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師資培育制度演進與實習教師之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有關實習教師的養成機制師資培育的演進、新舊教育實習

制度比較及實習教師的相關研究作一探討，希望對實習教師更深入瞭解。 

 

一、師資培育制度的演進  

依據民國六十八年制定的「師範教育法」我國師資養成的途徑向來

是由傳統的師範體系一元培育，但自從民國八十三年頒布「師資培育法」

後，我國的師資養成機構開放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加入，成為多元化的師

資培育管道。傳統的師範教育課程的確為我國培育了許多優良教師，但

隨著社會變遷、多元衝擊、文化的改變，舊有的師資培育制度已不敷需

求，取而代之的是新制的師資培育制度，以多元化的途徑來培育師資。  

傳統的師範教育體制由於受到行為主義及其所蘊含之技術理性意識

型態的影響，再加上時代的變遷與制度本身的限制，並無法滿足現今社

會的需求，因此教育部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著手修訂「師範教育法」，並

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經由總統公布修正版本，改名為「師資培育法」，後

陸續經多次修正，今以九十三年五月最新版本為依據說明。  

根據「師資培育法」第一條立法目的內容為：「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稚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制定本法。」

因此「師資培育法」的立法宗旨，並不在為更多的大學生找到教職工作，

而是為國家培育更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教師。誠如林清江（民 85）

所言，師資培育多元化之目的是想要找更多的「教育家」，而不是製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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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教育匠」。教育家關心下一代的發展，為未來計畫；教書匠關心謀

一份工作，才來準備教材。因此，新制師資培育制度強調教師的專業自

主性，教師的角色不在侷限於教室內的活動，而是延伸至與社會環境的

互動。新制師資培育制度期望培育出稱職的教師，即使在充滿不確定性

的教育工作中，也能勝任教師的工作。  

新制「師資培育法」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一）確立師資培育多元化制度  

    「師資培育法」第五條規定：「師資培育，由師範校院、設有師

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為之。」因此，我國的師資

培育制度從單一師範體系擴充至多元化的師資培育管道。  

（二）建立教師資格檢定制度  

    八十三年版「師資培育法」第七條、第八條明訂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且經教師初檢合格者，取得實習教師資格；再經教育實習

一年，成績及格者，並經教師資格複檢合格者，取得合格教師資格；

九十三年版「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參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因此「師資培育法」明確將教師資格以檢定制度規範。  

（三）教師培育的方式以自費為主，公費及助學金為輔  

    「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規定： 「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

公費及助學金等方式實施。公費生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校服務。」此條文確立教師培育方式採取自費為主，公費及助學金

為輔的原則。  

（四）落實教育實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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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三年版「師資培育法」第三條規定： 「師資培育包括教師

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職前教育、實習及在職進修。」第八條規定： 

「取得實習教師資格者，應經教育實習一年，成績及格者，並經教

師資格複檢合格者，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第十三條規定：「師資培

育及進修機構得設實習輔導單位，辦理學生及實習教師的實習輔導

工作。」；九十三年版第八條規定：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含其本學系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第十五條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

實習、輔導畢業生就業及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第十六條規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應配合師資培育之

大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  

    由此可見，完成全時教育實習是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的必要條

件。與過去「師範教育法」忽略教育實習的師資培育情形有很大不

同。  

（五）注重教師在職進修  

    八十三年版「師資培育法」第三條明定師資培育包括教師在職

進修，而非僅著重職前教育。第十六條規定：「師範校院及設有教育

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得設專責單位，辦理教師在職進

修。」；九十三年版第十九條規定：「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提供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一、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

修機構。二、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

課程。前項第二款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專責單位，辦理教師在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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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以上條款對落實教師在職進修幫助極大。  

（六）強調師資培育大學負有提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的責任  

    八十三年版「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規定：「師範校院應從事師

資與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育及教育學術之研究，並應負責教育實

習及教育專業在職進修。」；九十三年版第十七條規定：「師資培育

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稚園或

特殊教育學校（班），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此條文指明師資

培育學校應負的責任。  

    「師資培育法」因有上述特色，使得新制實習制度格外受到重

視。八十三年新制實習制度下的實習教師，在師資培育機構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必須通過教師資格初檢，才可取得實習教師資

格；取得實習教師資格後，必須前往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一年的教育

實習，教育實習結束後通過教師資格複檢者，才可取得教師證而成

合格教師；而九十三年修訂，另將全時教育實習半年納入職前教育

課程，俟修畢取得證明書，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後，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  

 

二、新舊教育實習制度比較  

茲根據下列法規名稱、依據及教育實習機構等十五個項目，以列表

方式比較新舊教育實習制度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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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舊教育實習制度比較表   (八十三年前與九十年三月修訂版 ) 

   項   目         新       制        舊       制  

一  法規名稱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  

(一 ) 師範校院學生實習

及服務辦法  

(二 )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

結業生教育實習實

施要點  

  二  依據  師資培育法第八、九條、十八條  

及教師法第八條規定訂之。  

師範教育法第五、  

十一、十二、十六、十七

條及師範教育法施行細

則規定  

  三  教育實習機

構  

經遴選供教育實習之高級中等學

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稚園、

等殊教育學校 (班 )或其他教育機

構。  

有缺額之中小學。  

  四  實習教師名

額  

教育實習機構提供各科實習教師名

額  

(一 ) 中等學校 :不得超過各該領域專

長編制內合格教師人數  

(二 ) 國民小學及幼稚園 :不得超過該

校 (園 )編制內合格教師總人數。

(三 ) 特殊教育學校 (班 )或其他教育

機構 :依前二款規定辦理。  

依縣 (市 )所屬學校實際

缺額提供實習教師名額  

  五  實習期間  自每年七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三十

日止，為期一年  

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為期

一年  

  六  實習輔導委

員會之設置  

各師資培育機構應邀集教師研習進

修機構、教育實習機構及教育實習

機構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組成

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教師整

體輔導計畫。  

師範院校公費結業生由

各師資培育機構及教育

實習機構給予輔導，並未

設置實習輔導委員會。教

育實習機構  

(實習學校 ):設實習指導

小組及實習輔導教師。  

  七  實習及服務  由師資培育機構輔導至實習學校實 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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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發實習及服務。  

  八  實習教師是

否得支領薪

資  

實習教師於教育實習期間得發給實

習津貼標準由教育部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支領之實習津貼，以一

年為限。  

其薪級標準與核薪手續

均比照正式教師辦理。  

 九  成績評量  實習教師實習成績分為平時評量

及學年評量二項，二項成績均達

60 分者，為實習成績及格，並以

二項成績之平均數為其實習總成

績。  

平時評量成績計算方式 : 

(甲 ) 師資培育機構 :50% 

(乙 ) 教育實習機構 :50% 

 

(一 )師範大學部分 : 

    師資培育機構佔

40%，實習學校佔

40%、寒假研習佔

20%。  

(二 )師範學院部分 : 

    師資培育機構佔

50%，實習學校佔

50%，以 60 分為及

格。  

  十   返校座談或

研習  

為加強師資培育機構對實習教師

之輔導，師資培育機構應規劃實

習教師於學期中每月至少返校一

次參加座談或研習。  

並無規範  

  十  

  一  

實習教師任

教時數  

實習教師應在教育實習機構，  

由實習輔導教師指導，從事教育

實習。  

實習教師每週教學實習如下 : 

(甲 ) 中等學校、(幼稚園 ):不得超過

合格教師授課時數 (教學活動 )

之二分之一。  

(乙 ) 國民小學 :不得超過十六節。

由國立師範大學實  

習輔導教師配合實習學

校指導教師，共同對結

業生進行教學活動指

導，惟此項作法並未完

全落實。  

實習教師任教時數比照

正式教師辦理，實際上

單獨授課。  

  十  

  二  

實習教師資

格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經教

師資格初檢合格者，由直轄市政

府教育局、縣 (市 )政府核發實習教

師證書。  

 

師範校院應屆公費結業

生  

  十三  合校教師證 由教育部發給合格教師證書  由省 (市 )政府教育廳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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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發給單

位  

發給合校教師證書  

十  

  四  

實習前學生

身分  

自費生為主  早期全部為公費生，演

變成公 (自 )費生並行  

  十  

  五  

實習輔導教

師編制  

實習輔導教師由實習機構遴有能

力有意願，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

者，薦送師資培育機構。每位實

習教師分配到一位輔導教師，原

則上兩人的任教科目  

是相同的，輔導方式可以是個別

或團體方式進行。  

法規中並未涉及輔導教

師  

(資料由研究者彙整；部分引自葉兆祺，民 88，頁 10-12) 

 

根據表 2－１新舊教育實習制度比較表，發現新舊制有相當大的改

變，如舊制有實習之名，而無實習之實，師範生從結業開始即幾乎和正

式教師一樣擔任各項教職工作，責任、薪資也和正式教師相仿，新制師

培法則強調實習的重要性，實習教師以「學生」身份進入教育現場實地

練習，待遇與公費生相當，且須接受原畢業學校和實習學校的教授或教

師的輔導及評量，並必須參加研習及返校座談；教學實習每週也不能超

過合格教師的二分之一…等。總之，新制實習教師整體已不如往昔的待

遇，而又須承受較嚴格的考驗，自然在整個生態上，會產生很大的不同。 

 

三、實習教師的相關研究  

(一 )實習教師的教學特質  

跨入教學現場初為人師的實習教師，面對現實的教學情境時，因缺

乏先前經驗作對照的情況下，常會顯得猶豫徬徨。無論在教學歷程中師

生互動關係、教學計劃、課程安排、教材選用、擬定、教學方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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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處理緊急危機事件等各方面容易呈現生疏的特質。  

謝寶梅（民 86）就  Fuller & Bown（1975）研究中，初任教師的特質

加以說明。這階段的老師最關心教室的控制、是否受歡迎、主管的意見、

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他們對老師活動的性質、教學環境的認識有限，模

仿權威的教師型態行事，以學科為中心的方式教學，缺乏專業的見解和

思想，充滿不確定、缺乏安全感的感覺，以及不願嘗試新的教學方式等。

McDermott（ l995）等學者長期研究發現實習教師關注問題的演變，他們

比較仍在大學修課的實習教師與已經畢業出來實習的實習教師，發現實

習教師會由重視學生學習部份轉移到強調教室的管理與控制  (Steve & 

Rob，1996)。  

Griffin（1986）指出，就心理學特徵而言．舉凡教師關注、自我概

念和自尊、同理心、對人的興致、學術傾向、認知發展的層次以及彈性

和創造力等等因素都會影響實習過程（轉引自何雲光等，1995）。  此外

主修領域、志願順位，在校時教育專業課程成就或成績，目前居住情況，

有無親戚朋友的支持鼓勵等個人本身特性，均會對實習教師造成不同程

度的困擾（林生傳，民 79）。  

實習教師在工作上常因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形成極大壓力。一般而

言，實習教師剛進入實習場所，都充滿著應然的教師角色行為，有關兒

童發展的書本正式知識，及從師範教育理論課程中編寫教育計劃等理

想，實習前教學態度也較趨向人文、民主取向、信任與經驗、理想主義

色彩（何雲光等，民 84；Hoy & Rees，1977；Veenman，1984）。  

實習教師在踏入教室的真實情境，容易產生了現實的震撼（ reality 

shock）  的經驗；他們因缺乏實際足夠的訓練與教學技能；沒有能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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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適當的教室管理策略；無法掌握教學目標；或是缺乏對於自己與學

