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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求職壓力與壓力因應策略 

壹、壓力與壓力因應的意義 

一、壓力的意義 

欲探討求職壓力的意涵，必須先對壓力的概念有所理解。壓力(stress)最早

是起源於工程學上的專有名詞，其意義為外在力量直接作用在物體上，而造成緊

張、扭曲的結果，使得物體的結構產生暫時性或永久性的改變(Lazarus，1966)。 

直到 Cannon 在 1932 年才將壓力的概念用在心理學，認為個體在壓力的情況

下，會破壞個體系統的均衡狀態，為使系統維持均衡，個體會產生生理反應或變

化，即採取「戰或逃」的反應，迅速應對(黃惠惠，2002)。 

從 Cannon 提出的均衡模式來看，壓力是一種刺激狀態，該狀態造成系統的

失衡，進而使得平衡機制被激發。其後，Selye(1976)以此種均衡模式為其壓力

分析的基礎，提出壓力的一般適應症候群理論(GAS)，區分出壓力源(stressor)

與壓力(stress)兩概念，所謂的壓力源指的是引起壓力反應的刺激情境，而壓力

則是個體的反應。 

 Folkman 和 Lazarus(1986)為研究心理壓力提出一套認知論，重視人的主體

性，以個體對壓力的認知評估為核心概念，將壓力界定為：「個體和環境的交互

關係，當此種關係被個體評估為超出其能力資源或會危害其幸福感時，即為壓

力」。 

壓力意義的轉變，從壓力是一種外在的刺激，演變成 Selye 強調的壓力是個

體的反應，其後 Lazarus 等人加入了認知評估、人境互動的觀念後，使得壓力的

意義更為整體、全面。雖然對壓力的明確定義至今仍無共識(陳文俊，2001)，但

對於壓力意義的探究，長期發展下來已提供多元的架構，可供研究者多方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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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力因應的意義 

研究個體面對壓力事件時的因應策略已有長久的歷史，在早期的研究中，因

應(coping)被概念化為一種防衛機制，且被視為是潛意識的歷程，在最近的研究

裡，因應的概念轉成為一種對外在壓力事件或負面事件的反應，而此種反應方式

是意識化的策略或是個體獨特的風格(Endler& Parker, 1990)。亦即，近來對壓

力因應的研究，不再從潛意識的觀點出發，而是直接利用自陳式的量表，探究個

體自身意識到的因應行為。 

Watson 和 Hubbard(1996)指出因應的概念從防衛機制轉換到意識化的策略

後，經歷到三種轉變。首先，研究人員將因應視為特質的差異而產生的不同反應，

然而持這種特質傾向(trait-oriented)所進行的研究卻發現，因應的特質觀無法

有效預測個體的行為、情感反應，因此發展出了歷程傾向(process-oriented)

的因應理論，其代表人物為 Lazarus 和 Folkman，認為因應行為是複雜的、不斷

改變的，隨情境的不同而有所變異，此種歷程傾向的因應觀，雖在研究上有得到

證實但亦有部份的研究是否定的，因此造成研究結果是令人困惑、矛盾。有鑑於

此，研究因應的學者發展出一套更完善的模式，承認特質和情境皆對個體的因應

行為有所影響，亦即個體的因應反應具有兩種特性：一致性(consistency)與變

通性(flexibility)，特質觀反應出因應行為的一致性，而情境造成了個體因應

行為的變異。  

關於壓力因應的定義，各學者有不同的看法，茲整理如下： 

表 2-1-1 各學者對壓力因應的看法 

年代 學者 對壓力因應的看法 

1978 Pearlin& 

Schooler 

能保護個體免於社會所帶來心理上之損害的行為稱

做因應。因應具有重要的調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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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各學者對壓力因應的看法(續) 

年代 學者 對壓力因應的看法 

1986  Folkman, 

Lazarus, Gruen& 

DeLongis 

因應是指個體經由認知與行為上的努力，去管理個

體與環境互動過程中被評估為超出個人資源而形

成壓力的內外在要求。 

1993 Moos& Schaefer 因應分成兩類：一為因應資源，指的是相對穩定的

個人和社會因素，影響個體如何管理生活危機和變

化；另一為因應歷程，是個體認知與行為上的努力

以應對特殊的壓力情境。 

1996 Watson& Hubbard 因應指的是個體對特殊事件(壓力源)如何反應。 

1999 鄭照順 個人在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當面臨個人超出其能

力範圍的壓力，而為了重新建立生理與心理的平

衡，所採取的處理或解決方法。 

2000 葉兆祺 面對內外在情境問題時，為緩衝或避免壓力、焦

慮、威脅或身心疾病，努力去處理情境或問題的行

為方式。 

2001 陳文俊 因應乃對壓力所採取的反應行為。 

2004 孫瑜成 個體在面臨壓力來源時，根據其內在需求與外在環

境資源的支持程度，所採取不斷地改變自我認知及

行為，以降低壓力。 

2004 楊雅惠 壓力因應是一動態歷程，在這歷程中包含了直接導

向管理壓力源和管理自己本身。 

2005 呂岳霖 個體在面臨壓力情境時，內外在要求超出個體能力

或資源的負荷，個體為了重新建立生理與心理之平

衡，所採取認知評估或行為改變的一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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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者將壓力因應界定為個體面對壓力時，根據外在環境與其內

在特質、資源，所採取的一切行為，目的是為了維持個體系統的平衡與穩定。 

 

貳、壓力與壓力因應的理論基礎 

一、壓力的理論基礎 

    從壓力意義的轉變，可看出壓力的理論發展脈絡，各有其強調的重點，依照

壓力理論發展的順序，陳述如下(孫瑜成，2004；陳文俊，2001；徐雨霞，2004；

黃惠惠，2002)： 

一、刺激取向： 

此取向的學者認為壓力是來在外在環境中的刺激，而刺激會干擾個體內在的

心理感受而造成變動，如同 Hooke 將壓力定義為：「環境對生物社會或心理系統

的一種要求」(李素卿，2002)。亦即，此取向將焦點置於情境中的刺激，強調壓

力來源(壓力因子)的重要性。 

二、反應取向： 

此取向的代表學者為 Selye，他將壓力定義為：壓力是身體對於加諸其上的

任何要求，所做出的非特定反應。亦即不管壓力因子為何，個體所產生的生理反

應是相當類似的，強調的是「反應」的部分。而他提出「一般適應症候群」(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此一理論來說明個體對壓力適應的一般性和非特定反

