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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aipei City directors of Police Stations job stress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警察派出所正、副所長工作壓力、休閒阻礙與休

閒滿意度之研究，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工作壓力、休閒阻礙與休

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所屬 16 個分局 159 個派出所之正、副所長。使用研究者編製之「新

北市警察派出所正、副所長工作壓力、休閒阻礙與休閒滿意度量表」進



行調查，共發出 318 份問卷，有效問卷 300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研究

結果如下： 一、現階段的新北市警察派出所正、副所長並沒有「女性主

管」；年齡以「41-50 歲」比例最高；在婚姻狀況「結婚有小孩」居多；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警察專科班」畢業的居多；在階級方面以「巡佐」

居多，其次為「警務員」與「巡官」；在警界任職年資方面以「31 年」

最多；在參與運動頻率方面以「有時參與」居多。 二、不同年資之正副

所長在工作壓力具有顯著差異性。 三、不同教育程度之正副所長在休閒

阻礙之個人內在阻礙與人際間阻礙以及休閒滿意度之心理滿意度具有顯

著差異性。 四、不同背景屬性在休閒滿意度差異性方面，學歷為警察大

學正科或二技之正副所長的心理滿意度高於學歷為甲種警員班之正副所

長。 五、工作壓力與休閒阻礙具有正向顯著關係，工作壓力之個人與家

庭構面與休閒滿意度部分構面具有負向顯著關係，個人內在阻礙與人際

間阻礙構面與休閒滿意度具有負向顯著關係。  

摘要

(英)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job stress,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stations in New Taipei City, the 

differences of job stress,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stations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methods, and selected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16 precincts (159 police stations) in New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as the 

subjects. The scales of job stress,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proposed by past scholar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job stress,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stations in 

New Taipei City. 318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for a valid return rate of 9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are no femal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in New Taipei City police stations 

now. As for age,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between the ages of 41-50.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married with children. As fo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ost 

of them graduated from the Police College. As for rank, most of them were 

sergeants, followed by lieutenants and lieutenant captains. As for seniority in the 

police, most of them were 31 years seniority. As for exercise frequency, most of 

them sometimes take exercise. 2. This study probed in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job stress of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stations with 

different polices’ seniority. 3. This study probed in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in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in leisure satisfac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station with educational background. 4.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 of leisure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the directors and deputy directors graduated 

from Police University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with Police College.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leisure constrain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family in job stress and some dimensions in 

leisure satisfac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nstraints in leisure constraints and leisur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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