生的表現信心；對學生的特質和能力沒有充分的了解及敘述；缺乏有效

發展評量標準及解決問題能力。  

實習教師在承受現實的震撼後，其教學態度易由人文導向

（humanitarian orientation）  轉趨管理導向（custodial orientation）或實利

取向（utilitarian orientation）（張芬芬，民 81），亦即由當初注重學生個

別適應、信任學生、對學生自尊與自治抱持著樂觀的看法、轉趨對學生

的管理，強調秩序的維持，表現出一視同仁，以外控式懲罰來管理學生，

要求學生達成符合學校或班級的要求與期望。Rosenholtz 即指出實習教

師在這段期間，所顯示出如此混亂和無助的感覺，他們大多會將關注的

焦點轉向學生的行為控制，而不是促進學生的學習（Schaffer & 

Stringfield，1992）。  

綜合上述文獻對於實習教師的教學特質，可歸納出其形成的背景因

素，首先即是實習教師對於發生在工作情境的事件，由於缺乏經驗，以

及缺乏明確的權威角色地位，因此產生了許多困擾與挫折，使自己知覺

其困難，而形成個人在情緒上的緊張、不安的狀態。再加上困擾及壓力

的產生，會進一步造成其從理想主義的教師角色轉變為趨向實利及管理

控制取向。由此可知，實習教師的教學特質，其實就是基於理想與現實

之間的落差造成。  

(二 )實習困擾問題研究  

由上述所探討的實習教師角色理論與教學特質，我們可以了解實習

教師之所以產生教學困擾，有許多因素是基於他們在角色定位過程中，

因經驗或專業知能不足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加以充滿理想主義之教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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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使得實習教師在初任教職即充滿了許多困擾、壓力與挫折。對於實

習教師教師效能感及工作壓力之研究，是希望能進一步了解他們在此階

段的需求。  

有關實習教師工作困擾的研究，於一九三 0 年代便已開始，其主要

的目的在於透過對實習教師在實際工作上所發現的困難加以了解，以作

為實習教師輔導之參考及職前養成教育課程發展之之基礎 (Johnston & 

Ryan，1980：630)。至 1960 年代左右，由於教育的蓬勃發展，教師供應

不足，然而當時英美等國正面臨初任教師離職高，造成師資訓練上的浪

費。因此如何讓培育的新師資可以順利的轉換，成功的扮演教師的角色，

一時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課題。在此情況下，各國更重視實習課程與實

習輔導，以加強師資培育機構和實習任教學校之聯繫。  

到了一九七 0 年代，有關師範教育的新觀念及把師資之養成分為職

前準備教育、實習導入教育及在職教育三個階段，而視其為統合連續的

過程，故大學建立了第五年的實習制度，許多學者亦投入於教師社會化

過程及其在實際教學上所遭遇的困擾問題之研究，以探討自師範生至實

習教師，以至於正式教師所經歷之過程所遭遇的難題，期能去除社會化

歷程中的不利因素，培育有效能健全的師資。  

國內外有關實習教師困擾問題的實徵性相關研究相當多，研究者以

「國外」與「國內」的主要研究結果彙整歸納研究結果。國外學者  

Veenman(1984)以觀察法歸納有關實習教師困擾問題主要前十項依次為

教室秩序之維持、學生學習動機之引發、學生個別差異之適應、學習成

效之評量、與家長之關係、班級活動的組織、教學資料不足、個別學生

問題之處理、工作繁重、與同事的關係；另在 Odell(1986)研究初任教師

 24



在第一年任教需要增進的部分為教學觀念、個人的情緒輔導、教學資源

與教材的輔導、有關政策與程序的了解、教室管理技巧的概念等；綜合

歸納國外對實習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實習教師最常見的困擾問題是：教

室常規的管理、教學方法、師生關係與家長的互動關係這四項，而其中

學生在學習中常規與秩序的維持，學生在學習中常規與秩序的維持，特

別常令實習教師感到困擾。  

另外，實習教師十分關心自己在班級經營上是否具有成效、是否具

有成功的教學特質與良好的人際關係。而大多數的實習教師會在這個階

段經歷一定程度的考驗與挑戰，或遭受到震撼與創傷，相對的，他們所

面臨的問題與困難，也就是實習教師在教學實習歷程中會特別關注的部

分，以及未來必須進一步增進的能力。  

另外研究者探討過去我國學者文獻，針對實習教師工作困擾及相關

之研究彙整表 2-2 如下  

 

表 2－2 我國學者對實習教師相關研究之彙整表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

象  

研究重

點  

發現與結論  建議  

張芬芬  民 73 師大 72

級 618

名結業

生  

教學態

度與任

教意願

之比較  

1.教學態度與實習前相

比，有負向改變。  

2.任教意願較消極。  

改善實習學校之工作條件並加

強實習輔導。  

陳奎熹  民 75 大四及

結業實

習教師  

教學實

習情況  

及實施

情形  

1.  實習偏向教學，觀念

過分狹隘，實習輔導

機構功  

2.  能不彰。  

2.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

校難覓。3.經費不足。  

1.  慎選實習課程教授與督導教

師。2.充實實習經費。3.採取

先  

2.  進國家「實習教師專業中心」

的優點 (王家通、郭明堂 ,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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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業生實習未做適當輔

導。  

游自達  民 76 567位國

中實習

教師  

實習教

師工作

困擾  

1.以「學生管理及行為輔

導」困擾最多。  

2.工作困擾情形隨性別、

職務、任教科目、服務地

區、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

所差異。  

3.最常尋求協助人員依序

為資深教師、同學、實習

學校主任、結業生實習指

導教師。  

1.加強實習教師的「教室管理技

巧」及「學生輔導方面課程」。

2.加強實習導師、地方教育行機

關、分發實習學校之輔導功能。

李保玉  

楊振鶴  

民 77 75-76 級

結業生  

工作困

擾  

1.較感困擾的問題是 (1)進

修問題 (2)教學問題 (3)學

校行政問題 (4)與家長溝通

問題  。  

2.母校實習指導教師所給

予的指導不多。3.返校座

談及分區座談對其幫助普

遍。4.國小大多未指特定

的指導老師給予協助。  

1.加強實習導師的指導。  

2.加強實習契約學校之輔導功能

(王家通、郭明堂 ,民 82) 

 

 

 

林生傳  民 79 640位國

中實習

教師  

實習教

師困擾  

1.實習困擾以「教學方法」

「班級管理」及「教育設

備，教學條件不足與負擔

過重」為最。  

2.對現行實習制度感到

不，對於實習之輔導皆感

不足。  

3.證實教育專業科目成

績，與實習有無困擾有密

切關係。  

1.實習制度應予切實檢討。2.實

習教師確實在師範院校指導人

員指導下與有經驗的國中教師

同仁的「合作」下進行實習。3.

精心設計教學策，方法與技術的

訓練計畫，並增加其在師範課程

中所佔比重。  

薛梨真等

四人  

民 80 中南部 工作困

擾  

1.80%教師表示未安排

教師輔導。  

1.各縣市廣設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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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79級

結業生

205 人  

2.對實習教師輔導協助

情形，最多的是同事，

其他依序為處室主任、

學年主任、師院實習教

師、輔導團人員。  

3.實習教師對實習制度

改善意見以安排學校資

深教師指導最多 (51%)。

4.最感困擾的層面是教

學媒體準備→教學工作

負擔→教學方法運用

等。  

5.國小實習教師認為應

加強之課程中，最多的

是各科教材教法 (51%)。

導實習教師。  

3.免除形式化作業增加分區

座談次數。  

4.實習學校對實習教師的輔

導宜落實。  

5.加強實務課程。  

 

 

 

張芬芬  民 80 師專 78

級  

運用人

種誌研

究法，

對教育

實習觀

察報告  

1.實習流於形式，對個

人無具體幫助。  

2.實習學校校長常以傳

統法規等方式，導致老

師依順權威、服從為

上。  

1.建立一個尊重老師的教學

環境。  

2.輔導師範批判反省之能力

(王家通、郭明堂 ,民 82) 

 

邱兆偉  

楊文雄  

薛梨真  

郭明堂  

民 81 80 年結

業的 9

所師院

結業生  

教學學

習成效

與校外

資源運

用  

1.實習教師所表現的專

業知能與專業態度，優

於任教 1-5 年的一般正

式教師。  

2.根據校長的他評，師

院結業生在「行政與校

務」配合上面，勝過正

1.落實師院結業生的實習輔

導。  

2.加強教學學習之考核。  

3.提供實習專線諮詢。  

4.資深教師輔導實習教師的

經費，宜予寬列。  

5.實習教師不必納編制，而佔

用教師員額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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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態度」、「教學活動」、

「學生管理與輔導」。  

6.結業生分發在師院附近實

習，以便返校進修輔導。  

7.師院實習輔導教授蒞校實

際指導 (王家通、郭明堂，民

82) 

吳裕益  

劉佑星  

郭丁熒  

賴書通  

民 81 81 學年

度正在

實習五

專部、

新制師

院、大

學部、

國小師

資班  

就讀動

機  

在校成

績  

知覺教

學  

效能關

係  

1.就讀動機普遍不高  

2.在校成績普遍良好  

3.師院結業生效能較

高，但未因其教育背景

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4.師院結業生之在校成

績與教學效能和總效能

二層面知覺間是呈負相

關。  

1.提高師院生內發就讀動機  

2.改進師院分系培育方式  

3.改進師院課程內容。  

4.改進師範院校之成績評量

方法，宜包括實際教學相關者

(王家通、郭明堂，民 82) 

 

 

楊深坑  

等  

 

民 81 實習教

師、中

小學教

師、專

家長學

者  

實習制

度  

1.實習教師多數贊成實

習資格之取得需經初

試。  

2.多數贊同至各特約中

小學實習。  

3.輔導內容以「班級經

營」優先  

1.舉行初試以取實習資格。  

2.資深優良教師擔任實習指

導工作。  

3.實習教師支領待遇，但不佔

實缺。  

盧富美  民 81 五專部  

974 人、 

大學部  

1132 人  

學士後  

1558 人  

結業身

份實習

困擾  

1.師院結業生實習困擾

的主要核心為「研究進

修」與「教學實施」層

面的問題。  

2.師院結業生之實習困  

擾因「結業身份」、「居

1.增設大學聯考之第五類

組，為師範院校適切的選擇具

有當教師之性向與志趣者。  

2.加強實施師院結業生之生  

涯輔導。  

3.妥為設計與規畫師院結業

生之結業實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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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與「任教意願強度」

等因素之不同而有差

異。  

4.優先考慮與分發志願回家

鄉實習的師院結業生。  

5.重整師院結業生所扮演角

色及所負任務。  

楊裕仁  民 83 實習教

師 780

人  

研習活

動  

實習教師希望能安排充

份時間，提供資深教

師、專家學者或行政人

員與實習教師交換意

見。  

1.資深教師與實習教師共同

參與研習。  

2.由資深教師主講，實習教師

參與研討。  

謝寶梅  民 82 初任教

師  

3623 人  

工作問

題教學

能力工

作滿意  

1.初任教師遭遇嚴重的

問題為實施個別化教

學。  

2.不同結業身份、性

別、兼任行政工作、級

任教師、學校規模大小

等對工作問題體驗有顯

著差異。  

3.初任教師認為最重要

的教學能力為有效建立

班級常規。  

4.性別、有無代課經驗

對教學能力的具備程度

有顯著差異。  

5.結業身份不同、性

別、有無代課經驗、兼

行政工作在工作滿意上

有差異。  

 

鐘任琴  民 82 問卷調 教育專

業信念  

1.實習教師在實習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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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訪談 8

人   

專業信念並無顯著差

異。  

2.實習教師的任教意

願、教育權得分愈高

者，其專業信念較為積

極正向。  

3.實習學校結構環變項

各因素中分組實習教師

在實習完成後，其專業

信念變動趨勢有顯著差

異，高低分組則無。  

4.教育信念改變結果較

具預測力之變項為 :教

育權自由取向、自主取

向、任教意願工作意

義、同事困難協助、校

長倡導行為、同事關心

支持、家長教育信念、

組織專門化等。  

李春芳等  民 82 師大大

四學生  

師資培

育課程

之實施

狀況  

1.部分實習學校無指導

之經驗，影響實習之成

效。  

2.因配課關係，部分實

習教師任教非本科。  

1.加強師大與實習學校之聯

繫。  

2.師大應舉辦座談會，增進與

實習學校之合作。  

3.師大應與地方教育行政機

關密切配合，共同輔導實習教

師 (陳明鎮，民 87) 

