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教師效能感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 

 

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小實習教師效能感(teachers’sense of efficacy)

及工作壓力(job stress)現況，並針對不同背景實習教師分別比較兩者之差

異，同時瞭解其間之相關情形，最後研究不同背景變項與教師效能感對

工作壓力的預測功能，最後歸納研究所得，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實習

相關的教育主管機關、師資培育機構、實習輔導學校、實習教師及未來

研究之參考。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敘述本研究的動機和目的，並提出研究待答問題

與研究假設，最後作本研究重要名詞之界定及研究範圍和限制說明。全

章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第

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和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乃百年樹人之大計，立國的根本，教育成效直接影響國家整體

發展。在教育活動的整個歷程中，教師所扮演的是課程教材設計、引導、

啟發、評鑑等決定性的角色，更是教學者、管理者、領導者及終身學習

典範帶領者多重的功能角色，故教育成敗繫於教師素質的良窳，而健全

師資培育歷程攸關教育品質，其每一過程均值得探討與重視。 

健全教師培育歷程是一長期連續發展的過程，主要包含三階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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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職前養成教育階段或稱準備教育，至大學畢業的實習階段或稱引導

教育，最後是任教的在職階段或稱進修教育。一位稱職的教師，在任何

一個階段均要能調適得宜，保持彈性且不斷充實，以因應時代需求的變

革，其中引導教育的實習階段，居於教師專業成長、承先啟後地位，最

值得重視探討。 

近二十年來，針對教師效能感有過許多討論，認為一位有效能的教

師通常能自我洞察、自我接納且充滿自信，能接納學生愛學生，有耐心

且充滿學習動機和教學意願，又富幽默感。而教師效能感與教師的表現

習習相關，也是觀察教師是否勝任愉快，達成教學目標的重要指標

(Maxwell,1993;Wu,1995)， Bandura(1977)認為教師效能指教師相信自己有

能力去引導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樂於學習，所以教師效能感與學生

成就有很高的相關；教師效能感也一直被認為是教師留任教學工作的重

要因素之一，另 Ashton和 Webb則認為教師效能感一般指教師個人對教

育效能所持的信念與預期，源自於教師動機(Ashton & Webb,1986)，直接

影響教師的思想與行為，不同的效能信念，會有不同的效能預期，不同

的效能預期，就會產生不同的教學態度與行為表現(徐昊杲，民 85)，故

一位有效能感的教師對自己及學生均能充滿信心，他相信一位理想教師

有影響學生的能力且每位學生都可能因學習而改變，也因此是教學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攸關學生成就及教師留任意願，因此一位具高效能感

的教師是能因應教育環境變遷，而對自己工作感到勝任愉快，故希望在

實習教師身上瞭解其教師效能感情形，並研究其與實習教師工作壓力間

的相關程度。 

有關教師工作壓力，美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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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起即針對全國性調查，結果發現教師普遍有相當大的壓力感受，

之後大量研究亦顯示其存在的事實。壓力為現代人普遍感受到的現象，

工作本身即是壓力源之一，最早研究壓力概念為醫學人員，其發現許多

過去少見的疾病，如冠狀動脈心臟病、胃潰瘍、高血壓等，幾乎和工業

革命的興起一起流行開來。這些研究認為這些疾病是現代化生活壓力所

引起，其至癌症、過敏、氣喘、皮膚病等均有增加趨勢，也可能與壓力

有關，故過度壓力的確造成身心健康傷害，威脅到職業生命，許多職業

倦怠來自工作壓力。近年來社會多元變化急遽，大眾媒體對教師負面報

導，使教師地位下降，而校內教學資源不足、行政領導、組織再造、教

改亂象、家長介入，已使校園不再單純化，教師在此複雜變遷環境產生

的工作壓力自然加大，一個工作壓力大的教師絕對會影響到其教學品

質，侵害孩子的受教權益。故本研究希望瞭解實習教師工作壓力情形，

並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實習學校有效研究結果，冀以為輔導實習教師的

重要參考。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學術研討會(民國 87)對實習教師的調查，顯示

80%實習教師遭遇定位不清，角色模糊的問題，75%對實習及任教前途有

高度不確定感，61%為生活費兼差，39%覺得被剝削，24%覺得很痛苦；

另根據許多的研究指出，在實習階段，也就是實習老師（Intern teacher）

任教的第一年是最焦慮、最恐懼、最孤立、最難熬的一年（Fuller, Wood, 

Rapoport, & Dornbusch, 1982）；國內研究也發現；經過了分發實習之後，

師範生的教學態度及任教意願均有負向改變（張芬芬，民 73）。這顯示

出在實習引導教育階段，對一個大學或師範院校畢業生而言充滿挑戰與

壓力，更是生涯角色轉換關鍵的一刻，而師資培育機構及教育實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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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增進教師效能感，提昇教師素質，關係著未來教育品質的良窳。

了解實習教師工作壓力所在，並探討其是否與教師效能有相關，才能提

供適切的協助，提昇教師效能，達成預定的教育目標。本研究動機可歸

納如下：  

 