應，可分三階段(Selye，1976)： 

(一)警告反應階段(alarm reaction stage) 

個體腎上腺皮質細胞釋放出含有賀爾蒙的微粒分泌物到血流中，使得有機體

具有防衛的力量，以作為協助因應環境之用。如果環境中的刺激損害性過強，個

體將在警告反應中的幾個小時或數日內，因無法忍受壓力而死亡。若刺激的強度

個體能夠忍受而生存下來，則會進入第二個階段—抗拒階段。 

(二)抗拒階段(resistance stage) 

此階段個體的非特定性反應和第一階段是相當不同的，腎上腺皮質累積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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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粒分泌物，身體體重恢復常態，生理功能大致恢復正常，而有能力克服壓力。 

(三)耗竭階段(exhaustion stage) 

    因個體長期暴露在損害性的刺激中，使得所需的適應能力喪失，能量耗盡，

導致提前的衰老與死亡。 

三、互動取向： 

不論是刺激取向或是反應取向，都忽略壓力與個體內在心理因素的關係。因

此 Lazarus 和 Folkman 提出主觀取向的壓力理論，以個體對事件的解釋為核心，

包括評估(appraisal)和因應(coping)的概念，在評估時，個體會評估壓力事件

對個人幸福的意義；而在因應時，個體會試著處理三種心理壓力：傷害、威脅和

挑戰(李素卿，2002)。 

Lazarus 和 Folkman(1966,1984)認為壓力是刺激和反應的互動歷程，以個體

認知評估為刺激—反應的中介變項，共有三歷程，如圖 2-1-1 所示： 

(一)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個體覺察該壓力對自己是否造成威脅

(threat)的歷程，在此歷程中，影響個體界定該壓力是否對自身造成威脅有兩大

因素：一為刺激結構因素，如預期到的傷害之迫切性、刺激線索的模糊性；二為

個體心理結構因素(人格特質)，如動機特性、對環境的信念系統、智力資源、教

育程度等。 

(二)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raisal)：一旦刺激被評估為具有威脅性，個

體便會在心理思索對該刺激(壓力)可能的適當反應，以減除或消滅可預期到的傷

害。此一歷程受到三個因素影響：一為受威脅的程度；二為刺激結構因素；三為

個體的心理結構，包括動機型態、自我資源、防衛性格、對環境與個人資源的信

念。 

(三)因應(coping)：經過次級評估之後，決定採用的因應策略，而加以執行

之歷程。有三大類的因應策略：直接行動、防衛性的再評價、焦慮反應。 

    這三個歷程，在圖 2-2-1 中可看出，它並非是完全直線的次序，任何一個歷

程的結果會改變前進的順序，造成重複地循環，例如經評估為威脅的壓力，而個



15 
 

體採取有效的因應策略，因此改變了人境關係(perso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這樣的改變使得個體有了新的評估，而又產生新的因應方式，

如此循環下去。整體來看，此種觀點為持續性、動態性的壓力模式。 

 

圖 2-1-1    Lazarus 壓力互動圖 

資料來源：＂Toward a multicultural model of the stress process,＂by L.  

A. Slavin, K. L. Rainer, M. L. McCreary, & K. K. Gowda, 1991,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0, 157.  

     

從上述三種壓力理論可知，互動取向的壓力觀較為統整與全面，不僅考量到

壓力因子和壓力反應，更重視人的主體性，強調個體認知評估的歷程是在壓力情

境中最為關鍵的要素，而認知評估的差異會受到壓力因子結構、個體獨特的人格

特質、所擁有的資源多寡、信念系統等因素所影響。亦即就某一刺激是否對個體

來說是為壓力，以及其感受到該壓力的威脅程度大小，個體人格特質扮演重要關

鍵角色，因此，本研究從互動取向壓力論的此一觀點，探討個體人格特質與壓力

的互動情形。 

 

二、壓力因應的理論基礎 

(一)因應的理論取向     

    關於壓力因應的理論取向，研究者從相關文獻中，整理出兩大類因應理論：

一為人格特質取向的因應；二為互動取向的因應。茲詳述如下： 

1. 人格特質取向的因應：Pervin(1978)認為人格特質決定個體因應行為的 

型態。Watson 和 Hubbard(1996)指出以人格特質取向的因應進行的研究可分為三

潛在壓力

事件 
初級評估 次級評估 因應方式 適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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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1)因應風格可被衡鑑為氣質傾向：亦即因應策略顯示出人格特質的典型特

性。(2)因應策略與特定人格特質的關聯性：特定人格特質包括有樂觀性

(optimism)、堅毅性(hardiness)、自尊(self esteem)、制握信念(locus of 

control)。(3)人格特質結構模式下的因應方式：以三大(Big Three)、五大人格

特質(Big Five)為主，其廣泛的分類分式，提供豐富人類運作的訊息。  

    人格特質取向的因應觀，雖然一度沒落，被學者批評人格特質無法有效預測

個體在特定壓力情境下的行為、情感反應(Folkman& Lazarus，1980)，然而近年

來隨著因應觀的演變，強調個體的因應方式除了會隨著情境變異之外，因應行為

亦具有某種程度的一致性，而行為的一致性即是再次認同人格特質與因應有關係

存在，因此，特質取向的研究又再度興起，如：Watson 和 Hubbard(1996)研究五

因素人格模式架構下的因應行為；Brebner(2001)以大學生為對象，探討五大人

格特質和因應取向的關係；Grant & Langan-Fox(2006)研究人格特質與工作壓力

因應行為的關係。 

    2.互動取向的因應：Moos& Schaefer(1993)以 Lazarus 的壓力互動論為基

礎，提出一壓力和因應歷程的概念架構，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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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壓力和因應歷程的概念架構 