江文雄等  民 82 輔導人

員與師

大結業

生  

教育實

習制度  

1.指導小組成員由師大

發聘書，並考慮物質報

酬。  

2.指導教師宜減授課時

數。  

3.研習中心與教育輔導

團提供輔導。  

1.先分發至特約學校實習，合

格後再分發任教。  

2.設置實習輔導處，強化實習

輔導功能。  

3.改進教育實習措施，強化實

習指導功能。  

4.編印相關手冊 (陳明鎮，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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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5.各地成輔導網，不定

期視導與座談。  

葉學志  民 82 學者專

家、行

政人

員、師

大結業

生  

實習制

度、發

展模式  

1.實習輔導教授希望巡

迴輔導時，獲得交通等

協助  

2.行政人員反應寒假研

習對實習教師有幫助。

3.實習教師學用大致相

符。  

4.遇到困難時，請教對

象依序為同科資深教

師、自己想辦法、同校

大五實習生。  

1.加強縣市研習。  

2.降低輔導教授輔導人數。  

3.加強教育行政單位與實習

學校之聯合輔導。  

4.師大加強實務課程。  

5.建立實習輔導教授輪週制。

6.建立輔導學長制。  

7.充實輔導人員專業知能。  

8.增加實習室編制  

9.三所師設教師研習中心  

(陳昇飛，民 86) 

王錦珍  民 83 2 位國

中實習

教師  

社會化  2 位國中實習教師經實

習後，在教學意願與任

教態度皆有降低的趨

勢。  

1.減少實習教師授課時數。  

2.提供實習教師休假機會。  

3.提供在職進修機會。  

4.安排實習教師實習指導教

師在同一辦公室 (陳明鎮，民

87) 

薛梨真  民 83 師大及

師院結

業實習

教師  

1124 人  

任教狀

況與實

習輔導  

1.國中小實習教師態度

趨向積極。  

2.實習輔導制仍未落

實。  

3.國中小實習輔導教師

對實習輔導需求殷切。

1.研修「實習輔導實施要點」

2.研習中心與輔導團應發揮

功能。  

3.師資培育機構提供諮詢、開

辦短期研習、加強與實習學校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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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研習，營造有利輔導情境。  

江文雄  

徐昊果  

民 83 實習教

師相關

人員

805 人  

教育實

習制度

研究  

1.教育實習制度的現

況。  

2.教育實習制度的問

題。  

3.教育實習可行模式與

策略。  

1.建構實習輔導制度，加強各

單位之聯繫，落實實習輔導。

2.設置實習輔導處。  

3.改進師資培育課程，充實實

務經驗。  

4.編印實習資訊手冊，提供實

習教師與指導教授參考 (陳明

鎮，民 87) 

邱兆偉等  民 83 82 學年

度師大

結業生

及實習

指導小

組成員  

實習教

師研習

活動與

教學輔

導  

1.實習指導小組工作會

報以舉行一次最多。  

2.實習指導小組內容以

教學 60%，班級經營 58%

為最多。  

1.指導教師 [應主動指導實習

教師。  

2.指導教師應增加指導次數。

3.指導教師應加強觀察教學

與示範教學 (陳昇飛，民 86) 

賴育民  民 84 師大與

政習教

師 1170 

實習指

導小組

成效調

查  

1.實習指導小組成效未

盡理想。  

2.不同性別、不同學校

結業、不同學系的實習

教師有不同評估。  

1.建立更彈性的輔導措施。  

2.加強實習指導小組功能。  

3.慎選指導小組成員  

4.充實指導內容。  

5.職前研習 (陳昇飛，民 86) 

郭秋勳  

康龍魁  

民 84 師院

生、實

習教  

師、  

試用教

師、教

實習目

標、功

能與內  

容之比

較  

1.實習內容學者認為最

重要者為加強班級經

營、導師實習、熟練學

科教學法。  

2.實習教師認為班級經

實習教師的實習內容應涵蓋 :

教學觀摩、教學與媒體應用、

導師與班級實務 (陳昇  

飛，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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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

生、其

他  

要。   

陳昇飛  民 86 國小 46

位教育

人員  

實習教

師評量

方式  

1.國小教育人員贊同教

師評量，但受評意願不

高。  

2.不同背景國小教育人

員對教師評量觀念有差

異。  

3.國小教育人員對實習

教師評量的重要性表肯

定。  

1.透過教師評量提昇教師專

業地位。  

2.形成性評量重於總結性評

量，不同內容應以不同方法評

量。  

3.實習教師應將理論與實務

結合。  

4.減輕實習輔導教師的工作

負擔。  

楊惠琴吳

純萍  

民 86 16 位實

習教師  

實習目

標、指

導方

式、教

育實習

的設

計、成

績的評

量  

 1.應降低實習指導教授指導

實習生的人數。  

2.實習指導教授提供多樣化

輔導。  

3.實習輔導老師隨時指導習

生並討論。  

4.教育實習的設計應考量實

習教師立場。  

5.應於寒暑假舉行行政實習。

6.釐清實習生角色，保障權

益。  

黃香玲  民 86 中等學

校實習  

教師

964 

實習指

導小組  

功能與

內容  

1.實習指導功能與內容

大致良好，部分項目成

效不佳。  

2.實習指導成效受背景

變項影響。  

1.舉辦指導教師研習。  

2.指導工作會報應規劃主題。

3.加強教育實習之行政支援。

4.實習教師主動尋求協助 (陳

明鎮，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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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傑  民 86 國中實

習教師

801 人  

實習教

師班級

經營、

學科教

學  

1.實習教師在班級經

營、學科教學的成效良

好。  

2.不同學科、學系、不

同職務在學科教學有顯

著差異。  

1.實習教師主動向資深教師

請教班級實務。  

2.輔導教師應有獎勵。  

3.妥善安排實習指導教師 (陳

明鎮，民 87) 

歐用生  

黃嘉雄  

民 86 教育行

政機

關、師

資培育

機構、

學校校

長及教

師 601

人  

落實教

育實習  

1.師資培育機構應為輔

導主要機關。  

2.指導教授應有高度熱

誠指導教師。  

3.實習方式最重要為觀

摩班級教學與班級管

理。  

4.評量實習能力的指標

最重要為良好班級經營

能力。  

5.教育實習中的研習相

當重要。  

1.建立以師資培育機構的中

心的實習輔導制度。  

2.協助實習學校規劃完整的

指導內容。  

3.提供實習教師研習機會，充

實實習機構經費。  

4.遴選適當人員進行實習指

導。  

王嬿惠  民 87 實習小

學行政

主管、

實習輔

導老

師、一

般合格  

教師、

專家指

導教

師、教

實習輔

師獎勵

措施  

1.重視實習輔導的功能

而設置實習輔導教師，

但未具體規畫相關程序

的運作。  

2.因無適當誘因，教師

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意

願較低，師資培育機  

構也較不易尋得適當的

實習機構。  

3.獎勵與評鑑措施宜並

重不可偏廢。  

1.規畫實習輔導教師的獎和

評鑑系統，未來納入教師職

級。  

2.提供多元獎勵，滿足個別需

求。  

3.教育行政單位提供費並表

揚優秀實習學校和實習輔導  

教師。  

4.師資培育機構提供輔導教

師進修或教學資源。  

5 建立完善的實習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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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廳局

行政人

員  

務調整」「減輕工作負

擔」以及「薪津補助」

可作為實習實導教師的

獎勵措施，但「表彰」

則較難成為激勵誘因。

制度並加強實習輔導教師權

利和義務宣導。  

陳明鎮  民 87 國中實

習教

師 :新

制 296

人、舊

制 928

人  

新舊制

實習教

師教育

實習成

效評估  

1.新舊制實習教師之教

育實習皆未 -能充分落

實。  

2.新制實習教師之地位

有待進一步釐清。  

3.新制實習教師在親師

溝通方面表現不理想。

4.新舊實習教師在使用

教學媒體、運用各種教

學方法皆表現不理想。

5.「班級經營」方面舊

制優於新制。  

6.個人背景變項對舊制

實習教師成效影響較

大，年紀較長的新制實

習教師表現較佳。  

7.擔任職務對舊制實習

教師成效有大影響。  

8.實習學校所在地與班

級數對實習成效影響不

大。  

1.落實各項教育實習內容。  

2.加強巡迴指導，強化與特約

實習學校的溝通合作。  

3.健全教師研習中心或教育

輔導團功能。  

4.辦理實習輔導教師之研習。

5.提供實習輔導教師相當誘

因並予適當規範。  

6.為實習教師明確定位並使

其具有合理待遇。  

7.實習學校慎選實習輔導教

師、健全各學科教學研討論、

加強學校行政配。  

8.實習教師主動請教實習輔

導教與資深教師 ;積極參與班

級經營的學習 ;多嘗試不同教

學方法與教具 .。  

 

邱素珠  民 90 北市

國小  

實習

教師

276 位  

台北

市國  

小實

習教

師工

1. 實習教師在整體

的工作壓力感受  

屬中等  

2. 偏低程度 2. 工作

壓力感受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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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

調查

研究  

男性（2）公費生

工作壓力感受大

於自費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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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桂香  民 92 六位

國小

實習

教師

與實

習輔

導教

師  

國小

實習

教師

與實

習輔

導教

師互

動衝

突之

研究  

1. 實習教師認為衝突

的原因包括：人格特

質差異、角色定位不

明責任劃分不清、教

育理念不一致 2. 實習

輔導教師認為衝突的

原因包括：人格特

質、教育理念不一

致、不同性別 3. 實習

教師對互動衝突之因

應方式包括「逃避方

式」、「競爭方式」、「妥

協方式」、「合作方式」

實習輔導教師包括

「競爭方式」、「妥協

方式」、「合作方式」

 

陳慈佑  民 92 二年

級生

國小

實習

1. 影響教學信念及教

學實務的可能因素，

1. 實習教師應多充實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中，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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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

然與

生活

科技

領域

二位

實習

教師  

教學

信念

與教

學實

務之

研究  

質、經驗、學生的特

質、課程的因素、學

校環境、實習班級輔

導老師及專業背景  

實習學校應徵詢適當的實

習輔導老師，並提供實習教

師更多教學與觀摩的機會  

(資料由研究者彙整；部分引自：葉兆祺，民 88，頁 13-20) 

 

由上可知國內學者研究實習教師困擾問題以針對實習制度 (葉學

志，民 82；楊深坑，民 81；張芬芬，民 80、林生傳，民 79)、實習輔導

(王嬿惠，民 87；陳奎熹，民 75、李春芳，民 82、薛梨真，民 83)、教學

態度 (張芬芬，民 73、王錦珍，民 83)、教室管理及與家長溝通、進修等

(李保玉，民 77)為主，也是實習教師較感困擾的地方，僅吳裕益、劉佑

星等於民 81 年對師院實習教師，研究其在校成績與知覺教學效能關係呈

負相關與效能高低未因教育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而，由以上瞭解國內較

少研究實習教師效能感及其與工作壓力之關係，本研究歸納與實習教師

較有關聯之性別、教育背景、實習學校、學校規模、實習地區、實習任

教顉域六項背景變項，希望由此去瞭解目前多元培育的實習教師教學效

能感與工作壓力差異情形及其相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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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效能感理論模式及相關研究 

 

關於教師效能國內外的研究者已經累積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本節針

對研究主題，就教師效能感研究發展、教師效能的意義，相關理論及內

涵，教師效能感高低差異及影響因素與相關研究作概要探討說明。  

 

