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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題目：臺北市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校院

系所名稱：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呂明憲 指導老

師：蘇雪玉副教授 論文頁數：128 頁 關鍵字：學前特教教師、工作壓

力、因應策略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了解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工作壓力與壓

力因應策略之現況，並比較個人背景變項與工作壓力與壓力因應策略的

差異情形。研究對象為 107 名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利用 t 考驗、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1.臺

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工作壓力屬於中等程度，工作壓力的主要來源為「行

政支持」。 2.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壓力因應策略使用頻率屬於中等程



度，使用頻率最高的因應策略為最高為「解決問題」。 3.臺北市學前特

教教師工作壓力在年齡、服務學前教育特教班年資、教育程度、任教地

區、班級類型等構面上有顯著差異。 4.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壓力因應策

略在年齡、教育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5.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整體工作壓

力與整體因應策略呈現顯著正相關。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研究者對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校、臺北市學前特教教師及未來的研究提出相關

的建議。 關鍵字：學前特教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策略  

摘要

(英) 

The Study on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Preschool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tress and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Target subjects were 107 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such as th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job stress were in medium leve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was the main source among those aspects of job 

stress. 2.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were in medium level, and “problem solution” got the highest 

frequency among those aspects of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3. 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job stres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age, years of preschool special class servi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eaching 

areas and teaching classes. 4. Taipei city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job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ag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5. Taipei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job 

stress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made recommendations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schools, Taipei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job stress,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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