資料來源：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p.237),by 

R. H. Moos& J. A. Schaefer, 1993, New York: Free Press. 

    Moos& Schaefer(1993)認為個體的因應行為與環境系統、個人系統、健康與

幸福感等因素彼此之間呈現交互作用的關係，個人擁有的因應資源影響生活危

機，進而影響個體的認知評估與因應行為，而反映在最後的健康與幸福感時，又

會倒過來改變了個人、環境系統等因素。此一模式下的因應行為，除了考量到因

應的統整性、相互性，亦重視因應的主動性，認為個體能夠在各因素互動下，經

過認知評估後，積極地選擇將採取的因應反應。 

    上述兩種理論取向，正是研究壓力因應(coping)的兩大重點：因應的一致性

與因應的變異性，乍看之下兩者似乎相對，然而細看其內容，可發現互動取向的

因應亦主張個人系統(包括人格特質)對因應行為確有影響，與特質取向的因應論

做一比較，其差異的地方在於互動論認為欲判斷個體的因應行為，必須多方考量

各種因素(如環境系統)，無法只從人格特質就下定論。因此，兩理論取向與其說

相對，倒不如說是互動取向補充擴大了特質取向的因應觀。而就本研究的取向係

 

環境系統 

(生活壓力

源、社會資源) 

 

個人系統 

(人口統計變

項、個人因素) 

 

生活危機和 

變化 

(事件相關因

素) 

 

認知評估和 

因應反應 

 

 

健康和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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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因應的特質取向，強調人格特質決定因應行為。 

(二)壓力因應的向度 

一直以來，許多研究者嘗試找出個體壓力因應的基本面向，基本上，有兩大

研究取向，一是從理論上(theoretically)去建構量表以找出因應的向度，另一

則以實證(empirically)為基礎，透過因素分析的方法，粹取出壓力因應的類別

(Carver,Scheier& Weintraub, 1989)。 

    Pearlin 和 Schooler(1978)以成年人為對象，研究其面對壓力情境下的因應

行為，歸納出三種主要的因應風格：積極行為因應、迴避因應、積極認知因應。 

    Folkman 與 Lazarus 對壓力因應行為的分類，成為最廣為人知，也最普遍被

接受的分類方法(Endler& Parker, 1990)。Folkman 和 Lazarus(1986)將因應分

成兩大類： 

1.問題取向的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目標是在解決問題，或者嘗

試做些事情來改變壓力來源。 

2.情緒取向的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目標是在減少或是管理因為

壓力情境所帶來的沮喪感。 

Carver 等人(1989)以 Folkman 和 Lazarus 所提出的因應分類為基礎，認為

就情緒取向的因應來看，可能包括許多在性質上完全不同的因應行為，例如否認

(denial)與尋求社交上的支持(the seeking out of social support)，雖然同

屬於情緒取向，但其意涵以及因應的結果會有相當大的差異；而就問題取向因應

來說，可能包括了幾個不同的活動，例如計畫、直接採取行動、尋求協助等。因

此 Carver 等人將因應分成三大類，裡面包括十三種概念上不同的因應行為：1.

問題取向的因應：包括積極因應、計畫、抑制活動、克制、尋求工具性社會支持；

2.情緒取向的因應：包括尋求情緒性社會支持、積極再詮釋、接受、否認、尋求

宗教協助；3.較無效用的因應：發洩情緒、行為脫離、心智脫離。 

    Moos& Schaefer(1993)指出研究因應向度的取向有二：一為因應的焦點，指

的是個體對壓力源的反應傾向，可能去處理、解決問題，或是迴避問題，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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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專注在管理情緒上；二為因應的方式，個體對壓力的反應可能是認知上的或是

行為上的努力。Moos& Schaefer 整合這兩種取向，而區分出四類因應行為：1.

認知處理的因應(cognitive approach coping)：包括邏輯分析與積極的再評估；

2.行為處理的因應(behavioral approach coping)：包括尋求指導與支持、採取

具體行動直接處理壓力情境。3.認知迴避的因應(cognitive avoidance 

coping)：否認壓力的嚴重性、接受情境並認為環境無法被改變；4.行為迴避的

因應(behavioral avoidance coping)：投入其他的活動以取代壓力所帶來的損

失、發洩情緒等。 

    綜上所述，壓力因應的向度無一明確的分類標準，各學者都設法以精簡的方

式來分類個體的因應行為，以對因應的向度有全盤性、系統性的認識與瞭解來研

究。 

 

參、壓力與壓力因應的關係 

Lazarus 將心理壓力分成三類：傷害、威脅和挑戰，這三類壓力表示個體對

壓力源的感受程度之高低，而壓力感受的高低不同，會反應在對壓力的因應方式

上。例如，當個體對壓力的評價、感受為「威脅」時，個體往往容易覺得焦慮，

會以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採取行動；反之，若個體對壓力的評價、感受為「挑戰」，

則會積極地採取強力的因應行動(李素卿，2002)。 

壓力與因應之間的關係，亦可從研究中得到證實，Folkman 等人(1986)指出

人們對壓力源的感受、評價為「對自尊有威脅」時，會傾向於使用更多面質性、

自我控制的因應策略，並且接受較多的責任；若人們將壓力情境評估為「可改變

的」，他們則傾向於處理的因應策略(approach coping)，包括積極的再評估、接

受責任、問題解決等。 

Carver,Scheier 和 Weintraub(1989)主張壓力評估和因應行為之間有關

聯，當個體對壓力事件的評估、感受為「重要的」，其因應方式為尋求支持、表

達情緒和否認；若評估、感受的結果為「可改變的」，則會出現較多的積極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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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工具性的支持以及抑制競爭性活動等策略。 

至於國內學者對壓力與因應之相關研究，茲整理如下表 2-1-2： 

表 2-1-2  國內學者對壓力與因應之相關研究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1995 程一民 國小教師 工作壓力感受越小的教師，越常使用解決問題的

