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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本章依第四章的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自(一)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

概況；(二)實習教師人格類型與其求職壓力；(三)實習教師人格類型與其求職壓

力因應策略；(四)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其求職壓力；(五)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其

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六)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七)實習教師背

景變項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八)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求

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等八方面予以討論。 

 

第一節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概況 

關於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的概況，由研究結果發現，實習教師求職

壓力感受程度偏高(題平均數為 3.714)，而感受較強烈的求職壓力(平均數大於

4)，其實際內涵如下：「需要通過各項考試才能取得教職」、「有實力不一定能順

利考取教師」、「面臨超額教師與可能的裁員問題」、「教師考試需要準備的科目太

多」、「尋求教職處處考試奔波」等。至於在面對求職壓力時，實習教師最常採用

的壓力因應策略為「問題焦點積極因應」，最少採用的策略為「情緒焦點消極因

應」。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偏高，推論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師資培育政策的

改變，師資培育由一元變為多元，造成擁有教師資格者，遠超過實際教師量的需

求，再加上近年來出生率的降低，更加劇了師資供需的嚴重失衡，因此，對於現

今有心從事教職工作的實習教師，其面對強大競爭力與就業的高度不確定性，自

會感受到較大的求職壓力。 

至於實習教師在面對求職壓力時，最常採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的策略，

最少採用「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策略，顯示實習教師面對求職壓力的處理態度

偏向積極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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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習教師人格類型與其求職壓力 

本節主要探討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其求職壓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

結果發現，企業家型、旁觀型、審慎型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度較低，而衝動

型、不安全型、盤算型、複雜型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度較高，此項結果驗證

了假設一。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人格類型與求職壓力的關係，不過Vollrath和

Torgersen(2000)發現人格類型中，其特質的結合為低神經質(N)與高謹慎性(C)

的個體，如企業家型和審慎型，對生活壓力的感受程度較低；而結合高神經質與

低謹慎性的類型，如不安全型和衝動型，對生活壓力的感受程度較高。Grant和

Langan-Fox(2006)研究人格類型與工作壓力的關係，發現人格類型為企業家型的

個體工作壓力感受度最低，而不安全型和衝動型，其工作壓力感受度最高。據此，

本研究嘗試推論，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人格類型

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確實存有顯著差異。推究其主要原因，乃由

於人格類型中人格特質結合的情形不同，導致對壓力的感受程度不同，以本研究

中求職壓力感受較高的四種人格類型而言(衝動型、不安全型、盤算型、複雜型)，

其共同的特徵為「高神經質」，高神經質易於使人做威脅評估，因而感受較大的

壓力，而在本研究中「高外向性」或「高嚴謹性」似乎無法抵消「高神經質」造

成的高壓力感受；至於求職壓力感受度較低的三種人格類型：企業家型、旁觀型

和審慎型，其人格特質結合的共同特徵為「低神經質」，而就求職壓力感受最低

的企業家型而言，除了低神經質外，還包括高外向性與高嚴謹性，此種人格特質

的結合情形，反映出最有利的壓力型態，亦即面對壓力時，對壓力的感受程度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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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習教師人格類型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本節主要探討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是否有顯著差

異存在。結果發現，就問題焦點積極因應而言，人格類型為「企業家型」及「複

雜型」的實習教師，其得分較高；就問題焦點消極因應而言，「衝動型」和「不

安全型」的實習教師得分較高；至於在情緒焦點積極因應方面，「企業家型」的

實習教師得分較高；最後就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部分，「不安全型」和「衝動型」

的實習教師得分較高。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二。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人格類型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不過

