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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探求臺北縣立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的現況，透過問卷

調查，運用分類與迴歸樹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與參照單位分析探

討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的工作滿意度，並以層級分析法分析整體及不同規

模學校影響工作滿意度之學校行政措施。 研究的結果如下： 臺北縣立國

民中學教師對其工作滿意度的現況，整體而言感到滿意。整體及不同規



模學校之臺北縣立國民中學教師在工作滿意度各構面的反應順序等級有

差異，且皆以「對學校的相關教學設備」的感受程度最不滿意。除小型

學校感受程度最滿意為「與學校行政人員互動情形良好」外，皆以「教

師的工作有保障」為感受滿意程度最高之變項。 學校行政措施所能改善

教師工作滿意度之優先順序，整體而言為「教學」措施。小型學校和中

型學校為「輔導」措施。大型學校中，對滿意度影響而言，所有最重要

的學校行政改善措施皆為「教學」措施。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current job satisfa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a survey. Through using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analysis of the light units,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are scaled in accordance to their work satisfaction 

in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 Moreover, how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s impact on the work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ed: Current Taipei Coun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on the whole satisfied with their current work situation. Overall, including schools 

of different size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e teachers ranked their satisfaction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most cases, their satisfaction is related to “teaching 

equipment available” in schools and the majority is not satisfied. Except for the 

smaller schools that admit “having good interactions with school 

administrators” are the most satisfying factor of teaching, all other results show 

“job security” as the most satisfying factor of being a teache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schools can influence job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verall, 

“teaching” measures are often the key factors. In smaller and medium-sized 

schools, “counseling” measures play the key. In larger schools, how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all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are “teach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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