一、大量實習教師進入校園，其身心發展情形值得研究。 

梁偉岳(民 84)研究指出，當教師對工作感到壓力時，這些感受會對

個人身心健康、幸福及自尊產生負面作用，並影響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自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教育部開放各大學設置教育系

所或教育學程，為非師範院校學生提供了從事教職管道，打破以往師資

僅由師範校院一元培育，而進入多元培育師資時代；一般大學也加入師

資培育行列，截至九十二年已有八十八所大學開設教育學程，致使每年

大量產出實習教師，其薪資、待遇及工作保障均有別於以往舊制師範院

校實習教師，故工作壓力有加大趨勢，這些大量的新制實習教師，未來

將成為校園新血輪，影響學校發展，其處境值得進行瞭解，並及早預防，

以協助維持其身心平衡，並激發教育的熱忱。 

 

二、國中小實習教師一方面要承受自己生涯轉換困境，另一方面又要面

對正處於未成熟的國小學童及「狂飆期」身心急劇變化的國中學生

階段，其工作壓力及調適值得特別重視與探討。 

健全的師資培育是一長期發展的連續過程，每一歷程均有其功能及

重要性。職前教育提供教師專業知能及涵養專業精神；實習階段則以教

育現場，讓實習教師驗證所學，配合資深教師輔導，增益任教知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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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育則具隨機彈性、不斷精進，特別在資訊發達知識經濟時代，以符

時代脈動，新教學典範不斷推陳出新的教學需求特性。 

大學畢業教育實習屬於引導教育階段，是提供實際教學環境及磨練

教學技能的機會，讓準教師可以結合理論與實際，為個人角色轉換、生

涯發展找到定位。然而國外若干研究顯示：剛畢業實習開始為人師的第

一年是最難熬、工作壓力最大的一年，到底是否要繼續走下去？還是掉

頭而去？面對決擇，充滿茫然感；國內學者也曾指出，任教年資越淺，

越容易有工作倦怠，尤其國中小教師因為面對未成熟及狂飆期階段之學

生更容易產生工作倦怠（郭生玉，民 79）國外學者研究也指出，新進教

師由於工作壓力，容易萌生去意，約有一半的新進教師在任教前七年會

離開教職，可見實習教師在引導教育階段的工作壓力值得我們去探討及

了解，以使該階段的教育功能有效的發揮，留住更多好人才。 

 

三、國中小實習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感情形及與工作壓力感受是否有所

關聯，也值得我們去了解，以提供師資培育機構參考。 

於一九八四年 Gibson &Dembo研究提出教師效能感包含兩層面，即

個人效能(personal efficacy)與教學效能(teaching efficacy)後，相關研究大

量出爐，其中有相關因素探討、相關模式驗證等；國內則以研究組織效

能、學校效能居多，而教師效能僅民八十年孫志麟、八十一年王受榮的

「國中小教師效能感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八十五徐昊杲的「我國專科學

校教師效能相關因素研究等聊聊數篇；根據國外學者卡夫(Cavers,1988)

的研究指出：教師對學生的問題行為的知覺與自我效能有關（引自李玉

嬋，民 83）。據實證資料顯示，實習教師在管教學生方面面臨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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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我效能感是否會影響工作壓力，在以往國內外的許多研究中，

著墨較少，國內僅見郭峰偉(民 89)作過國中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效能關

係之研究及鄧佩秀(民 92)有關國小教師工作壓力與教師效能關係之研

究，結果均顯示兩者存在負相關；特別是有關教師自我效能是否真可降

低實習教師工作壓力？或自我效能可預測實習教師的工作壓力，均值得

再加以深入探討，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 

 

四、研究者長期接觸國中小實習教師，對國中小實習教師輔導深具信心

及興趣 

研究者在國中及教育局服務，每年均輔導接觸許多國中小實習教

師，深刻了解實習教師工作壓力問題，為更有效幫助其成長，故選擇深

入探討其工作壓力與教師自我效能關係，務期由了解進而有效幫助國中

小實習教師走上勝任愉快的教學生涯。 

 

五、教育人員退休潮-凸顯主客觀環境改變，教師工作壓力加大，以後會

有大量的實習教師填補缺額，成為校園新血輪，及早預防可能環境

壓力，或提供抗壓思考，誠屬必要。 

從許多資料顯示，自民國八十七年後因國家教育政策不確定性如公

教人員退休、待遇等的調整，九年一貫教育改革的紊亂及資訊時代來臨，

全面電腦化的教育工作環境激盪、教師地位明顯下滑等，在在加速了教

師離職退休的意願，每年退休人數根據公務人員退撫基金通訊九十二年

十月公佈資料從八十五年有一千九百九十四人，逐年直線上升至幾千

人，至九十一年已有九千四百八十七人，而九十三年根據統計申請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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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更達一萬一千八百零四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通訊，民 92)，如

此情形下去，預計教育界將大量換血，而今日之實習教師，馬上將遞補

上來，故及早了解其工作壓力所在，給予有效紓解，並適時提振其教師

效能感，為當務之急，也是本研究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以國中小實習教師為對象，期望透過各種文