一、教師效能感研究的發展  

(一 )教師效能感研究的由來  

效能感是指個人做事的能力感受，也就是個人對本身執行某種行動

或引發預期結果能力的特有信念。有關教師效能感的研究首先見諸

Barfield 與 Burlingmae(1974)對教師之學生管理理念的探討及美國蘭德公

司 (Rand Corporation)的兩項報告 (Armor et al.,1976)，對教師效能感研究的

發展有系統的認識。  

1.Barfield 與 Burlingame 的研究  

其研究目的在探討教師效能感與其學生管理理念的關係；其評量教

師效能感所用的教師效能能量表 (The Teacher Efficacy Scale)，評量個人對

改變其情境所表現的無力感 (sense of powerlessness)。該研究教師效能量

表，係參考美國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的政治行為研究小組所設計的

效能量表；該效能量表在於評量個人對政治行為的態度。其所謂效能，

意指對經由政治完成事務的積極態度；個人自覺在政治方面有效能者，

更可能參與政治活動。這些政治效能量表的設計者相信，個人人格可能

影響個人的政治效能感。  

在人格理論上，認為每個人對其與環境接觸中都有一種成敗得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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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一個缺乏控制感的人，要不是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恐懼，就是感到

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控制週遭事物而被命運所決定。自我必須具有一種

滿意而自主的程度，面對問題才會盡力而投入。本研究結果顯示，低效

能感教師對學生管理較採監督取向；小學教師比中學教師更採人文取

向。支持以教師的人格特徵說明其不同管理知覺的看法。  

2.蘭德公司的兩項研究報告  

蘭德公司的兩項研究報告，均與教師效能感有關。一項是該公司為

美國加州洛杉磯聯合學區董事會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Los 

Angeles United School District,1972) 所作的學生閱讀成就報告；另一項是

該公司為美國教育總署 (U.S.Office of Eduation,1973)推動革新實務成效的

追蹤研究報告。此二研究的最後報告指出：學生的閱讀成就及教育革新

實務的成敗，均與教師效能感有著顯著的相關 (Armor et al.,1976)。  

A.第一項研究報告  

有助於提高學生閱讀能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以教師個人屬性

及一般教室氣氛尤為重要，教師態度比其背景特徵更為重要。最有效率

的閱讀指導教師普遍地懷有一股強烈的個人效能感。教師藉由對學生社

經背景的了解而用之以激勵學生；並設法改善學生的自我概念，進而相

信經由他們的教導對學生可產生積極的效果。  

B.第二項研究報告  

該研究蒐集了幾項影響學生表現及革新成果的教師屬性：年齡、教

育背景、語文能力、任教年資及效能感。在其分析中，最有力的教師屬

性為教師效能感。教師能協助即使最困難或最沒有動機的學生的一種信

念。教師效能感與計畫目標完成百分比、教師改變、改進學生表現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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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方法直接都有著顯著的正相關。  

基本上把教師效能感看成是一項心理學概念，在蘭德公司研究中，

教師效能感的水準，是由兩題五等量表題目的計分所決定的。一題是「教

師通常無法使學生有很大的改變」；一題是「如果我全力以赴，我相信可

以教導最難教導、最無學習動機的學生」。 (Berman et al.,1977)；此二題

目的理論基礎是 Rotter(1966)的社會學習理論中的控制信念；前者屬外控

信念；後者屬內控信念。  

(二 )教師效能感研究的發展  

一九七六年以後，教師效能感日益受到重視，有越來越多的教育研

究認為教師在教室情境中的效能感知覺 (percieved sense of efficacy)，是教

學效能研究的一項有力變項 (Guskey,1987)。Brookover 等人 (1978)在研究

影響學校氣氛變項中發現，高成就學校的教師，在教學上花更多的時間，

對學生的成就給予更大的關切，與 Lezotte(1977)發現有效率學校中的人

員，普遍有著較強烈的效能感。Aston 與  Webb 等人也對教師效能感的

理論與實際作了系統的研究 (Ashton & Webb,1986)；Gibson 與  Dembo 

(1984)也對教師效能感概念作進一步探討，並為教師效能感的評量工具

作相當的改進，使得教師效能感的研究逐漸系統化、理論化。Guskey(1987)

的教師效能感與教育革新；Newman 等人 (1989)的影響教師效能感的組織

因素；Woolfolk 等人 (1990)的教師效能感與學生管理信念等等。當其理論

與探討模式逐漸成型之後，此一概念將有更廣泛的應用空間。  

 

二、教師效能的意義  

效能 (efficacy)一詞最早見於 Bandura(1977)的社會學習論，Bandura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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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每個人對成功的期望決定了他們面對阻礙時是否堅持原來的信念持續

完成任務，是一種行為特質。所以，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可視為是個

人對自己個人可以有效達成環境中的任何身體的、社會的和認知方面的

要求的信念 (Bandura，1977；Sachs，1988)，是個人對自己是否有能力處

理事物的一種評斷。此種評估來自於自己與外在環境、自我調適機轉及

個人能力經驗、成就表現交互作用的結果。可看成是一種人的特質，亦

可視為對某一特殊情境反應的狀態。 (Woolfolk,Rosoff, & Hoy ，1990)。  

依照 Bandura 的看法，效能感（ sense of efficacy）乃是指個人對本身

處理某一事物能力的效能預期，在有關效能感的研究中，非常重視認知

與動機的關係（王受榮，民 81）；動機所關切的，主要是行為的產生與

持續，而行為的產生與持續，大部分係植基於認知的活動，在認知上提

供動機的第一個來源為構想未來結果。動機的第二個認知來源為目標認

定與自我評估。「構想未來結果」及「目標設定與自我評估」即為 Bandura

探討效能的兩項概念：反應－結果預期 (response-outcome expectancy 簡稱

結果預期 )及效能預期 (efficacy expectancy)。構想未來結果是屬於結果預

期，目標設定與自我評估則屬效能預期。（王受榮，民 81）。  

教師效能是一種理論上的構念 (construct)，是教師對其教學能力的知

覺判斷。難以界定且無法直接測出，所以人言言殊（孫志麟，民 84），

國外學者有人用「 teacher efficacy」來代表，也有人用「 teacher 

effectiveness」、「 teacher secse of efficacy」、「 teacher self-efficeacy 」來表

示。國內學者有人以「教師效能」來表示，也有以「教師效能感」、「教

師效能信念」、「教師自我效能」或「教師教學自我效能」來表示 (陳美言，

民 87)，根據 Bandura 的理論，自我效能是個人和環境互動的一種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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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也有學者提出教師自我效能應包含三個層面，即個人教學效能、

一般教學效能與班級經營效能。教師教學時，如能營造良好班級氣氛與

師生關係，才易促進學生學習，因此教師對於班級經營的信念也應屬於

自我效能的一部分。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對教師自我效能所下的定義

（Ashton&Webb1986；Gibson &Dembo,1984；Woolfolk，Rossoff ，&Hoy，

1990；王受榮，民 81；陳木金，民 86 孫志麟，民 80；劉威德，民 83；

顏銘志，民 85）雖略有不同，但均同意教師自我效能是教師對自己教學

能力或教育是否能夠發揮影響力的信念，即是對教育或自己教學能力的

主觀判斷。一般包含「個人教學效能」及「一般教學效能」兩個層面，

是教師對自己教學能力及技巧的自信程度，「個人教學效能」是教師評估

自己是否能為學生帶來改變的能力知覺；「一般教學效能」則指教師認為

教學能對學生產生影響的信念，即教師預期教學工作在外在環境的影響

下仍能夠改變學生學習的程度，本研究即以此作為教師效能測量二個向

度。  

 

三、從教師效能感理論分析其內涵  

教師效能感的理論基礎主要包括控制信念理論及自我效能理論：  

(一 )Rotter 的控制信念理論（control of locus）理論  

根據學者吳璧如的研究指出 Rotter 提出控制信念概念指個人在日常

生活中對自己與環境之間相對關系的看法。他將控制信念區分為內在控

制觀（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與外在控制觀（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兩類；前者相信凡事操之於己，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將失敗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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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疏忽；後者相信凡事操之在人，將成功歸諸幸運，將失敗歸諸

外在的原因（張春興，民 85）。  

外控信念教師認為環境對於學生學習之影響力大於教師影響力；內

控信念教師為有信心能教導學習困難或動機低落之學生的教師。教師效

能感的概念化首先出現在美國 Rand 公司兩項評鑑加州學校改進方案的

研究中。在這兩項研究中，教師效能感即依據控制信念理論對於其自身

影響學生成就的知覺 (吳壁如，民 91)。  

(二 )A.Bandura 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論  

Bandura（1997）將個人知覺的自我效能界定為個人對於自己能夠組

織並執行一連串行動以產生某種成果的信念，包括兩部分：一是有關個

人能否成功地執行某種結果之行為的能力評估，稱之為「效能預期」

（efficacy expectations），另一為對某一行為導致某種結果的判斷，稱之

為「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  

根據 Bandure（1997）的自我效能理論，教師效能感被認為由兩個獨

立的向度所組成：教學效能感（ sense of teaching efficacy）與個人效能感

（sense of personal efficacy）；教學效能感係指教師對於外在因素如社會

環境、家庭背景或家長觀念的限制下，教學能夠影響學生學習的預期

（Ashton&Webb，1986）。而個人效能感則指個人對於本身具有影響學生

學習之技巧與能力的信念（Dembo&Gibson1986），劉威德（民 83）將教

師效能感界定為「教師對於自已教學能力的認知，此教學能力包括積極

上的正面教導學生，和消極上的抗衡外界社會環境因素對學生的不良影

響」。顏銘志（民 85）將教師感效能界定為：「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

對其能有效達成教學工作的一種能力知覺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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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麟（民 88）將教師效能感界定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對

自已教學能力的一種信念。此信念包括教師對自已能夠正面影響學生學

習的表現，以及抗衡外在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的認知」。洪瑞峰（民 89）

對於教師效能感的定義為：「教師擁有對他或她在特定的脈絡下，完成組

織與實施一特定教學工作所必須的行動能力之信念」。  

控制信念理論將個人對於自已能力的信念隱含於個人對於行為結果

的信念內，由此推論而得的效能感為一單向度的概念；而自我效能理論

認為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為不同的概念，由此推論而得的效能感為一多

向度的概念。  

Ashton 與 Webb(1986)所建立的教師效能理論是依據 Bandura(1977)的

自我效能理論，將教師效能當成是行為的中介因素，認為教師效能是一

個多向度 (multidimensional)且相互影響的多層面概念，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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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教學效能感：  
對教師個人教化學生之效

能知覺  

教學效能感：  
對一般教師教化學生之能

力所持的效能知覺  

對自我效能知覺的一般

性信念  

對行動－結果  
權變的一般性信念  

 

圖 2-1：多向度概念的教師效能感研究模式  

(資料來源：Ashton & Webb，1986，P.5) 

 

根據 Ashton 與 Webb(1986)的看法，教師效能的主要探討層面有四： 

(一 )「對行動－結果權變的一般性信念」係指教師對行動與結果二

者間的效應關係所持的效能預期。  

(二 )「對自我效能知覺的一般性信念」係指教師對本身的行動所能

產生預期結果的一般性信念，此種信念也是源於他們對行動與結果二者

間的效應關係所持的效能預期。  

(三 )「對一般教師教化學生之能力所持的效能知覺」 (即一般教學知

能 )是指教師對一般的教師教學工作所能影響學生學習的效能預期；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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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動與結果效應關係的信念與其自我效能知覺二者相互統合，直接

影響了在教育情境中。  

(四 )「教師個人教化學生之效能知覺」即指教師的個人教學效能。(王

受榮，民 81)。  

 