因應方式；工作壓力感受越大者，越常使用逃避

的因應方式。 

2000 葉兆祺 國小實習

教師 

不同工作壓力感受的國小實習教師，在因應方式

上達顯著差異，感受愈高壓力者傾向採取延宕處

理及逃避策略的因應方式。 

2002 施政文 高中化工

專業教師 

低壓力組使用邏輯分析、尋求支持方式高於高壓

力組；高壓力組使用屈服問題方式高於低壓力

組。 

2003 李金治 台灣師範

大學四年

級學生 

面臨的生活壓力愈大時，研究對象愈常採用負向

的消極因應方式；面臨的生活壓力愈小時，研究

對象愈常採用正向的積極因應方式，而其所獲得

的情緒性支持與訊息性社會支持也愈多。 

2003 郭藺慧 高中職工

業類科 

教師 

整體工作壓力之感受與「解決問題」的因應方式

有顯著負相關；與「屈服問題」、「延宕逃避」

的因應方式有顯著正相關。 

2004 孫瑜成 國中資優

學生 

壓力感受程度較低的國中資優學生傾向使用正

向的壓力因應方式；壓力感受程度較高的國中資

優學生傾向使用負向的壓力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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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學者對壓力與因應之相關研究(續)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2004 陳錫港 國小總務

主任 

不同工作壓力感受的總務主任，在遇到工作壓力

時，採取因應策略的程度達到顯著差異，且「低

壓力組」較常用「理性思考」等策略。 

2005 呂岳霖 台中師院

學生 

生活壓力感受程度越小，越常採取問題取向積極

因應、情緒取向積極因應；反之，則越常採取問

題取向消極因應、情緒取向消極因應。 

2005 徐永明 國中教師

兼任行政

職務者 

「高壓力組」教師整體工作壓力調適因應策略運

用頻率顯著高於「中壓力組」、「低壓力組」。

 

    從國內外的研究可知，個體對壓力的感受、評估之差異，確實會影響到之後

對壓力所採取的因應策略，亦即壓力感受程度不同，其壓力因應策略會有所差異。 

 

肆、求職壓力的意義 

一、求職行為 

    所謂的求職行為是指透過求職所費的時間與努力的付出，以獲得就業市場工

作機會的特定行為(鄭嘉翔，1998；耿靜宜，1999；吳惠玲，2004)。Schwab(1987)

將求職行為的對象分為四類：(一)初入勞動市場者(如：剛畢業)；(二)經過一段

期間的退出後重新再進入勞動市場的人；(三)辭職或被解雇者；(四)目前有工作

仍找尋新雇主者。 

    葉紹琪(1996)將求職行為分成幾個部分：(一)資訊來源：個人利用對環境及

自己優缺點的探索來尋找資訊；(二)探索方法：探索工作機會的方法是隨機的或

有系統的；(三)獲取到的資訊廣度、範圍及數量；(四)個人在求職行為上花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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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求職的成本，例如購買報章雜誌求職情報、時間上付出的成本等；(五)

個人對求職行為成功與否所抱持的信心；(六)求職過程中感受到的壓力。 

    從學者對求職行為的探討來看，就對象而言，實習教師屬於初入勞動市場

者，主要面對的是教職工作尋求，而在求職過程中感受到壓力，為其求職行為的

一部分。 

 

二、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 

(一)實習教師求職壓力 

自師資培育政策開放後，除原有的師範院校，各大學院校教育學程紛紛成

立，雖使得師資培育得以多元化，然而也造成擁有教師資格者，遠超過實際教師

量的需求，加上學校教師等著退休未能如願、出生率降低，各校減班情形倍增，

再再都加劇了師資供過於求的現象(黃啟仁，2003)。由於師資供需的嚴重失衡，

對於想從事教職工作，而目前正在學校實習的實習教師而言，其尋求教職的過程

中，面對著未來就業的高度不確定性，身心所承受的壓力、焦慮與不安，是實習

教師無法避免的。 

陳冠名(2003)指出新制實習教師在實習學校的實習階段，是身處高壓情緒緊

繃，一方面在校有全時實習的各項事務要配合，二方面心中時時掛念著師資檢定

考試，三方面經濟問題亦有待解決，正可謂身心煎熬亦不為過。 

綜上所述，隨著師資培育多元化，教師工作不易取得為必然趨勢，而有心從

事教職的實習教師，將會面對求職的不確定性與隨之而來的種種壓力，為現今實

習教師成為正式教師的必經過程。 

(二)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的相關研究 

Krupa, Lagarde, Carmichael, Hougham, & Stewart(1998)以患有精神疾患

的人為對象，採開放性訪談的方式，研究他們在求職過程中感受到的壓力以及採

取何種因應方式來面對壓力，Krupa 將可能的求職壓力源分成十項：有限的工作

經驗、不成功的過去工作經驗、工作職務的改變、填寫工作申請表和履歷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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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競爭、他人對於心理健康問題的觀感、面試、心理健康的波動、工作所要求

的技巧和能力、其他壓力。而從訪談者的回答中歸納出他們對於上述這些求職壓

力源的因應方式為三大類：(一)有幫助的心理建設(a helpful frame of mind)：

以認知的方式調和求職壓力所引起的情緒衝擊，然而卻並未實際改變壓力，例如

轉移注意力、避免不利的比較、常態化個人的經驗、拒絕雇主、加重積極面、精

神信念。(二)行為策略：例如注重外觀、積極主動地瞭解雇主的期望、吃藥、改

變生活方式。(三)接受支持。 

Krupa 等人認為患有精神疾患的病人，他們在面對求職壓力時，其因應的策

略類似於 Lazarus 和 Folkman(1984)對因應策略的分類：情緒取向的因應、問題

取向的因應，前者幫助他們避免被壓力引起的情緒所淹沒，後者則直接處理求職

壓力的種種要求。 

國內研究壓力者，並未直接研究求職壓力，而是將求職壓力視為個體生活壓

力的其中一層面(李金治，2003；呂岳霖，2005；蔡文雅，2006)。李金治(2003)

