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個部份：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

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料處理與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目的、待答問題，以及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

提出以下研究架構(圖 3-1)。 

 

 

 

 

圖 3-1  本研究理論架構圖 

 

人格類型 

1. 旁觀型 

2. 不安全型 

3. 審慎型 

4. 盤算型 

5. 享樂型 

6. 衝動型 

7. 企業家型 

8. 複雜型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教育背景 

3. 教育學程類別 

求職壓力 

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1.問題焦點積極因應 

2.問題焦點消極因應 

3.情緒焦點積極因應 

4.情緒焦點消極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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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九十五學年度在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實習的實習教師

為研究母群。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資訊網所提供的大學院校師資培育中心名

單，以便利取樣的方式抽取台灣地區北、中、南、東四區大學院校師資培育中心，

委請目前服務於北、中、南、東四區之師培中心教師或主任協助，考量公費實習

教師已有教職工作的保障，無尋求教職的壓力，故本研究的樣本不包括公費實習

教師。 

本研究總計發出 600 份問卷，回收後刪除明顯亂答或過多漏答者，共餘有效

問卷 422 份，即為本研究之正式樣本，有效樣本人數分配情形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有效樣本人數分配情形 

地區 師資培育學校 人數 各區總人數 百分比 

 

北區 

文化大學 

台北教育大學 

政治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57 

58 

31 

34 

 

180 

 

42.65 

中區 靜宜大學 

東海大學 

37 

56 

93 22.03 

南區 中正大學 

成功大學 

62 

28 

90 21.33 

東區 花蓮教育大學 

東華大學 

17 

42 

59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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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計有「人格特質量表」、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及「基本資料」。

茲簡介說明如下： 

一、人格特質量表 

    本研究採用的人格特質量表，係為韓繼成(2002)所翻譯 Costa 和 McCrae 修

正的 NEO-Five Factor Inventory(NEO-FFI)，目的在測量五大人格特質，以形

成八種人格類型。 

(一)量表內容 

    全量表共計六十題，包含神經質、外向性、謹慎性、開放性、以及友善性，

共五個構念，其題目分配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人格特質量表各構念與題目分配 

構念 題目 反向題 

神經質 1、6、11、16、21、26、31、36、41、

46、51、56  

1、16、36、46 

外向性 2、7、12、17、22、27、32、37、42、

47、52、57 

12、42、57 

謹慎性 5、10、15、20、25、30、35、40、

45、50、55、60 

15、30、45、55 

開放性 3、8、13、18、23、28、33、38、43、

48、53、58 

3、8、18、23、33、

38、48 

友善性 4、9、14、19、24、29、34、39、44、

49、54、59 

9、14、24、29、39、

44、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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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採用五點量表記分，根據受試者填答「非常不同意」、「有些不同意」、

「無意見」、「有些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5 分，反向題則反之。分

數越高的人表示此一特質傾向越高；反之，則越低。 

    本研究僅計算人格特質量表的神經質、外向性、謹慎性的得分，且以平均數

為分割點，區分為高低神經質、高低外向性、高低謹慎性，三構念結合後形成八

種人格類型。 

 

(三)量表信度檢核 

原量表的各分量表之 Cronbach α值，「神經質」為.88，「外向性」為.83，

「謹慎性」為.83，「開放性」為.59，「友善性」為.68，就本研究採用之「神經

質」、「外向性」與「謹慎性」三個分量表而言，信度頗佳。 

 

二、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需要，本研究所採用之「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

係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自編，目的在測量實習教師面對未來尋求教職所感受到的

壓力。 

(一)量表內容 

    由於國內並無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也欠缺求職壓力的文獻資料，因此本

研究乃先以開放式問卷，調查五十二位實習教師，請其就「面對未來尋求教職，

讓您感到有壓力的是？」寫下五種壓力。問卷結果歸類整理後，經指導教授建議

修改，共 42 題做為預試量表。經預試及因素分析後，研究者加以刪減題目，最

後形成正式施測量表，共 20 題。有關本量表之題目及修訂過程，詳見附錄一。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形式為五點量表，依據題意，由受試者評定尋求教職過程中，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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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力程度，記分方式由「完全不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給予 1至 5分，總

分越高，表示求職壓力感受程度越高，反之，則越低。 

(三)量表信效度檢核 

    本量表經預試後，測得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數為.94，顯示內部一致

性高，信度頗佳。經正式施測後，以 422 位正式施測對象進行信度檢驗，測得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數為.93，顯示本量表穩定性頗佳。 