四、教師效能感高低之差異  

整體而言，低效能感教師懷疑本身對學生的影響能力；高效能感的

教師深信本身有能力對學生的學習成就產生積極的影響，當面對阻礙時

全力以赴，對成就引以為榮。Guskey(1987)研究指出，高效能感教師樂於

接受新的教學方法。學生管理方面，Woolfolk 等人 (1990)的研究發現，教

師效能感越高，對學生管理更採人文取向。Ashton 與 Webb(1983)研究結

果以教師效能感高低在八項教學態度與行為表現之差異加以說明。  

（一）個人成就感：高效能感教師認為他們對學生的確有著積極的

影響，對教學有信心，感到教學有價值。低效能感教師對教學感到挫折、

沮喪，覺得自己對學生生活沒有顯著的改變。  

（二）對學生行為與成就積極期望：高效能感教師期望學生進步，

對學生行為與成就懷著積極的期望。低效能教師不僅對學生行為與成就

不懷積極期望且預期學生學習的失敗。  

（三）個人對學生的責任：高效能教師認為，他們有責任負責學生

的學習，會檢討自己的教學表現。低效能感教師把學習的責任加之於學

生，以學生的能力、動機、態度及家庭背景的不佳尋求解釋。  

（四）完成目前的策略：高效能感教師為學生學習從事規劃，為本

身與學生設定目標，為達成目標尋求策略。低效能感教師對學生缺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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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目標。  

（五）積極的情感：高效能感教師熱心於激勵學生的進步。  

（六）控制感：高效能感教師相信，他們能夠影響學生學習。低效

能感教師的感受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都無法影響或激勵許多學生。  

（七）師生共有目標感：高效能感教師認為，他們與學生共同參予

一項共有的事務，去完成他們共有的目標。低效能感教師認為，他們與

學生從事一項抗爭，學生的目標及關注的焦點與教師是相對的。  

（八）民主的決定：高效能感教師在教學目標及其達成策略上，讓

學生參予作決定。低效能感教師直接把教學目標與學習策略加之於學生。 

 

五、教師效能感影響因素之研究  

教師對情境的知覺對其效能感有著重要的意義，教師效能感不僅受

到教師個人因素及其環境的影響，也受到整體社會情境的影響。茲根據

有關研究，將影響教師效能與本研究相關者加以逐一探討。  

(一 )性別  

性別是教學效能感的一項重要影響因。Ashton 與 Webb(1986)認為，

女性把失敗歸因為能力不足的傾向，導致他們在面對困難教學情境時，

比男性教師更易於形成低效能感。在接受任務的執行能力上，女性比男

性不具信心，不過依其他研究顯示，卻有著不同的結果：Cavers(1988)

在研究教師效能感與其個人屬性及學校情境關係中指出，在教師效能感

表現上，女性顯著高於男性 , 而 Brennan 和  Robison(1995)研究，男女並

無差異存在 ;然而，國內有關教師效能感的研究卻顯示另一種不同的結

果：根據徐昊杲 (民 85)研究專科教師教學效能感男性高於女性，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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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教師的教學自我效能並沒顯著差異 (孫志麟，民 80)，故無一定論，

值得再加以探討。  

(二 )任教年資  

McCarthy(1988)指出，教師任教年資是其效能感的一項重要影響因

素。國內有關國小教師教學自我效能的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四年以下者

的教學自我效能較低 (孫志麟，民 80)。但國外 Cavers(1988)的研究結果卻

發現，不同任教年資教師之間的教學效能感並無顯著差異，但實習教師

尚無任教年資故不予列入探討。  

(三 )擔任職務  

有關教師擔任不同職務與其效能感關係之研究，國外不論理論或是

實徵資料均未見及，而國內對國小教師教學自我效能的研究中發現，國

小兼任行政教師、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三者在教學自效能的得分有所不

同，其高低依序為兼任行政者、級任者及科任者；且兼任行政教師與科

任教師間有著顯著的差異 (孫志麟，民 80)，而實習教師也尚無職務區分，

故不列入研究。  

(四 )教育背景 (學歷 ) 

Franklin(1989)的研究均指出，教師的教育程度是其效能感的一個重

要變項。然而，國內有關國小教師教學自我效能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教

師不同教育程度與其效能感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孫志麟，民 80)，說法

不一，故有再深入瞭解之必要。  

(五 )教學歸因  

影響教師效能感的教學的歸因，可分成兩方面加以探討：一是教師

對學生學習成敗決定因素的看法；一是教師對教學成敗責任歸屬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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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茲就此兩方面予以分析。  

關於教師對學習成敗決定因素的看法，據 Ashton 等人 (1983)的研究

發現，美國在文化上普遍地相信，智慧是因人而異且相當穩定的個人特

質；而這種特質是個人在學校學習成敗的決定因素；加上心理學對有關

能力與智慧所持概念的支持，更增加了這種能力為個人穩定特質的文化

信念。基於上述觀點，教師在面對低成就學生時，就有了文化信念與心

理學理論的支持，而把學生的問題歸諸其能力的不足；此種歸因隨之就

轉換成對學生學業的低期望及低效能信念，進而影響教師對學生的互動

行為及往後學生的成就。再者，Ashton 等人也發現，近年社會學的研究

也導致另一種社會化文化信念：決定學生成就的關鍵因素是家庭環境，

而不是學校教育。因此他們指出，美國社會文化信念與心理學、社會學

理論對學生學習成敗決定因素的看法，大多偏向於學生固有能力及家庭

環境，而不是強調學校教育；基本上這將不利於教師效能感的提昇。  

至於教師對教學成敗責任歸屬的看法方面，Ashton 等人也指出了美

國文化上另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個人應為自己的失敗負責。這

也有助於教師把教學的失敗歸之學生能力的不足。如果教師把教學失敗

的責任歸之於學生能力的不足與動機的欠缺，他們就可為本身紓解對學

生教學失敗所應負的責任，並藉以維護其專業的自尊。但教師不承認自

己能力不足，不負起教學應有責任，就不會努力去發現更有效的教學策

略，對教學就很難具有強烈的效能感。  

個人對行為成敗所作的歸因，影響其效能感。當個人把成功歸因於

能力與努力時，其動機就會獲得增強；當個人把失敗歸因於能力時，其

動機就會下降。因此教師教學歸因中對學習成敗決定因素及教學成敗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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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歸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種成敗歸因，自然會影響到教師的效能感。

再就效能感相關概念中的控制信念與習得無助觀之，個人若持有外控信

念或因外控信念而衍生習得無助，必將影響其效能的發展。教師若把學

習成敗決定因素歸諸學生天賦，把教學成敗責任歸諸學生本身，則其所

強調的便是能力而非努力，是外控而非內控，如此對效能感將有不利的

影響，本研究為免失焦點，對此不作探討。  

(六 )師生關係  

Ashton 等人 (1983)研究發現，良好的師生關係不僅可以助長教學成

果，而且可以提昇教師的效能感；反之，不良的師生關係不僅有礙於教

學活動的進行而降低教學效果，而且對教師效能感更有不利的影響，師

生關係可見之於教師對學生的管理方式。Thompson(1988)發現，低效能

感教師花更多的時間於教室管理。Ashton 與 webb(1986)對中學教師觀察

研究之後指出，低效能感教師以衝突及控制的觀點看待教室情境，懲罰、

威脅或公然讓學生出醜是他們管理策略的特色；反之，高效能感教師的

師生關係則較為輕鬆而友善，教師信任學生，遇到問題能以更積極的方

式處理，本研究也不直接探討其關係。  

(七 )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的大小影響學校組織結構、人際互動及師生關係。

Anderson(1968)即指出，當學校規模加大時，教師對學生的非個人化處理

及對革新的抗拒就會增加。Berman 等人 (1977)的研究顯示，教師效能感

與學校推動革新之間有著強烈的關係，其中學校規模相對地影響教師的

效能知覺。Newman 等人 (1989)，在研究影響教師效能感之組織因素中發

現，學校規模與教師效能感有關；他們認為大型學校學生比較難以教導，

 50



因而可能降低教師效能感。但國內在相關的研究中顯示，我國國小教師

之教學自我效能並未因其任教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孫志麟，民

80)，故尚無定論，值得進一步研究。  

(八 )同仁關係  

Rosenholtz(1989)也指出，由於教學專業本身的特性，教師大部分時

間與同仁隔離，其影響相當深遠；教師之間的非正式關係較不可能集中

於教學問題；因此減少許多相互協助的機會。在孤立的情境中，教師之

間雖然存在著相當廣泛的非正式交流網路，但他們彼此仍不願主動觸及

工作相關的主題，因此無助於彼此效能的激勵。  

依教師同仁關係的分析得知，教師彼此是否有孤立感、是否經常談

論教學問題及對相互間關係的感受，對其效能感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將此歸於工作壓力的人際因素中討論。  

(九 )學區特徵  

美國城市多數為少數民族及低社經地位者聚集之所，城市教師的心

理報償通常低於其他教學情境；低社經地位學生在學業進步上有較多困

難。這些學生被認為較具攻擊性而不具敬意，而且對學習持有消極的態

度。基於這些情況，大多數城市的教師抱怨，他們的監護性功能大於教

育性功能。Newman 等人 (1989)即指出，城市社區問題多可能減低教師效

能感。Franklin(1989)也認為，郊區教師比城市教師有較高的效能感，感

覺較能克服學生之環境與背景的不利影響。國內研究資料也顯示，國小

教師教學自我效能，因不同地區而有顯著差異，鄉鎮縣轄市高於直轄市

教師 (孫志麟，民 80)，故實習地區在城市或鄉村教師效能情形是否有差

異，值得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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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社會地位及生涯發展  

 影響教師效能感的社會地位因素，可從教師的薪資待遇、職業聲望

及社會肯定。教學專業最困擾的兩方面是，生涯進升機會的缺乏與薪資

待遇的平整性。Ashton 等人指出，全國性與社區性對教師地位定位的低

落，也是教師的另一個困擾而影響其效能感。  

根據 Ashton 等人 (1983)對美國教師所作的俗民誌研究結果顯示，教

師大多感到在社區中不振的形象；教師處在大眾對教師的期望高、肯定

少與工作困難的夾縫中，要達成大眾期望，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

的，本研究將其納入工作壓力之因素中進一步分析其與教學效能相關。  

 綜上所述，本研究考量實習教師無任教年資、擔任職務問題，故不

納入自變項，另教學歸因、師生關係及同仁關係和社會地位生涯發展則

於工作壓力因素中呈現，故依實際情形分別選取性別、教育背景、實習

學校、學校規模、實習地區、實習任教領域七個向度作為實習教師的個

人背景變項，當作進行教師效能感探討的自變項目。  

 

第三節 工作壓力理論與教師工作壓力相關研究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許多學者認為人們都普遍承受各種壓力。一

般的壓力分為兩個類型：即生活壓力與工作壓力。這些壓力對一般人的

生理、心理健康而言，均具威脅性，本節針對工作壓力之定義、來源及

教師工作壓力模式及教師工作壓力相關研究作一說明。  

 

一、工作壓力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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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潘正德 (民 84)研究：任何一個工作者在他工作上都有可能承擔某

種程度的壓力。  

國內學者朱敬先 (民 84)遂將工作壓力定義歸納為三者：  

（一）工作壓力是工作需要與個人資源不相配所造成的。  

（二）工作壓力具干擾個人工作環境特性。  

（三）工作壓力為個人在紊亂環境中產生之生理、心理反應。  

學者江鴻鈞 (民 85)也指出，員工在組織內工作常暴露於許多壓力

源，即工作壓力，如他人、事件、情境等。  

個人對工作意義之覺察會影響其對壓力之反應。此外，當工作要求

超過個人能力所及時也會產生壓力。  

French 等人 (1974)認為工作壓力是個人能力及可用資源與工作需

求，或個人需求與工作環境間差距所導致的現象。1975 年，Caplan 等人

認為將工作壓力界定為工作環境的特性，對個人造成威脅所產生的現象。 

Beehr & Newman(1978)認為工作壓力是一種與工作有關因素和工作

者交互作用下，改變工作者心理與生理正常功能運作的狀態。  

藍采風 (民 75)指出工作壓力係指工作環境的特性，對個體造成脅

迫，使個體感到而必需付出額外精力與保持身心平衡的一種現象。  

侯望倫 (民 73)提出：工作壓力是工作環境上的特質，對工作者產生

特殊生理或心理上要求而造成的結果。  

茲將國內學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整理摘錄列表 2-3： (資料引自曾守

誌，民 93；林水木，民 90) 