以台灣師範大學四年級學生為對象，發現研究對象感到困擾的生活壓力中，以前

途壓力為最大。呂岳霖(2005)研究台中師範學院學生的生活壓力，在六個生活壓

力源中，就業壓力的感受程度最高。至於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探討，因為國內並

未研究求職壓力的內涵，自然也缺少此一部分的文獻資料。 

綜合以上所言，國外對求職壓力的探討，是以精神疾患病人為對象，目的是

針對精神疾患病人就業率低的問題，希望瞭解他們在求職過程中感到的壓力及其

因應方式，以改善就業的現象；而國內對求職壓力的研究，是從生活壓力的範疇

中，分出求職(就業)壓力，而從相關研究發現，對於師範院校學生而言，未來就

業的壓力皆是感受最高者。近來相關評論亦指出實習教師所面臨的求職壓力，然

而不論是研究或是期刊評論，皆未明確說明實習教師求職壓力的內涵為何，僅止

於概括討論或質性的敘述，因此本研究擬對實習教師在求職過程中感受到的壓力

及其因應策略的內涵做深入探究，從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瞭解求職壓力與因應策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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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格特質與求職壓力及壓力因應策略 

壹、人格特質的理論基礎 

一、人格特質的定義 

關於人格特質(trait)的定義，學者眾說紛紜，尚無法產生共識，沒有一個

令特質學者普遍接受的定義(Pervin, Cervone, & john,2005)。亦即，每個特質

論者皆有其對人格特質的獨特看法，茲整理如下(黃志和，2005； 周惠莉，2003； 

黃堅厚，1999； 陳仲庚、張雨新，1998； Pervin, Cervone, & john,2005)： 

 

表 2-2-1  學者對特質(trait)的看法 

學者 對特質的看法 

Allport 

1. 特質是一種「神經—心理」結構，它可以使多項刺激被視為在

功能上是相等的，而引起相等形式的適應性和表現性的行為。

2. 認為人有許多獨一無二的特質組成型態。 

Eysenck 1. 人格特質可分為幾個層次，各層次特質對於行為影響範圍之廣

狹，彼此不同，居於最高層次的特質為「類型層次」，其次依序

為「特質層次」、「習慣性反應層次」、「特定反應層次」。 

2. 提出三個特質高階因素：P(精神病質)、E(外向性)、N(神經質)

Cattell 1. 特質是人格結構的基本元素，由於特質的存在，人們的行為會

在不同的時間和情境之下呈現出比較恆定、一致的形式。 

2. 提出十六種人格特質。 

Guilford 人格特質是使個體與其他個體間不同的一種持久、特殊的特質。 

陳仲庚、

張雨新 

特質是最有效的分析單元，用以探求人們心理上不同於他人又相似

於他人的原因。 

周惠莉 人格特質是用來表示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感情表達和行為特性之ㄧ

般總和，用來區辨自己與他人的一種獨特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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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學者對特質(trait)的看法(續) 

學者 對特質的看法 

黃志和 特質是指廣泛、持久、相對穩定地用來推測和解釋人類行為的特

點，並使人的行為持續一致，產生人格的穩定狀態。 

 

從上述的定義中可發現，學者對人格特質此一概念的共通看法為：特質是人

格的基本組成單位，代表個體行為、感覺和思考的一般、穩定傾向。然而究竟需

要多少個特質向度、哪些向度才能對人格做適當的描述，則有不同的看法。 

 

二、五大因素特質論 

(一)五大因素特質論概述： 

近來許多特質研究者已逐漸形成共識，認為人格可由五個普遍的特質加以系

統化地描述與解釋，並以五因素特質模式做為人格建構的依據(Norman,1963； 

Costa & McCrae,1992； Goldberg,1992； McCrae & John,1992)。 

五因素人格模式主張人格特質為階層性的組織，具體明確的特質位在低層

次，而廣泛抽象的特質屬於高層次，最高層次的特質有五大類：神經質

(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開放性(Openness)、友善性

(Agreeableness)及謹慎性(Conscientiousness)(Costa & McCrae,1992)。神經

質反映出情緒的不穩定，個體容易感到心理苦惱以及有不適應的因應行為；外向

性反映社交互動、刺激的需求、自信和競爭的強度；開放性反映出經驗的主動探

索與尋求；友善性反映從憐憫到敵對的人際傾向；謹慎性反映組織性、克制、堅

持和目標導向行為的動機(Smith, Hanges, & Dickson,2001)。 

支持五因素特質模式的證據主要來自三方面(Pervin, Cervone, & 

john,2005)： 

1.對語言中大量的特質用語進行因素分析： 



26 
 

    藉著分析一般人用以描述他人性格的日常用語，來找出人格的基本單位，並

以因素分析的方法，重複發現相似的五因素特質。     

五種人格特質屬於連續尺度，每個個體皆有之，差異在於擁有某特質的相對

程度，而形成獨特的個體。 

2.五因素特質的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發現大致上支持五因素特質的存在，其中以三個因素較為穩定：

外向性、友善性、謹慎性，至於開放性因素則較無跨文化的一致性。 

3.五因素特質的衡鑑工具： 

    五因素人格量表(NEO PI-R)為 Costa 與 McCrae 所發展出用以測量人格五大

因素的衡鑑工具。NEO 是人格研究中純心理計量取向下的產物，因為它是藉由統

計、相關與因素分析所形成(Brebner,2001)。NEO 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與其

他測量五因素特質的量表有不錯的聚斂效度，現已成為廣泛使用的人格衡鑑工

具。 

 

(二)五大因素特質的理論模型： 

McCrae 與 Costa 提出五因素理論(five-factor theory)，主張這五個特質

不僅是描述性構念也是解釋性構念，除可描述個體心理特徵外，也可用以解釋個

體心理發展的前因後果，並認為這五個特質是所有個體普遍具有的基本人格傾向

(McCrae & Costa,1996)。 

    從圖 2-2-1 可瞭解五因素理論的系統觀：(箭號與弧型線表示動力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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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McCrae 和 Costa 五因素人格系統理論模型 

資料來源：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p.264), by 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 New York: Wiley. 