至於本量表的建構效度，根據兩次因素分析的結果，解釋變異量為 47.34%。 

 

三、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需要，本研究所採用之「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

略量表」係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自編，目的在測量實習教師面對求職壓力時所採

用的因應策略。 

(一)量表內容 

    由於國內並無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因此本研究乃先以開放式問

卷，調查五十二位實習教師，請其就「面對尋求教職的壓力，您所採取的因應方

式為何？」寫下五種壓力因應方式。問卷結果歸類整理後，經指導教授建議修改，

並參考 Folkman 和 Lazarus(1986)對壓力因應行為的分類，以及呂岳霖(2005)、

楊雅惠(2004)編製的壓力因應問卷，共 40 題作為預試量表。 

    經預試及因素分析後，研究者加以刪減或保留題目，最後形成正式施測量表

共 35 題，包括問題焦點積極因應(第 1~22 題)、問題焦點消極因應(第 26~32 題)、

情緒焦點積極因應(第 33~35 題)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第 23~25 題)四個因素，茲

將四因素分別說明如下： 

1.「問題焦點積極因應」：此因素共 22 題，指的是解決問題、蒐集資訊、向他人 

                       請教、擬定計畫、時間管理等壓力因應策略。 

2.「問題焦點消極因應」：此因素共 7題，指的是延宕處理、行為逃避、轉移注

意、另尋出路等壓力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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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緒焦點積極因應」：此因素共 3題，指的是抒解情緒、建立自信、心理建

設等壓力因應策略。 

4.「情緒焦點消極因應」：此因素共 3題，指的是自我封閉、怨天尤人等壓力因

應策略。 

有關本量表之題目及修訂過程，詳見附錄一。 

 

(二)量表形式與計分 

本量表形式為五點量表，受試者就其面對求職壓力時所採取的因應策略來回

答，記分方式由「完全不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得分越高，

表示越常使用該種因應策略。 

 

(三)量表信效度檢核 

    本量表經預試後，測得全量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數為.9089，而四

個分量表之 Cronbach α係數分別為：問題焦點積極因應α值為.9452、問題焦

點消極因應α值為.7173、情緒焦點積極因應α值為.7392、情緒焦點消極因應α

值為.8925。 

經正式施測後，以 422 位正式施測對象進行信度檢驗，測得全量表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 α係數為.8830，而四個分量表之 Cronbach α係數分別為：問題焦

點積極因應α值為.9147、問題焦點消極因應α值為.7424、情緒焦點積極因應α

值為.7039、情緒焦點消極因應α值為.8916。 

至於本量表的建構效度，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51.639%。 

 

四、基本資料 

    此資料係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自行擬定欲蒐集研究對象的基本資料，共

有三題，包括「性別」、「教育背景」、「教育學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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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可分為文獻評閱、研究工具的選擇、研究對象的確認、問

卷調查實施等四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評閱 

研究者自民國 95 年 7 月起開始著手蒐集與閱讀關於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求

職壓力因應策略及人格類型等相關文獻，至民國 95 年 10 月確定研究主題與架

構，並著手進行研究工具的選擇。 

 

二、研究工具的選擇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共有四種，分別為「人格特質量表」、「實習教師求

職壓力量表」、「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及「基本資料」，除「人格特

質量表」為一採用現成的工具外，「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實習教師求職壓

力因應策略量表」及「基本資料」乃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自編而成。 

 

三、研究對象的確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便利取樣的方式，委請目前服務於北、中、南、東四

區之師培中心教師或主任協助，以實習教師為取樣對象。 

 

四、問卷調查實施 

本研究於施測前，先與願意協助施測的師培中心教師或主任聯繫，利用實習

教師每個月的返校座談期間，委請師培中心教師協助發放問卷，問卷調查時間為

民國 95 年 12 月底至民國 96 年 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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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經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料，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 13.0 for 

windows」進行分析。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待答問題，採用之統計方法說明

如下： 

一、效度分析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及理論構念為依據，做為編選「實習

教師求職壓力量表」及「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量表題目之依據。 

二、信度分析 

    針對本研究所使用之「人格特質量表」、「實習教師求職壓力量表」及「實習

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量表」，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進行信度分析。 

三、描述統計 

    本研究以平均數、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方法，回答研究問題 1。 

四、T 考驗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平均數差異 T考驗，考驗假設 3-1、3-2、3-3、4-1、4-2、

4-3。 

五、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考驗假設一、假設二。 

六、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來考驗假設 6-1、6-2、6-3。 

七、皮爾遜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來考驗假設五、假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