茲將國外學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整理摘錄列表 2-4： (資料引自曾守

誌，民 93；林水木，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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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學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  

學者  年代  對工作壓力的定義  

陳甦彰  民 70 
個人能力及可用資源與工作環境的需求，交互作用產

生的差異。  

郭旭修  民 71 
個體與組織內部壓力因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心理不

平衡現象。  

侯望倫  民 73 
工作環境對工作者產生特殊生理與心理要求造成的

結果。  

蔡先口  民 74 
工作壓力是因職務要求、期望和職責所感受到的壓

力。  

藍采風  民 75 
工作環境對個體造成脅迫，個體必須付出精力以求平

衡的現象  

周立勳  民 75 
對潛在工作情境或要求，認為威脅或妨礙工作所產生

的負面反應  

趙傑夫  民 77 
個人無法因應環境或環境不能滿足個體，使個人心理

脫離正常狀態。  

蔡壁煌  民 78 
在工作時與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産生的  

負面情感。  

張明麗  民 80 因工作情境因素引起不愉快的負面情緒反應  

吳秉恩  民 82 個人面對環境而形成生理及心理之調適狀態。  

林純文  民 85 
對潛在工作情境因素認為威脅或有礙工作，而產生的

負面情感反映。  

柏廣法  民 87 個體與環境之間供給需求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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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龍源  民 87 
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下，致使生理與心理產生不平衡

的狀態。  

李玉惠  民 87 
個體面對威脅情境－時無法消除而產生的被壓迫感

受或緊張狀態。  

陳聖芳  民 88 
工作環境中超過個人負荷要求，造成威脅感，改變正

常身心狀況。  

葉兆祺  民 89 
個體面對工作情境，為因應需求與自我期望，身心產

生的失衡狀態。  

曾守誌  民 93 

就本身工作對內外在環境之變遷需求，自我覺知難以

既有的經驗與資源來加以處理；因而導致身心的干擾

與掙扎，致使個體的工作效能產生變化的一種現象。

（資料部分引自：曾守誌，民 93；林水木，民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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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外學者對工作壓力之定義。  

學者  年代  對工作壓力的定義  

French et al. 1974 個人能力及資源與環境需求之間的差距所導致的現象。  

Margolis et al. 1974 個人與其工作交互作用，破壞心理和生理穩定的狀態。  

Caplan et al. 1975 工作環境中對於個人產生威脅的一種特性。  

Cooper & 

Marshall 
1976 環境因子衝擊個人的影響及個人對壓力源的反應現象。  

Kyriacou & 

Sutcliffe 
1978 工作角色施加於個體身上而產生負面情感反映。  

Beehr & 

Newman 
1978 工作因素與個人交互作用，改變個體身心的正常功能。  

Gupta & Beehr 1979 一種含有過度及有害特質的角色需求。  

Needle et al. 1980 個體需求、價值觀及期望與滿足之間的差距  

MacNeil 1981 工作情境中內外在變項與人格交互作用產生的現象。  

Moracco & 

McFadden 
1982 個體知覺工作威脅自尊引發心理及生理的不穩定變化。  

Parker & 

Decotiis 
1983 個體職場中面臨機會、限制與要求，失去常態之狀態。  

Leach 1984 個體知覺能力與預期效果有差距，而導致挫折的現象。  

Litt & Turk 1985 面對超過能力所及之問題而產生不愉快及苦惱的經驗。  

Kyriacou 1987 個體遭遇威脅超過解決能力時的不愉快、消極與苦惱。  

(資料部分引自曾守誌，民 93；林水木，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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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探討，本研究對於工作壓力之看法，本諸實習教師之觀點，

從教師工作壓力角度出發，將工作壓力定義為：「面對工作情境變遷時，

為因應工作環境要求，在生理、心理產生一種緊張失衡的負向反應感覺」

由以上定義指出工作壓力涵蓋下述向度：  

(一 )工作情境之變遷與需求：  

工作壓力大都來自工作本身目標需要及職責所在之無形影響，任何

工作都有時間及成效的需求，對工作者自然形成工作本身上的壓迫感。  

(二 )工作者為因應工作環境要求所產生生理心理反應：  

工作者自我覺察其個人知識、能力、經驗、資源等，不足以應付內、

外在環境需要，也造成個人感受生理工作壓力各個不同的現象。  

(三 )緊張失衡的負面反應：  

適當工作壓力故可促成工作成就。但若超越負荷時，往往易使個體

在生理上及心理上分別產生不同的威脅與疾病現象，更容易產生工作倦

怠的面反應。  

 

二、工作壓力的來源  

國外 Douglas H.Powell 認為壓力源分別來自挫折、威脅及衝突等 (愈

筱鈞譯，1996)；依不同理論觀點，壓力有不同壓力來源和嚴重程度，然

而每一種理論均會提及環境與個人因素 (李新鏘等譯，民 88)茲分別敘述

如次：  

(一 )環境因素方面：由環境而產生者，如擁擠、污染、噪音及都市

壓迫感等所造成。  

(二 )個人因素方面：如職業、個人人際關係及睡眠問題等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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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見壓力源含括個人問題、人際問題、學業問題、財務問題與

生活問題。也有學者認為壓力來源包括生涯環境壓力、生理上的壓力及

自己想法的壓力。  

馮觀富 (民 85)研究指出成年人常見壓力來源有人生缺乏意義、工作

不穩定、期望過高、角色衝突、在期限下工作、工作負擔、不會放鬆自

己、A 型人格、缺乏自信、太過複雜或單調的環境及一種沒有解決清楚

的人際關係。張春興 (民 83)研究一般人生活壓力來源為生活改變、生活

瑣事、心理挫折與衝突。此外，  Compas(1987)的研究認為壓力來源有三

種：分別為尖銳緊急的壓力源、長期壓力源與人際互動的壓力源 (轉引自

陳聖芳，民 88)。鄭忍嬌、陳皎眉 (民 83)，認為壓力來源大多為生活事件

及社會壓力等，生活中的壓力主要是個人本身的生活需求，或為個人角

色問題。  

而至於工作壓力特指在職業工作上產生的壓力，黃義良（民 88）研

究指出工作壓力係一種不良的循環過程，如圖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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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不合邏輯
不理性

表現
生產力低

行為
笨拙不合宜

感覺
恐慌、擔憂
害怕、憤怒

   

圖 2-2 工作壓力循環圖  

  （資料來源：黃義良，民 88）  

由上圖可知在工作上想法如不合邏輯，感覺害怕擔憂，行為不合

宜，工作表現生產力低時，自然工作壓力會高漲。    

至於為什麼會形成壓力呢？依據 Greenberg 認為答案有二：一、源

於「壓力因子」，一源自「壓力反應」。其中壓力因子有些是生理上的，

有些是心理上的。 (Greenberg，1996；潘正德譯，民 89)。  

此外，國外 Cooper(1983)研究列出六個主要工作壓力源分別為：（1）

工作情境（2）工作壓力角色（3）人際關係壓力（4）生涯發展（5）組

織結構（6）工作無聊與單調性壓力：  

Cooper等後來發展出一套工作壓力指標 (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OSI)，其概念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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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導向的策略
邏輯的策略
時間管理
投入/奉獻

工作滿意

成就價值與成長
對工作本身
組織設計與結構
組織歷程
人際關係
心理健康
身體健康
缺勤

工業傷害事故

環境 個人 結果

X

 

圖 2-3 工作壓力指標概念模式  

（取自勞工安全衛生研究報告，民 85；頁 6）  

 

林靈宏對於壓力的研究將壓力區分為五項 (林靈宏，民 81)，包括：

與工作有關的、組織中的角色、事業生涯發展、組織中的關係、與外部

的介面等，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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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有關的

組織中的角色

事業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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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部的介面

個人的差異
  人     格
  知    覺
過去的經驗

壓             力

 

 

圖 2-4  壓力的來源  

資料來源：組織行為學，林靈宏譯（Woodman,R.W.原著），民 81，台

北：五南。  

 

Mcgrath(1976)認為組織中工作壓力來源有下列各項：  

1.任務壓力 2.角色壓力 3.內部行為情境壓力 4.物理環境引起的壓力  

5.社會環境造成的壓力 6.個人內在系統的壓力  

薛爾滋 (Schultz,1977)認為一般組織中工作壓力來源，主要因素包含

下述各項：如質與量的工作過度負荷；工作情境改變；表現評量；角色

模糊；角色衝突；職業發展；人際接觸；工作的作業程序等項。  

實習教師，從生活上言，正處於由學校生活轉成準教師的過渡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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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又需為未來的教職準備教師甄試考試，很符合以上所言：生活改變、

不穩定工作、角色模糊及衝突、實習工作繁瑣，與同儕人際互動等可想

如此情形，均可能為實習教師之壓力來源。       

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2-5 及表 2-6 所示。 

表 2-5  國內學者對教師工作壓力來源之探究  

學者  年代  教師工作壓力之來源與內涵  

劉焜輝  民 73 1.人際關係；2.學生行為；3.教學要求；4 工作負荷。  

蔡先口  民 74 

1.學生的不良行為；2.個人的人際關係；3.角色期望；4.工作的負

荷；5.學校的風氣；6.行政的支援不足；  

7.教師的專業發展。  

周立勳  民 75 
1.工作過度負荷；2.班級教學；3.學生行為；  

4.行政的支持；5.專業的不適任感。  

林幸台  民 75 
參與決策、同事關係、工作負荷、督導評鑑、專業知能、經費設

備、角色期望、物質報酬。  

單小琳  民 77 
行政支持不佳、學生表現不良、工作量太重、教學輔導欠缺、專

業成長不足、違反教學原理。  

林玟玟  民 77 學生不良行為、工作負荷、人際困擾。  

黃正鵠  

鄭英耀  
民 78 人際關係、學生行為、教學要求、工作負荷。  

蔡壁煌  民 78 工作負荷、行政環境、參照團體、專業發展。  

郭生玉  民 78 
與學校行政人員關係、學生的不良行為、學生學習方面、工作負

荷、角色方面、教師專業發展。  

張瑞芬  民 78 1.學生個別差異太大；  

 62



2.社會大眾對特殊教育缺乏認識；  

3.社會一般人態度消極；4.必須費心製作教具；  

5.家長過度依賴與要求。  

郭生玉  民 79 
與學校行政人員關係、學生的不良行為、學生學習方面、工作負

荷、角色方面、教師專業發展。  

謝琇玲  民 79 人際關係、角色方面、教學工作、時間分配、工作負荷。  

鄧柑謀  民 80 工作負荷、人際關係、決策參與、工作肯定、專業知能。  

張明麗  民 80 1.學生行為；2.班級教學；3.行政支持；4.工作負荷；5.同事關係；

張德聰  民 81 

1.職業上要求及工作特性；2.社會期望；  

3.工作負荷量；4.缺乏參與感；5.工作情境；  

6.角色不明確；7.角色衝突；8.角色負荷；  

9.人格特質；10.人際關係；  

張進上  民 81 行政支持、學生管理、工作負荷、同事關係。  

張明麗  民 81 學生行為、班級教學、工作負荷、行政支持、專業不適任感。  

林思妙  民 82 
管理學生的常規或處理其不良行為、教學成效及學生課業表現、

過重的工作量、新的教育措施、其他。  

郭生玉  民 84 

1.與學校行政人員的關係。2.學生不良行為。  

3.學生學習方面；4.工作負荷；5.角色方面；  

6.教師專業成長；  

江鴻均  民 84 
人際處理層面、學生訓導層面、工作負擔層面、在內在衝突層面、

在角色期許層面。  

陳貞芳  民 85 
1.人力不足；2.行政工作；3.角色過度負荷；  

4.角色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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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民  民 85 
1.工作負荷；2.人際關係；3.教學工作；4.行政支持；5.個人發展；