Vollrath和Torgersen(2000)的研究發現，人格類型不同的大學生，面對生活壓

力時，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不同。而一些相關研究亦發現，人格類型不同，其所

採取的工作壓力因應策略會有差異(Grant & Langan-Fox, 2006；Lau, Hem, Berg, 

Ekeberg &Torgensen,2006)。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

面對求職壓力時所採取的因應策略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人格類型

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確實存有顯著差異。推究其主要原因，乃由

於人格類型中人格特質結合的情形不同，導致對壓力的因應策略不同。 

首先，就問題焦點積極因應而言，研究發現「企業家型」及「複雜型」的實

習教師，其得分較高，此二種人格類型的特質結合情形皆為高外向性與高嚴謹

性，高外向性與高嚴謹性一向與積極的因應策略有關(Watson & Hubbard,1996)，

因此兩種特質結合所形成的人格類型，自傾向於使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的策略。 

其次，就情緒焦點積極因應而言，事後比較發現，唯一的差異為：「企業家

型」的得分顯著高於「不安全型」，此二種人格類型的特質結合情形恰好互補，

企業家型為高外向性、高嚴謹性和低神經質的結合，不安全型則為低外向性、低

嚴謹性和高神經質的結合，企業家型的特質結合可說是最有利的型態，除了高外

向性與高嚴謹性，其低神經質亦有利於減少消極、不適應的因應策略，反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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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型則是擁有最不利的特質結合，因此就情緒面向積極因應策略的採取，便有

差異存在。 

最後就問題焦點消極因應與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部分，此二種策略可視為是

「失功能的因應策略」，而研究發現，得分較高者皆為「衝動型」和「不安全型」

的實習教師，兩種人格類型的特質結合情形皆為高神經質與低嚴謹性，唯一差異

在於外向性的高低，而高外向性似乎無法抵消高神經質與低嚴謹性所造成的失功

能因應，因此衝動型的實習教師在此二種策略上的得分仍屬偏高。 

 

第四節 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其求職壓力 

本研究的實習教師背景變項主要包括性別、教育背景以及教育學程類別。以

下分別就各背景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論和說明： 

 

一、實習教師性別與其求職壓力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性別與其求職壓力。結果發現，女性實習教師感受到

較大的求職壓力，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3-1。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性別與求職壓力的關係，但相關研究多肯定性別對

於個體的壓力感受程度具有重要影響力，且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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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geson,2002；Matud,2004；

Matheny,Ashby & Cupp,2005；邱素珠，2002；呂岳霖，2005)。據此，本研究嘗

試推論，性別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性別不同

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其中以女性實習教師感受到

較大的壓力。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男女特質的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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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樣面對尋求教職工作，女性實

習教師會感受到較大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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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師教育背景與其求職壓力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教育背景與其求職壓力。結果發現，教育背景不同的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並無顯著差異。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3-2。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教育背景與求職壓力的關係，不過國內研究實習教

師的工作壓力，發現教育背景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感受上有顯著差異(葉

兆祺，2000；邱素珠，2002)。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教育背景不同的實習教

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會有差異。 

唯此項推論卻與本研究的結果不相符合。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背景

為「主修教育」和「輔修教育」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沒有差異存在。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當前教職工作的不易尋求，即使輔修教育背景者，擁有教育

知識之外的第二專長，可能對「就業」所感受的壓力較小，但若以教職工作為就

業目標，面對如此僧多粥少的現象，尋求教職對實習教師而言，可能皆感到較大

的壓力，不會因教育背景不同而有顯著差異。然此推論是否正確，有待未來進一

步的探討與驗證。 

 

三、實習教師教育學程類別與其求職壓力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教育學程類別與其求職壓力。結果發現，「小學學程」

實習教師比「中學學程」實習教師感受到較大的求職壓力，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

3-3。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的關係，不過黃光雄

(2004)的研究發現，教育學程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的感受上有差異存

在，小學學程實習教師工作壓力感受程度高於中學學程實習教師。據此，本研究

嘗試推論，教育學程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教育學程

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感受程度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其中以小學學程實

習教師感受到較大的壓力。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教職工作錄取率的差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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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職的錄取率低於中學教職，因此小學學程實習教師相對地感受到較大的競爭

與不安，自然有較大的壓力。 

 

第五節 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本研究的實習教師背景變項主要包括性別、教育背景以及教育學程類別。以

下分別就各背景變項的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論和說明： 

 

一、實習教師性別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性別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結果發現，男性實習教

師在情緒焦點積極因應策略上得分較高。但不同性別的實習教師在問題焦點積極

因應、問題焦點消極因應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存在。此項

結果驗證了假設4-1。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性別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但相關研究多肯

定性別對於個體的壓力因應策略具有重要影響力，諸如Tamres,Janicki,& 

Helgeson (2002)、Hampel & Petermann(2006)、葉兆祺(2000)和劉金松(2002)

皆發現女性在面對壓力時較常採用「社會支持」的策略。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

性別不同的實習教師，面對求職壓力時，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性別不同

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其中以男性實習教師在情緒

焦點積極因應策略上的得分較高。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常賦

予男性為有自信、有活動力等特性，而本研究的情緒焦點積極因應策略，其內涵

包括：以運動抒解情緒、建立自信、心理建設等策略，因此男性在面對求職壓力

時，會較常採取情緒焦點積極因應的策略。然此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

步的探討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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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師教育背景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教育背景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結果發現，主修教

