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2403 

狀態 G04990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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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9025116  

研究

生

(中) 

劉英如 

研究

生

(英) 

Liu, Ying-ju 

論文

名稱

(中) 

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家庭工作壓力、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Job Stress,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in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楊志顯 

指導

教授

(英) 

Yang, Chih-Hsien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3.7.16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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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7.16 

檔案

說明 
封面 摘要 謝誌 目錄 附錄 第壹章 第貳章 第參章 第肆章 第伍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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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出版

年 
101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已婚女性教師 工作壓力 休閒參與頻率 家庭生活 

關鍵

字

(英) 

married teacher job stress leisure participation home life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家庭工作壓力、休閒參與與休閒

阻礙之研究，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家庭工作壓力、休閒參與與休閒

阻礙之差異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為調



查對象，使用研究者編製之「家庭工作壓力、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調查問

卷」進行調查，共發出 40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92 份，有效回收率為 98

％。研究結果如下： 一、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家庭工作壓力屬於中

等程度，其中以「自我因素」構面的壓力感受最為強烈。 二、新北市國

小已婚女性教師休閒參與頻率佔總調查對象 75.3％，顯示新北市已婚女性

教師在休閒參與頻率上，多屬於正向積極參與；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

以「知識性活動」最為普遍，其次為藝術性活動。 三、新北市國小已婚

女性教師休閒阻礙屬於中等程度，其中以「結構性因素」構面感受最為強

烈。 四、不同年齡之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在家庭工作壓力上有顯著

差異存在；不同年齡、子女數之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教師在休閒參與頻率

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年齡、任教年資、月收入、子女數之新北市國小

已婚女性教師在休閒阻礙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新北市國小已婚女性

教師在家庭工作壓力與休閒阻礙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休閒參與頻率與休閒

阻礙間呈現顯著負相關。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 of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background variables to job stress,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s are 

employed. The researcher took 400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were 392, the recovery rate of 98%.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job stress of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was intermediate. 2.There were 75.3% samples that have 

high frequency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type of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is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followed by artistic activities. 3.In the leisure constraints,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felt that the structure facto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4.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the age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of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with the job stres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age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f them with the times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different ages, 

careers, salary and number of children of them with leisure constraints. 5.In the 

correlation analyze, the job stress of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s 

married female teachers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were positive relation and the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were negtiv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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