 

三、五因素特質之人格類型論(personality types) 

Torgersen 以五因素特質中的神經質(N)、外向性(E)和謹慎性(C)為基礎，

研究雙胞胎的人格因素與人格異常情形，建立一人格類型論，每一特質分為高低

兩種型態，相互結合之後，產生八種獨特的人格類型，下表呈現此八種人格類型

名稱、結合方式與特徵(Vollrath & Torgersen, 2000)： 

表 2-2-2 八種人格類型名稱、組合方式與特徵 

人格類型名稱 結合方式 特徵 

旁觀型(spectator) 低 E，低 N，低 C 對人與情境的反應少、情緒穩

定、對社會規範不感興趣、對工

作缺少抱負。 

生理基礎 

基本傾向 

神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謹慎性 

適應特性 

文化制約現象： 

個人的奮鬥、態度

客觀發展 

情緒反應、

中年轉業：

行為 

自我概念 

自我基模 

個人迷思 

外在影響 

文化規範 

生活事件：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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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八種人格類型名稱、組合方式與特徵(續) 

人格類型名稱 結合方式 特徵 

不安全型(insecure) 低 E，高 N，低 C 依賴他人意見、對自身心靈與身

體的經驗過度敏感、缺少組織

性。 

審慎型(sceptic) 低 E，低 N，高 C 對自己感到安全、情緒穩定、有

效管理生活，但有點固執。 

盤算型(brooder) 低 E，高 N，高 C 害羞與退縮、矛盾、不安全、非

常謹慎、思索每個決定、遇到困

難時容易放棄。 

享樂型(hedonist) 高 E，低 N，低 C 善於社交、玩樂傾向、情緒穩定、

不可靠。 

衝動型(impulsive) 高 E，高 N，低 C 玩樂傾向、尋求注意、需要社會

認可、對於情緒反應缺少控制、

混亂的、善變的。 

企業家型

(entrepreneur) 

高 E，低 N，高 C 社交無慮、獨立思考、支配、冷

靜、目標導向、有效率 

複雜型(complicated) 高 E，高 N，高 C 對於偶爾的情緒失控有罪惡感，

敏感的、依賴他人、謹慎、有條

理。 

Torgersen 以五因素特質論為基礎，建立一套三因素組合(E、N、C)的人格

類型論，產生八種獨特的人格型態。其優點在於考量各種特質組合的情形，能了

解特質之間的關係，是否彼此獨立不影響，或者彼此會產生交互作用，若只研究

單一特質的影響力，其真實性會受其他特質的干擾，而誇大或掩飾了真正的效果

(Grant & Langan-Fox,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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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lrath 和 Torgersen(2000)認為，以單一人格特質去預測個體的適應情形

是不夠充分的，例如，神經質(N)和嚴謹性(C)對壓力因應的影響效果是完全相對

的，若某個體在這兩個人格特質上的得分皆高，便無法清楚瞭解此等因應行為與

特質間的關係，甚至於無法知道外向性(E)在此是否也有所影響。 

    在人格特質預測危險健康行為的研究中，逐漸發現以單一人格特質做預測，

常會造成研究結果間的不一致，無法考量到特質間的結合、互動情形是主要原因

(Vollrath & Torgersen, 2002)。 

    綜上所述，以五因素特質之人格類型來探討個體適應的情況，有其必要性與

價值，可瞭解特質存在的真實現象，不光只從單一特質做研究，且考慮到人格特

質間的組合、互動對個體適應的影響，對人格特質在適應行為上所扮演的角色有

更完善的認識。 

 

貳、人格特質與求職壓力的關係 

    Lazarus 和 Folkman(1984)提出互動取向的壓力模式，強調個體認知評估的

歷程是在壓力情境中最為關鍵的要素，對壓力情境之認知評估主要有兩大類：威

脅評估(threat appraisals)與挑戰評估(challenge appraisals)，威脅評估會

使個體感受到高的壓力，挑戰評估則會使人有較低的壓力感受，而個體間認知評

估的差異會受個人人格特質的影響，亦即人格特質影響個體對壓力情境的認知評

估，進而使個體有不同程度的壓力感受。 

    Gallagher(1990)研究五大人格因素中的神經質(N)、外向性(E)與壓力情境

認知評估的關係，發現具有高度神經質(N)的個體，傾向於威脅評估，因而感受

到較大的壓力，而高外向性的人則傾向挑戰評估，其壓力感受較小，因此常採取

積極的情感反應。 

    以五因素特質之人格類型進行研究，Vollrath 和 Torgersen(2000)以大學生

為對象，發現結合低神經質與高謹慎性(C)的個體，如企業家型和審慎型，對日

常生活壓力的感受較低；而結合高神經質與低謹慎性的類型，如不安全型和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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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壓力的感受較高。Grant 和 Langan-Fox(2006)研究 211 位經理的工作壓力，

發現結合低神經質、高外向性與高謹慎性的個體(企業家型)，感受到的工作壓力

最低，而高神經質-低謹慎性特質結合的人，工作壓力的感受度最高，整體來說

研究結果與 Vollrath 和 Torgersen(2000)一致。Lau, Hem, Berg, Ekeberg 和 

Torgensen(2006)以挪威警察為對象，探討警察人格類型與工作壓力的關係，研

究發現企業家型與享樂型(結合高外向性與低神經質)感受到較低的工作壓力，而

不安全型與盤算型(結合低外向性與高神經質)則有較高的壓力感受。 

    國內學者葉兆祺(2000)以制控信念為人格分類的基礎，探討實習教師人格特

質與壓力的關係，結果發現國小實習教師制控信念趨內控者，感受工作壓力越

小；反之，越趨外控者，其感受壓力越大。隔年，陳文俊(2001)、陳立軒(2004)

的研究發現與葉兆祺(2000)相同，制握信念與工作壓力有顯著相關，且外控型的

國小實習教師比內控型的國小實習教師有較高的工作壓力。 

綜上所述，人格特質與壓力感受有某種程度的關連，然而就國外的研究而

言，以人格類型論所進行的研究，其對象並無針對實習教師，且未自求職壓力予

以探討；而國內針對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壓力關係的研究，其人格特質皆是從制

控信念的角度做分類，將實習教師分成內控型與外控型，缺少以五因素特質論或

是人格類型論為基礎的人格特質研究，至於實習教師的壓力，國內學者探討的方

向，大部分是以實習教師整體工作壓力為研究核心，並無針對求職壓力作深入的

探討(邱素珠，2002；翁子雯，2005；陳立軒，2004；陳文俊，2001；黃光雄，

2004；葉兆祺，2000)。因此本研究將以五因素特質之人格類型為基礎，探討實

習教師在面對求職壓力時，其人格特質與求職壓力的關聯。 

 