育的實習教師，在問題焦點消極因應策略上的得分，顯著高於輔修教育的實習教

師。但不同教育背景的實習教師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情緒焦點積極因應和情緒

焦點消極因應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存在。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4-2。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教育背景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不過國內以

實習教師為對象的研究，發現教育背景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因應策略上有

顯著差異(葉兆祺，2000；劉金松，2002)。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教育背景不

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會有差異。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教育背景

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其中在問題焦點消極因

應策略上，主修教育者的得分顯著高於輔修教育者，此發現正與葉兆祺(2000)

的研究結果類似。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主修教育的實習教師，相較於輔修教

育者，缺少第二專長，而教職工作除強調專業化之外，近來亦重視教師的多元能

力，故主修教育者相對地在競爭條件上趨於弱勢，而此種不利的情形，可能造成

主修教育者欠缺信心，因此在面臨求職壓力時，較常採用消極的策略，逃避而不

願面對。然此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三、實習教師教育學程類別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教育學程類別與其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結果發現，小

學學程實習教師，在問題焦點消極因應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策略上的得分，顯著

高於中學學程實習教師。但不同教育學程類別的實習教師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和

情緒焦點積極因應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4-3。 

過去的文獻並未直接研究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的關係，而國內

也欠缺以教育學程類別為背景變項，探討與壓力因應策略關係的研究，不過類似

於教育學程類別的變項，呂岳霖(2005)發現「系別」不同的師培生，在生活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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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策略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而黃光雄(2004)探討教育學程類別與工作壓力的

關係，發現教育學程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工作壓力感受上有差異存在，不過未

進一步探討壓力因應策略的差異。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教育學程類別不同的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會有差異存在。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教育學程

類別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因應策略確實存有顯著差異，其中在問題焦點消

極因應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策略上，小學學程實習教師的得分顯著高於中學學程

實習教師。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小學學程實習教師感受到較大的求職壓力(見

第四節)，而壓力越大，越常使人採用負向的消極因應方式，因此在兩種消極因

應策略上的得分，皆是小學學程者較高。 

 

第六節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 

本節主要探討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的關係，結果發現：實習教師求

職壓力與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問題焦點消極因應以及情緒焦點消極因應之間存有

正相關的關係。但求職壓力與情緒焦點積極因應之間則無顯著關係。此項結果驗

證了假設五。 

過去的文獻雖未直接研究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的關係，不過國內探討工作壓

力與其因應方式的研究，多發現工作壓力感受程度不同，所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

會有差異(程一民，1995；葉兆祺，2000；陳文俊，2001；陳錫港，2004；徐永

明，2005)，以及針對生活壓力與因應策略的研究，多發現生活壓力越大時，個

體越常採用負向的消極因應方式，而生活壓力越小時，越常採用正向的積極因應

方式(李金治，2003；孫瑜成，2004；呂岳霖，2005)。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

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會有關係存在。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實習教師

求職壓力感受程度越大，其面對壓力時，會越常採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問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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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消極因應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策略。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壓力越大，焦

慮與不安的程度就越大，而在此種狀態下，人就容易採取負向的因應方式，因此

求職壓力與問題焦點消極因應、情緒焦點消極因應之間即存有正相關的關係；至

於求職壓力與問題焦點積極因應策略存有正相關的關係，似乎顯示了對尋求教職

感受到較大壓力者，除了用負向的因應策略外，亦會採用正向因應策略來面對壓

力。 

 

第七節  實習教師背景變項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 

本研究的實習教師背景變項主要包括性別、教育背景以及教育學程類別。以

下將本研究中二因子的結果合併討論： 

一、就實習教師性別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而言，性別與求

職壓力程度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四種求職壓力因應策略上的得分，皆無顯著差

異。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6-1。 

二、就實習教師教育背景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而言，教育

背景為輔修教育的實習教師，高求職壓力者比中、低求職壓力者較常採用情緒焦

點消極因應的策略；同樣為低求職壓力的實習教師，教育背景為主修教育者比輔

修教育者較常採用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策略。但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問題焦點