6.違反教育原理。  

林純文  民 85 人際關係、工作負荷、學生行為、時間支配、專業知能。  

蔡純文  民 87 專業自主、適性學習、家長參與、變革適應。  

林秀靜  民 87 專業知能、同事關係、家長問題、工作負荷、學生問題。  

蔡金田  民 87 1.工作過度負荷；2.行政支持不夠；3.專業不適任感。  

葉龍源  民 87 
1.來自上級的壓力；2.行政負荷的壓力；  

3.人際關係的壓力；4.本身內在衝突的壓力；  

陳聖芳  民 88 
1.同事緊張關係；2.行政不支持；3.工作負荷；  

4.缺乏工作外在報酬；5.師生家長緊張關係。  

葉兆祺  民 89 
1.角色壓力；2.班級教學；3.工作負荷；  

4.個人發展；5.人際關係。  

林昭男  民 90 內在衝突、工作負荷、人際關係、專業知能、變革適應。  

邱素珠  民 90 
專業素養、班級教學、生涯發展、角色認同、環境與人際  

工作負荷、輔導與支持  

陳文俊  民 90 角色壓力、人際關係、專業成長、班級教學  

曾守誌  民 93 
親師溝通與同儕關係、課程內容與課程實施、教學工作與工作負

荷、     行政配合與人際關係、課程設計與科技運用  

（資料由研究者彙整；部分引自：曾守誌，民 93；林水木，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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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國外學者對教師工作壓力來源之探究  

學者  年代  教師工作壓力之來源與內涵  

Mcgrath 1976 

1.任務壓力；2.角色壓力；  

3.內部行為情境壓力；  

4.物理環境引起的壓力；社會環境造成的壓力；  

6.個人內在系統的壓力。  

Schultz 1977 

1.質與量的過度工作負荷；  

2.工作情境的改變；3.表現評估；4.角色模糊；5.角色

衝突；6.職業發展；7.人際交往；  

8.工作的作業程序。  

Cichon & Koff 1978 

1.工作上非自願的調動；2.困擾兒童的輔導；  

3.班級學生過多；4.教師不足；  

5.工作評鑑不實；6.學生的暴力行為；  

7.實施新課程。  

Kyriacou & 

Sutcliffe 
1978 

學生的違規行為、不良的工作條件、時間的壓力、不

良的學校風氣。  

Clark 1980 
專業不適任感、校長與教師的專業關係、同事的關係、

班級教學、工作過度負荷。  

Ivancevich 1980 
1.實體環境；2.個人方面；3.群體方面；  

4.組織上的壓力；5.組織外的壓力。  

Dedrick, 

Hawkes & 

Smith 

1981 
違規的學生、缺乏時間完成工作、學生的冷漠、非教

學性的職責、財務方面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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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1981 
1.結構氣氛；2.角色任務；3.組織外在壓力；  

4.工作特性；5.職業發展。  

Moracco 1981 
1.行政的支持；2.經濟安全感；3.教導學生；  

4.工作負荷；5.教師人際關係。  

Barber 1982 
1.學生管教；2.能力要求；3.法令；4.報告；  

5.專業地位。  

Bartell 1984 
與行政人員的關係、與學生的關係、工作過度負荷、

與同事的關係。  

Foxworth 

Karnes & 

Leonard 

1984 
同事間的問題、工作與報酬、與學生有關的工作、行

政人員的觀點。  

Mykletun 1984 
1.工作過度負荷；2.學生不良行為；  

3.組織氣氛。4.同事關係；5.職位的更換。  

Raschke 1985 
1.時間不足；2.學生違規事件；3.學生的冷漠；4.非教

學職責；5.學生能力差距太大。  

Zelleforow 1987 

工作狀況、同事支持、專業知能的感覺、與學生及家

長間的互動、行政的支持 /地區的政策、角色 /方案的明

確度。  

Leffel 1988 
文書工作、學生動機、違規行為、時間壓力、家庭的

責任、德州教師評鑑系統、學生父母。  

Hung 1988 教學、行政人員 /同事、學生、學生家長。  

Connor & 

Clarke 
1990 

時間壓迫、學生因素、同事 /行政人員的關係、體制 /

社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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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g 1990 
學生問題行為、時間 /資源的困難、專業認知的需求、

人際關係。  

Hipps 1991 
工作負荷、部屬與上司的關係、同事關係、與學生的

關係、薪資與報酬。  

Boyes 1993 

缺乏同事的支持、方案缺乏領導與結構、喪失個人時

間、服務於多元學校的困難、沈重的教學工作、同時

任教於普通班及資優班的困難、工作上的要求、空間

或時間不足、安排計畫表的困難、滿足資優生需求的

困難。  

Borg & Riding 1993 
1.缺乏支持與解決衝突；2.不適當的資源；  

3.工作負荷過重；4.工作條件與職責。  

Salo 1995 
1.學生問題；2.工作內容；3.學生家長。  

4.社區；5.個人因素。  

Chaplain 1995 1.專業發展；2.學生行為態度；3.工作任務。  

（資料引自曾守誌，民 93；吳錦隆，民 90；張郁芬，民 90）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可歸納教師工作壓力主要來源為以下八個主要

層面：  

(一 )人際關係  

教師在學校，與行政人員及教師同儕接觸之時間長，且基於教學工

作需要討論與成長，若教師彼此間關係不合諧、冷漠、緊張對立甚至敵

視則其同事間人際關係將倍感壓力。故人際關係為教師工作壓力之主要

來源之一 (林純文，民 87；林秀靜，民 87；劉焜輝，民 73；  MyKletu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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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負荷  

教師工作除課堂教授教科書，更須在教學前做好教學準備、課後批

改大量作業及配合學校行政業務工作。例如：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活動、

教學觀摩、處理學生問題、協助行政工作推動及參訪活動等等，故「工

作負荷」為教師工作壓力之重要來源 (林水木，民 90；林秀靜，民 87；

郭生玉，民 79；林幸台，民 75；  Mykletun，1984)。  

(三 )專業知能  

教師必須在工作領域中，對課程教材教法，諮商輔導等之專業職能

上不斷求新終身學習，才能因應教學與日俱進的變革，這對教師構成極

大的挑戰與威脅。此外，教師人格特質中，如有完美主義者，其內在自

我要求標準過高，如此易對自我專業知能感到不足，無形中成為其本身

之工作壓力。故「專業知能」為教師工作壓力來源之一 (林水木，民 90；

鄧柑謀，民 80；林幸台，民 75；Clark，1980)。  

(四 )學生管教問題：  

學生長之行為與家庭、社會、學校皆有關聯，學生行為形成乃源於

其早期環境及後來之各種環境之總合（張春興，民 85）。教師在管教學

生之過程中，必須面臨許多的問題與挑戰，故學生管教問題為教師主要

的工作壓力之一。（林水木，民 90；張瑞芬，民 78；蔡先口，民 74；Cichon 

& Kiff,1978；Kyriacou & Sutcliffe,1978b）  

(五 )家長問題  

親師合作才能確保更有效的教育功能，故家長與學校教育間關係密

切，且有相輔相成之效，如果家長態度積極，親師對學生之「教」、「養」

觀念一致，則對於學生之教育，功效自然加成。反之，則會對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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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工作壓力 (林秀靜，民 87)。  

(六 )教師人格特質  

工作壓力的產生有些與教師本身人格特質有關 (Salo，1995)，研究顯

示工作適應與人格特質具顯著差異存在。成就動機對工作滿意具顯著影

響力。且內控取向與成就取向呈正向關係，權威取向、權術取向、風險

取向則與工作滿意度呈負向關係（吳錦隆，民 90）。  

(七 )學校規模  

某些研究顯示大型學校，教師工作壓力大於小型學校（周立勳，民

75；程一民，民 85）；也有因不同學校規模，其工作壓力出現顯著差異。

（郭明堂，民 77；蔡先口，民 74），大概是由於大型學校教職員工多，

共識建立不易；小學校數少，互動密切，較易形成共識。  

(八 )兼任行政職務  

根據陳聖芳 (民 85)之研究，台東地區國小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者，其

工作負荷壓力達於顯著水準。而程一民與陳貞芳認為工作壓力不受任教

兼職之影響。但更多的研究顯示是否兼任行政教師其感受壓力有顯著差

異（謝琇玲，民 79；蔡璧煌，民 78；郭明堂，民 77；周立勳，民 75；

蔡先口，民 74）  

學校教師之工作壓力主要來源為：人際關係、工作負荷、專業知識、

學生管教問題、家長問題、教師人格特質、學校規模與兼任行政職務等

八大因素。另又可歸納九個方面去瞭解教師壓力來源如下：。  

1.來自個人因素方面：為專業發展、專業不適任感、角色衝突、角

色壓力、角色不明確、人格特質等。  

2.來自工作方面：有行政工作及行政工作負荷、角色任務、督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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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表現評估、作業程序、職位更換、參與決策、時間支配、工作肯定

等。  

3.來自人際關係方面：有同事關係、師生關係、親師關係、與行政

人員關係、上級壓力及缺乏同事、上司支持等。  

4.來自組織織方面：有校風、組織氣氛、組織外在壓力、組織氣候、

內部行為情境壓力等。  

5.來自社區關係方面：有社會大眾要求、社會大眾缺乏對教育的認

知、社會環境壓力等。  

6.來自家長因素方面：有過度依賴與要求、不明事理不合作等。  

7.來自學生因素方面：為學生管教、學生表現、學生暴力行為、個

別差異太大等。  

8.來自違背意願方面：有違反教育原理、違法、非教學職責等。  

9.來自其他因素：如時間不足、經濟、新課程、新教育措施、不適

當的資源等。  

綜合上述，可瞭解當前教師工作壓力日益受到重視，而本研究以參

考以上主要教師壓力來源與實習教師較相關的「人際關係」、「工作負

荷」、「學生管教問題」及以考量較符合實習教師處境的「生涯發展」及

「角色壓力」當做國中小實習教師工作壓力的探討因素，歸納實習教師

工作壓力為下列五項來探討，即 (一 )人際關係：指國中小實習教師在工

作上包括與校長、主任、組長、實習輔導老師、實習學校之同儕、同事、

家長或學生間互動產生的壓力因素。 (二 )工作負荷：指國中小實習教師

由於工作特性，所產生工作時間和工作量方面的壓力。 (三 )角色壓力：

指國中小實習教師對於角色期許、角色模糊及角色衝突所感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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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涯發展：指國中小實習教師對於工作本身其發展性所產生的壓

力，包括晉升機會、專業發展、工作待遇、進修研究及甄試錄取機會。(五 )

管教學生：指國中實習教師對於班級經營、學生行為問題、教學技巧、

學生學習等方面所感受的壓力。  

 

三、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教師工作壓力之研究主要涵蓋兩部份，所謂教師壓力情境和壓力反

應 (張瑞芬，民 78；藍采風，民 75)。換言之，壓力情境乃一種刺激，為

產生壓力的外在客觀環境或事件；而壓力反應為因應外界刺激所作之調

適與因應，屬於一種生理和心理的症狀反應。  

現試從教師工作壓力模式之研究取向分析，說明教師工作壓力理論

三種模式情形：  

(一 )、Kyriacou 和 Sutcliffe 所提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J.Sutcliffe 及 C.Kyriacou(1978)二氏被認是針對教師工作壓力研究的

先驅者，主張教師壓力感乃來自教師知覺環境的需求，而環境之要求可

能來自兩方面：即他人所施加的壓力或自我所施加的壓力。其所提壓力

模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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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師個人特質：教師的屬性變項、人格需要、適應信念--態度--
價值系統