参、人格特質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 

   Watson 和 Hubbard(1996)指出人格特質對於決定個體在壓力情境中，如何因

應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認為人格特質的差異，造成個人擁有不同的內在與人際資

源，此會反映在對壓力的因應行為上，例如：具備友善特質的人比敵意特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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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高度合作性與令人信賴，在面對壓力時便具有較強大的社會支持網路，結果

使得友善特質的人易於使用「尋求社會支持」此一因應策略。 

    探討五大因素特質和壓力歷程之間關聯的研究，常把焦點放在五種人格特質

與各種因應策略使用的關係，McCrae 和 Costa(1986)的研究發現高神經質的人面

對壓力時，傾向於使用敵意反應、逃避幻想、自責、退縮作為因應，而高外向性

與理性行動、正向思考、替代作用、克制有關，至於開放性特質因素，雖對因應

行為的影響力較小，但仍發現高開放性的人常用幽默來面對壓力，低開放性的人

則利用宗教信仰作為慰藉。 

    其它探討五因素特質和壓力因應關係的研究，茲整理如下表 2-2-3 

 

表 2-2-3 五因素特質和壓力因應關係之研究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Uehara, Sakado, 

Sakado, Sato, & 

Soomeya(1999) 

憂鬱門診

病人 

神經質(N)與情緒焦點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有關聯；外向性(E)與任務焦點

(task-focused)和迴避因應(avoidance 

coping)有關。 

Brebner(2000) 大學生 神經質(N)與情緒焦點因應呈現顯著相關；謹

慎性(C)則與任務焦點因應有顯著關係存在；

外向性(E)與開放性(O)皆與迴避因應有關。 

Watson & 

Hubbard(1996) 

大學生 神經質(N)與消極、不有效的因應機制有關；

謹慎性(C)與積極、問題焦點反應策略有關；

外向性(E)與因應的關聯較低，但仍與尋求社

會支持、積極再評價、問題焦點因應有關；友

善性(A)與因應行為呈現適度相關；開放性(O)

則和因應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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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五因素特質和壓力因應關係之研究(續)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O＇Brien & 

DeLongis(1996) 

大學生 神經質(N)正向預測情緒焦點策略，而負向預

測問題焦點因應；外向性(E)負向預測情緒焦

點因應(例如：接受責任)；開放性(O)正向預

測情緒焦點策略；友善性與情緒、問題焦點因

應有正向關聯；謹慎性(C)負向預測情緒焦點

因應，而正向預測情緒焦點因應。 

Penley & 

Tomaka(2002) 

大學生 神經質(N)與情緒焦點因應呈現正相關；開放

性(O)與情緒焦點因應成負相關，與問題焦點

因應成正相關；友善性(A)與情緒焦點因應成

正相關；謹慎性(C)與問題焦點因應成正相關。

Hooker, Frazier, 

& Monahan(1994) 

25 對夫妻 外向性(E)與神經質(N)分別與有效和無效的

因應策略有關；開放性(O)與因應行為無關；

謹慎性(C)能有效預測因應行為：正向預測問

題焦點因應，反向預測情緒問題因應；友善性

(A)與情緒焦點因應成負相關。 

 

從五因素人格特質與壓力因應關聯的研究可發現，五因素特質中的神經質

(N)、外向性(E)、謹慎性(C)與壓力因應的關係較密切，換言之，這三種人格特

質對於決定個體在壓力情境中將如何因應具有重要影響力。而 Torgersen 依據五

因素特質發展的人格類型，正是結合了神經質、外向性與謹慎性，因此後續便有

學者以此種特質結合的人格類型論為基礎，探討人格特質與壓力因應的關係。例

如：Vollrath 和 Torgersen(2000)的研究發現，結合高外向性、高謹慎性的個體

較常使用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而結合高神經質、低謹慎性的人則較少使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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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外向性、高謹慎性的個體最常使用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然而結合低外向

性、低謹慎性的人則較少使用；結合高神經質與低謹慎性的個體最常表現失功能

的因應行為(dysfunctional coping)。Grant 和 Langan-Fox(2006)研究人格類型

與工作壓力因應的關係，其研究結果除了情緒焦點因應的部份略有差異，其餘大

致上支持 Vollrath 等人(2000)的發現。 

    以實習教師為對象，探討人格特質與壓力因應之關係的研究，國內學者葉兆

祺(2000)指出不同制控信念的國小實習教師面對工作壓力時，採取「解決問題」、

「逃避策略」頻率上達顯著差異，就前者而言，內控組顯著高於中控組、外控組，

而後者則外控組、中控組顯著高於內控組。陳文俊(2001)的研究發現，傾向於內

控的實習教師，面臨工作壓力時，採用「邏輯分析」、「問題解決」的頻率，高於

外控的實習教師。 

    綜合以上所言，如同國內外對人格特質與求職壓力的研究，對於人格特質與

壓力因應關係的探討，對象並未針對實習教師，或者人格特質的分類依據並非人

格類型論，又或者無直接以面對求職壓力下的因應行為做探討，因此究竟實習教

師的人格特質，和其在面對求職壓力時所採取的因應策略之間的確切關聯為何，

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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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背景變項與求職壓力及壓力因應策略 

壹、性別、教育背景及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的關係 

一、性別與求職壓力的關係 

性別(gender)對於個體覺察情境是否有壓力及其感受到該壓力的程度，具有

重要影響力(Matud,2004)。Almeida 和 Kessler(1998)的研究發現女性比男性更

常指出她們身處在有壓力的環境中。Tamres、Janicki 和 Helgeson(2002)以 1990

年到 2000 年英語系國家所做的關於壓力及因應行為的性別差異研究，採取後設

分析檢視，發現在大多數的研究中女性評估壓力源的嚴重程度較男性為大。

Matheny、Ashby 和 Cupp(2005)亦指出女性較容易視事件為有壓力的，並且評估

這些事件的嚴重度較高。 

若以壓力來源考量男女性對何種壓力有較大感受，Oman 和 King(2000)發現

女性容易對家庭和家庭生活事件有較大壓力；Klonoff、Landrine 和 

Campbell(2000)指出女性在性別明確(gender-specific)的壓力源上感受到大的

壓力，例如：性別暴力與性別歧視。Hampel 和 Petermann(2006)發現青春期的女

孩比男孩感受到較高的人際壓力。 

以實習教師為對象，探討性別與壓力關係的研究，國內學者邱素珠(2002)

