年度服務於台北縣公立國民小學，領有「職務加給」之教師兼主

任、組長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 696 份，回收 576 份，有效回收率 82.8

％，以算術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

相關、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獲得以下結論： 一、國

小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工作壓力感受屬於中等程度。 二、國小兼任行政

工作教師的工作倦怠感受屬於中下程度。 三、國小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對



工作壓力的覺知會因性別、婚姻、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的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四、國小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對工作倦怠的感受會因性別、年

齡、行政年資、婚姻狀況、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五、國小兼任行政工作教師整體工作壓力與整體工作倦怠有

高度正相關。 六、國小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有顯著之

預測作用。 根據以上結論，本研究建議教育行政機關從事教育改革時應

循序漸進、增加國小教師編制、舉辦行政人員研討會或聯誼，並建立行

政人員專業網站及交流平台；而學校校長應在校內建置輔導諮詢管道，

落實經驗技巧傳承、建立處室主任輪調制度、營造友善校園氣氛，塑造

良好人際關係、辦理校內文康活動及校外自強活動；兼任行政工作教師

本身則應充實專業，自我增能，在校園中建立良好之人際關係，運用策

略、減輕壓力，並在平時建置業務檔案，做好管理工作。 關鍵字：工作

壓力、工作倦怠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The study is developed by“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take Taipei Country for example In school year 2007,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o serve in Taipei Country, hold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get additional pay (ex. deans or group leaders) were selected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s. The 696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576 copies of the 

696 questionnaires issued are returned. The returning ratio is 82.8％.Statistics 

methods, such as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material.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working pressure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is medium. 2. The level of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s below medium. 3. The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pressure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will 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ex, matrimony, function, and different 

schools. 4.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will 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sex, ag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matrimony, function, school 

size, and different schools. 5.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job burnout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6. Working pressure perceive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in Taipei 

County is effective in predicting job burnout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 should take orderly 

way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hol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s workshops or fellowships,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s 

professional websites and commutative platforms when they practice educational 



reform. Besides, a school principal should establish a channel of the counseling 

and consultation in school, pass down experience and skill , establish the rotation 

system of all the directors , build friendly campus atmosphere, mold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old activities in school and “team building” out of 

the school. The teacher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jobs concurrently should enrich 

their profession, increase their own ability, establish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campus, use strategies to reduce pressure, build files ordinarily, 

and do supervisory work well. Keywords: working pressure,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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