1.可能的壓
力來源：物
理與心理的
。

6.慢性壓力
症狀：心身
症、心臟病
、胃潰瘍、
心理疾病

4.適應機轉
：減少感受
到威脅

5.教師壓力
：負向情感
，有關心理
、生理和行
為反應。

8.屬於非職業的壓力
源。

3.實際的壓
力源。

2.評估對個
人安全自尊
和安全的威
脅。

 

圖 2-5  Kyriacou & Sutcliffe 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資料來源：郭生玉，民 78，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心厭關係之研究，

教育心理學報，22 頁，類 131-146。  

 

由此模式圖可知教師工作壓力可能的壓力源，經個人評估後形成實

際壓力源，再經由適應機轉處理產生出的工作壓力，無法排解時最後造

成壓力慢性病症狀，而形成整個互為因果之關係 (林水木，民 90)。  

 

(二 )、Moracco & Mcfadden 所提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圖 2-6) 

依據二氏所提教師工作理論模式，概念如下：  

1.教師壓力源包括學校及校外環境，直接或間接造成教師之工作壓

力。然教師知覺不一，所感受之工作壓力強度亦各有不同。  

2.教師工作壓力含潛在的與實際兩方面的工作壓力。實際工作壓力

是一種客觀評估所存在的事實者，而潛在工作壓力則須經由教師主觀認

定並評估可能對本人自尊、幸福等有所威脅時，才會明顯成為實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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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方對個體產生明顯之影響。  

3.教師評估潛在壓力時，常受到個人人格特質及價值觀等之影響，

所評估結果不管正確與否，皆對個體產生直接影響。  

4.壓力持續長久而不能獲圓滿解決時，個體易形成身心慢性疾病徵

候。  

(7) 教師的特質

過去的
經驗

人格
特質

價質
觀念

(2)
評估機轉
威脅自尊

(4)
因應機轉
減低壓力

(3)
實際壓力源
為教師知覺

(5)
壓力的
徵兆

(6)
長期倦怠
身心疾病

(1)
潛在的
壓力源

社
會

工
作

家
庭

(D)

(A)
(B)

(C)

 

圖 2-6   Moracco & McFadden 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郭生玉，民 78，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心厭關係之研究，

教育心理學報，22 頁，類 131-146。  

 

(三 )Tellenback , Brenner & Lofgren 之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圖 2-7) 

本模式強調學校的社會特質對壓力的影響是由刺激到反應的過程。

此模式為 Tellenback,Brenner 和 Lofgren(1983)修正 Kyriacou & Sutcliffe 之

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而得。此種模式包含三個層面：即壓力源與壓力

反應的關係，教師特質的影響、評估及適應機轉與非職業壓力源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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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依據此三層面研究其對教師工作壓力之影響；其理論模式如下

圖：  

 

 

1.學校社會特質

2.教師特質

3.可能的
壓力源

4.實際的
壓力源

5.一般性
緊張

6.身心健
康的損傷

7.退出
工作

非職業性
的壓力源

評估 適應機轉

 

 

圖 2-7 Tellenback,Brenner & Lofgren 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資料來源：Teacher stress:Exploratory model building.by 

S.Tellenback,S.D.Brenner & H.Lofgren,1983,Journal of 

Occuptional Psychology,56,pp.19-33. 

 

根據以上三種壓力模式可瞭解教師工作壓力均涉及外在及內在因

素，來源多元，由教師個人特質、學校社會特質、非職業壓力源等交互

影響產生；持續的工作壓力當適應機轉無法排解時對身心健康會造成損

傷或工作倦怠離職等情況。  

 

四、教師工作壓力因素之相關研究  

依據文獻，以下就與本研究較相關之七個向度作一探討說明  

(一 )性別與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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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芳 (民 85)之研究顯示男女教師工作壓力無顯著不同。陳文俊 (民

90)、林玟玟 (民 76)、劉焜輝 (民 73)、Moracco & Mcfadden (1984)研究顯示

女性教師在工作負荷壓力方面顯著高於男性教師。  

林玟玫 (民 76)與 Moracco & Mcfadden(1984)研究發現女性教師壓力感

受高於男性教師；邱素珠 (民 92)研究台北市國小實習教師工作壓力也顯

示女性大於男性。  

周立勳 (民 75)與張進上 (民 79)與謝琇玲 (民 79)等人研究結果指出男

性教師工作負荷壓力高於女性教師。  

由上述研究可知對男女教師工作壓力情況，無一定論，值得再進一

步探討。  

(二 )婚姻狀況與工作壓力  

1.程一民 (民 85)、陳貞芳 (民 85)、葉龍源 (民 87)等研究結果認為：婚

姻狀況對教師工作壓力的影響並不顯著。  

2.黃義良 (民 88)、鄧柑謀 (民 80)、謝琇玲 (民 79)、蔡壁煌 (民 78)等人

研究發現、某些已婚教師工作壓力高於未婚教師。  

3.葉兆祺 (民 89)、林純文 (民 85)、張明麗 (民 80)、張進上 (民 79)、周

立勳 (民 75)及 Shearin(1997;引自葉龍源，民 87)等人研究則發現在某些項

目，未婚教師工作壓力高過已婚教師。  

有關教師婚姻狀況與其工作壓力之關係的研究上，各學者專家研究

結果也並不相同，仍值得加以探究，但是基於國中小實習教師大部分均

未婚，區辯度偏低，故本研究不列入背景因素探討。  

(三 )擔任年資與工作壓力  

吳錦隆 (民 90)對訓導主任之研究中發現，擔任第一年訓導主任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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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者有較大之壓力。此點與蔡先口 (民 73)發現年資淺者工作壓力較大

相契合。且與張麗琪 (民 89)研究國、高中教師任教第一年者工作壓力大

於 6 年以上者結果相合。而實習教師是否工作壓力沉重?也有其研究之必

要，唯其也無年資區別，故本研究也不列入變項探討。  

(四 )健康與工作壓力  

適當的壓力對身體是有益的。如過重的壓力易導致疾病的發生。相

對而言，過少的壓力亦會產生疾病 (Greenberg,1996)。但個人常會將外在

環境令人不舒服及緊張感理解成威脅或挫折或以超乎自己能力去處理。

壓力常造成身心健康的威脅，本研究設計相關開放性問卷問題，希望瞭

解實習教師壓力的狀況。  

(五 )人格特質與工作壓力  

人格是由很多不會立即改變且可預測之短期行為模式等人類特徵所

組成，學者研究指出人格特質可界定為個人顯示其典型之人類特徵或變

動因素之混合 (張添洲，民 82)。楊牧青 (民 89)分別說明各種人格特質如

下：  

1.內外控取向：  

(1)內控者：認為可以掌控自我的命運者稱為「內控者」  

(2)外控者：自認無法控制環境及行為結果者，常處於被動、消極

狀態，聽天由命。  

2.成就取向：願迎接挑戰，勇於承擔責任且追求自我實現之程度。

凡成就動機較高者，會傾向努力克服阻礙，完成工作。  

3.權威取向：指追求權勢、較高地位的心態。  

4.權術取向：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具權謀概念，強調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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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觀點，有較高傾向者，喜歡說服他人少被說服。  

5.風險取向：指個人做決策時所願承擔風險之意願。  

鄭晉傑 (民 79)研究發現人格特質與工作壓力感受有顯著相關。  

Fontana & Abouserie(1993)研究發現，人格特質比教師年齡、性別更

有效能預測知道受試者之工作壓力。  

王尚剛 (民 83)研究也指出不同人格特質者在「時間限制」、「工作表

現」及「個人影響力」三個壓力知覺構面中皆有顯著不同。邱信憲 (民

83)也發現不同人格特質在工作壓力症狀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本研究

因探討教師效能與工作壓力相關，故不另外再研究人格特質的問題。  

(六 )學校規模與工作壓力  

有許多學者 (郭峰偉，民 89；吳宗立，民 85；程一民，民 85；江鴻

鈞，民 84；周立勳，民 75；趙傑夫，民 77)研究顯示大型學校教師其工

作壓力大於小型學校。然而林幸台 (民 75)則研究發現小型學校教師工作

壓力大於大學學校教師。江鴻鈞 (民 84)對國小初任校長之研究發現，13

班以上者工作壓力高於 6 班以下者。而林昭男 (民 90)、葉兆祺 (民 88)、

葉龍源 (民 86)分別對國小初任主任、實習老師、國小主任調查均無顯著

差異。  

此外，針對國中訓導人員調查研究，學者楊志能 (民 83)發現班數少

者，其工作壓力高於班級數多者。  

學者研究看法不一致，故學校規模之大小，是否影響實習教師工作

壓力有再加探討之必要。  

(七 )城鄉地區與工作壓力：  

周立勳 (民 75)研究顯出，任教於市區、市郊教師班級教學壓力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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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之教師，另張進上 (民 89)研究亦指出，鄉鎮教師在班級教學及行政

支持上之壓力，小於市郊教師。再者，部份學者更發現市區學校教師較

市郊或鄉鎮教師在班級教學及學生行為方面承受較大壓力和工作心厭

(burnout)現象。（周立勳，民 75；張進上，民 79；張明麗，民 81；郭生

玉，民 84；程一民，民 85）。  

在行政環境上之壓力，鄉鎮地區教師壓力大於市區服務之教師（郭

明堂，民 77；蔡璧煌，民 78；謝琇玲，民 79）。此亦反應學校所在地區，

會受環境、社區影響，故造成城鄉差異文化學校差異。因之，城鄉教師

所知覺工作壓力不同。  

然亦有學者認為不同地區教師對工作壓力經驗不受影響（鄧柑謀，

民 80；Moracco & McFadden，1984）。故城鄉地區差異，工作壓力尚無定

論，值得再探討。  

綜合本節文獻探討可知學者研究教師對工作壓力不同方向、工具及

對象所作研究結果，發現有不一致之現象。而計對國中小實習教師工作

壓力方面之實徵研究，有再加探討之必要，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後認為重

要的因素提出實習教師工作壓力的自變項分別為性別、學校規模、實習

地區，另依實習教師特性加列教育背景 (學歷 )、實習學校 (國中或國小 )

及實習任教領域，依變項則為前節所述之人際關係、工作負荷、角色壓

力、生涯發展、管教學生等五項，希望能進一步瞭解各變項相關性。  

 

第四節 教師效能感與工作壓力之關係 

 

關於教師效能感與工作壓力兩變項的相關研究，國內外資料文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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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國外部分 Greenwood、Olejink(1988)針對十八個學校 522 位教師

所做的研究顯示，教師壓力總分和教師效能呈現負相關的現象，此外工

作壓力和學生行為相關最高，和學校人員的相關也達顯著  (資料引自郭

峰偉，民 89)。而國內相關的研究目前僅見郭峰偉 (民 89)國中教師工作壓

力與教師效能關係之研究及鄧珮秀 (民 92)台北縣國民小學教師工作壓力

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為例。   

國內學者郭峰偉於民 89 年的研究是以問卷調查法研究，直接採用劉

威德 (民 82)編製的「教學自我效能問卷」測量國中教師的教學效能，及

蔡先口 (民 74)編製的「教師工作壓力問卷」來測量國中教師的工作壓力；

問卷回收後，進行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

相關分析考驗各變項間的相關情形。根據其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效能感

與工作壓力呈現負相關 , 其各工作壓力分量表與教師效能總分上也呈現

負相關，表示壓力愈大，效能愈低；其他教師的學科教學效能和學生不

良行為呈高的負相關，學生常規管理效能和學生的不良行為也呈高的負

相關，教師效能與工作壓力間呈顯著相關情形獲得證明。  

鄧珮秀（民 92）針對台北縣國小教師的研究指出工作壓力以「工作

負荷」為最大壓力源，教學效能屬中上程度；工作壓力與教學效能呈低

度負相關；中低高工作壓力教師，教學效能具有顯著差異；工作壓力各

層面對教學效能具有中低度預測力，整體達 17.6%的聯合預測力。  

由上論述，可知相關探討文獻有限，故我國的教師或實習教師，其

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壓力間究竟其關聯為何？值得再進一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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