調查台北市國小實習教師的工作壓力發現，不同性別實習教師對於整體工作壓力

感受有差異，而此差異的情況為女性大於男性。然而黃光雄(2004)以國中小實習

教師為對象的研究卻發現，不同性別的實習教師對工作壓力的感受並無顯著差異

存在，葉兆祺(2000)、陳立軒(2004)的研究發現亦相同，國小實習教師整體工作

壓力的感受不會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 

綜上所述，國內外探討性別與壓力關係的研究，雖然結果不完全一致，但大

致上皆肯定性別對於個體的壓力感受程度具有重要影響力，而就本研究所探討的

尋求教職壓力，國內外似未見有相關的研究，因此，實習教師在求職壓力的感受

上是否亦受到性別的影響而有所差異，仍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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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背景及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的關係 

葉兆祺(2000)研究國小實習教師工作壓力發現，不同教育背景的實習教師在

整體工作壓力感受上有顯著差異，師範院校畢業者顯著高於一般大學畢業者。邱

素珠(2002)以台北市國小實習教師為對象，發現不同教育背景於整體工作壓力感

受上有所差異：師院及其研究所畢業者工作壓力大於一般大學及其研究所畢業，

也大於學士後師資班及英語師資班之實習教師。 

黃光雄(2004)研究國中小實習教師效能感與工作壓力，發現在工作壓力的感

受上，不同教育背景者無顯著差異，然而就教育學程類別來說，小學學程的實習

教師大於中學學程。陳立軒(2004)的研究發現與黃光雄(2004)類似，不同教育背

景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感受上無顯著差異。 

    綜上所述，國內探討實習教師的壓力皆為工作壓力，而就教育背景與工作壓

力的關係，其研究結果有所矛盾；至於教育學程類別，僅有黃光雄(2004)比較國

中實習教師與國小實習教師的工作壓力感受之差異，其餘的研究僅針對小學實習

者。因此，在求職壓力感受上，究竟教育背景、教育學程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

是否感受到不同程度的壓力，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貳、性別、教育背景及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 

一、性別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 

    Tamres 等人(2002)指出男性和女性常被認為有不同的壓力因應風格，男性

對壓力的因應行為有兩種，一為正面面對問題，另一為否認問題存在；就女性而

言，在面對壓力時，常會表現出較多的情緒反應，並且花較多的時間與朋友或家

人討論。 

    許多有關壓力因應的研究，發現男性和女性在壓力的因應行為上有所差異，

茲列舉如下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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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壓力因應的性別差異研究 

學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Pearlin & 

Schooler (1978) 

18到65歲的

人。 

1. 男性較常表現直接、面對問題的因應行

為。 

2. 女性較常使用情緒傾向的因應行為以及

尋求社會支持。 

Folkman & Lazarus 

(1980) 

100 位 45 到

64 歲的人 

1. 男性較常使用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 

2. 在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上沒有性別差異。

Endler & 

Parker(1990) 

559 位 

大學生 

女性在情緒和迴避因應量表上的得分顯著地

高於男性。 

Tamres,Janicki,& 

Helgeson (2002) 

以後設分析

的方式，檢

視五十篇研

究 

女性比男性較常使用社會支持、對壓力源長

時間的左思右想、以及使用積極的自我對話。

Matud(2004) 2816位18到

65 歲的人 

1. 女性有較高的情緒和迴避因應風格，較低

的理性和分離(detachment)因應。 

2. 男性有較多情緒上的抑制。 

Hampel & 

Petermann(2006) 

286 位 10 到

14 歲的青少

年 

女孩使用較多的社會支持、不適應的因應策

略，使用較少的分散(distraction)策略。 

 

    國內以實習教師為對象的研究，葉兆祺(2000)探討國小實習教師的工作壓

力，發現實習教師在面對工作壓力時，使用的因應方式會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差

異，女性在「社會支持」此一方式上顯著高於男性；劉金松(2002)探討實習教師

面對工作困擾時所採取的因應策略，發現女性在「尋求支持」此一策略上高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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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設法改變」的策略則是男性高於女性。  

綜上所述，性別差異的確會造成因應壓力的方式有所不同，然而國內外的研

究皆未以求職壓力作為壓力來源來探究性別與因應的關係，因此對實習教師而

言，面對未來尋求教職的壓力，其因應的方式是否會因性別不同而有所差異，而

差異的情況又是如何，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二、教育背景及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 

    葉兆祺(2000)發現不同教育背景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因應策略上有顯著

差異，一般大學畢業者在「解決問題」與「社會支持」因應策略的使用上顯著高

於師範院校畢業者，而「逃避策略」的使用，師範院校畢業者則高於一般大學畢

業的實習教師。 

    劉金松(2002)發現在工作困擾的因應行為上，雖然教育背景不同的實習教師

在因應策略上未達顯著差異，但從人數百分比發現一般大學修畢教育學程者，較

常採用「尋求支持」及「自我調適」的策略，師範院校背景者常採用「設法改變」，

研究所修畢教育學程者則常採用「不理會它」的因應策略；而就中學學程不同任

教科目的實習教師在因應策略上的差異，劉金松發現中學學程的文史科實習教師

常採用「尋求支持」的方式，數理科實習教師則常採用「自我調適」及「抵制抗

爭」的策略。 

    綜上所述，探討實習教師壓力因應策略，是否因教育背景、教育學程類別不

同而有所差異的研究，國內並不多見，且其壓力源皆以實習教師在工作中感到的

壓力與困擾為主，對於面對求職壓力時，教育背景與教育學程類別不同者所採取

的因應策略則尚未有明確的探究，因此本研究擬針對求職壓力與教育背景及教育

學程類別的關係作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