消極因應和情緒焦點積極因應上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

6-2。 

三、就實習教師教育學程類別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而言，

教育學程類別與求職壓力程度不同的實習教師，在四種求職壓力因應策略上的得

分，皆無顯著差異。此項結果並未驗證假設 6-3。 

    四、討論：雖然過去文獻並未直接研究各背景變項與求職壓力程度是否會交

互影響實習教師的求職壓力因應策略，不過本研究的三個背景變項：性別、教育

背景、教育學程類別，如前述所推論，是會影響個體所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此



88 
 

外，前述亦曾推論壓力感受程度不同，所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會有差異，而孫瑜

成(2004)探討生活壓力因應策略，嘗試結合各種背景變項與生活壓力感受程度，

發現某些背景變項與壓力感受程度會交互影響壓力因應策略的採用。據此，本研

究嘗試推論，背景變項不同的實習教師，會因為求職壓力感受程度不同，而在求

職壓力因應策略上會有所差異。 

上述推論就實習教師教育背景和求職壓力程度對壓力因應策略之影響，正好

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在情緒焦點消極因應上，實

習教師教育背景和求職壓力程度具有交互作用。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輔修教

育的實習教師，面對教職工作僧多粥少的現象，仍舊以教育為其輔修科目，顯見

對教職工作擁有較大的期望，此時若感受到較大的求職壓力，可能會使對教職工

作的期望轉變為負擔，因此陷入更大的壓力之中，便容易採取負向的因應方式；

至於同樣為低求職壓力的實習教師，主修教育者與輔修教育者可能對尋求教職所

抱持的心態不同，輔修教育者因為就業選擇性較高，可能抱持著走老本行的想

法，不再將重心放在尋求教職上，因此對尋求教職感受到較小的壓力，然而主修

教育者因為欠缺第二專長，不僅就業選擇性較小，且在教職工作的競爭上趨於弱

勢，種種不利因素可能造成主修教育者的無力感，進而演變為對尋求教職的不在

乎，因此，雖然同樣為低求職壓力，主修教育者相較於輔修教育者，會因為無力

感而較常採用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策略。然此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

的探討與驗證。 

 

第八節 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 

本節主要探討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結果發

現：旁觀型的實習教師，其求職壓力與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問題焦點消極因應存

有正相關的關係；不安全型、審慎型、享樂型、企業家型和複雜型的實習教師，

其求職壓力與問題焦點積極因應之間存有正相關的關係；盤算型和衝動型的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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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其求職壓力與問題焦點積極因應、情緒焦點消極因應存有正相關的關係。

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七。 

過去文獻針對人格類型與壓力和壓力因應策略的研究，多探討各種人格類型

在壓力與因應策略的差異，亦即研究的方向是對人格類型做比較，甚少探討由人

格特質所結合而成的獨特人格類型，其自身的壓力與因應策略之關係 (Vollrath 

& Torgersen，2000；Grant & Langan-Fox，2006)。據此，本研究欲瞭解並嘗試

推論，人格類型不同的實習教師，其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會有關係存在。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研究結果顯示，人格類型

不同的實習教師，求職壓力與因應策略有顯著關係存在。首先，就旁觀型的實習

教師而言，若求職壓力感受程度越大，會越常採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和問題焦點

消極因應的策略。其次，不安全型、審慎型、享樂型、企業家型和複雜型的實習

教師，若求職壓力感受程度越大，會越常採用問題焦點積極因應的策略。最後，

盤算型和衝動型的實習教師，若求職壓力感受程度越大，會越常採用問題焦點積

極因應和情緒焦點消極因應的策略。整體而言，八種人格類型，求職壓力與問題

焦點積極因應策略皆存有正相關的關係，亦即，當實習教師感受到較大的求職壓

力時，會越常採用正向因應策略來面對壓力，不會因人格類型的不同而有差異；

至於像旁觀型、盤算型和衝動型的實習教師，感受高壓力時，除了使用正向因應

策略外，亦會採用較多的消極策略。 

推究其可能原因，乃由於高的求職壓力，可能代表對尋求教職的重視，進而

引發積極努力的作為，因此對各種人格類型的實習教師，若感受到高的求職壓

力，會因為重視而採取積極的因應方式；此外，在高壓力的情況下，盤算型和衝

動型的「高神經質」會促使其更常採取負面的因應策略；而旁觀型的實習教師在

高壓力時，「低外向性」與「低嚴謹性」則易於使其採取消極的因應方式。然此

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