獻資料蒐集與問卷調查分析，瞭解目前國中小實習教師的教師效能感與

工作壓力的實際狀況及其間的關聯，進而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相關單

位決策之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中小實習教師所知覺之教師自我效能感之

差異情形。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中小實習教師所知覺的工作壓力差異情形。 

三、 探討國中小實習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工作壓力的關聯情形。 

四、 探討國民中小學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師效能感對工作壓力是

否具預測功能。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基於前述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待答問題加以考驗。 

一、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背景、實習學校、學校規模、實習地區、

任教領域】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之差異情形為何？ 

二、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背景、實習學校、學校規模、實習地區、

任教領域】的國中小實習教師所知覺的工作壓力之差異情形為何？ 

三、 國中小實習教師教師效能感與工作壓力的相關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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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提出那些有關實習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師效能感

對工作壓力的預測? 

依據待答問題及第二章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1-1：不同性別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1-2：不同教育背景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 1-3：不同實習學校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 1-4：不同學校規模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 1-5：不同實習地區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 1-6：不同任教領域的實習教師，在教師效能感上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不同性別的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存

在。 

假設 2-2：不同教育背景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

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2-3：不同實習學校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

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2-4：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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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2-5：不同實習地區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

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 2-6：不同任教領域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在所知覺的工作壓力有

顯著差異存在。 

假設三：國中小實習教師教師效能感與所知覺工作壓力存在顯著相關。  

假設四：國中小實習教師背景與教師效能感對所知覺工作壓力具預測功

能。 

 

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所提到的重要名詞之概念性定義及操作型定義陳述如

下： 

 

一、 實習教師 

係指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實習教師證後進入特約實習學校

實習者。依據民國九十年十月修正公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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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實習教師的教育實習事項包含教

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實習期間以前兩者

為主，後兩者為輔。就中等學校而言，實習教師每週教學實習的時間不

得超過編制內合格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

六節，並安排有師資培育機構的「實習指導教授」與教育實習機構的「實

習輔導教師」進行輔導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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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稱的實習教師，係指民國九十二年六月畢業於師範院校或

一般大學教育學程，且分發或申請至台灣省桃園縣各國民中小學實習的

教師而言。 

 

二、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 

本研究所稱的國中小實習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教育背

景、實習學校、學校規模、實習地區、任教領域等六項。其中各變項內

容如下： 

（一） 性別：分男性和女性 

（二） 教育背景：研究所、師範院校大學部、一般大學教育系及教

育學程學分班等四類畢業生。 

（三） 實習學校：指實習教師在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實習之謂，即

分國中實習及國小實習二類。 

（四） 學校規模：指實習學校的目前班級數。 

依教育部現行規定，學校規模可分為大型（41班以上）、中型

（21-40班）及小型（20班以下）三類。 

（五） 實習地區：指台灣省桃園縣各國民中小學所在地區，分為城

市及鄉村地區二類。其定義如下： 

1. 城市：指桃園縣地區的縣轄市（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

及其他市區學校。 

2. ：鄉村：指桃園縣地區前台灣省教育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所審定的台灣地區偏遠地區與特殊偏遠地區，包括(復興鄉、

其他鄉鎮部分學校－國中七所、國小廿七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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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任教領域：指九年一貫新課程所統整之七大領域，但本研究

分成九領域為： 

1.本國語文 2.英語 3.數學 4.自然 5.社會 6.健康與體育 7.藝

術與人文 8.綜合 9.包班或特教；若國小包班情形及有跨領域

教師及國中小特教教師則以第九項歸類實習任教領域。 

 

三、 教師效能感 

本研究特指教師對於自己本人教學能力或教育能夠正面影響學生

的一種能力認知及信念，是教師主觀的能力判斷，依文獻分析，研究者

將此種能力信念歸納分為兩種成分： 

（一） 個人教學效能（personal teaching efficacy）： 指國中小實習國中

小實習教師知覺自己所具備的教學技巧或能力，是對自己教學能

力及技巧的自信程度，屬於效能的預期。 

（二） 一般教學效能（general teaching efficacy）：指國中小實習教師對

一般教師能影響學生學習結果的能力信念，即教師預期教學工作

於外在環境限制下，仍能改善及影響學生學習的程度，是一種結

果的預期。 

本研究教師效能感的操作型定義係以國中小實習教師在「實習

教師效能感與工作感受調查問卷」中第二部分「教師效能方面量表」

所得分數來表示，得分愈高，表示其教師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則

表示其教師效能愈低。 

 

四、 教師工作壓力(teacher job st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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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作壓力係指國中小實習教師面對工作情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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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教師

工作壓力操作型定義係以自編的「實習教師效能感與工作感受調查問卷」

中第三部分「實習教師工作感受量表」得分之高低表示。為避免工作壓

力負面效應，改以「工作感受」名稱施測，其得分作為工作壓力的指標，

得分愈高，表示國中實習教師所承受工作壓力愈大，反之則愈小；綜合

文獻探討，歸納提出其內容包括五種工作壓力層面：人際關係、工作負

荷、角色壓力、生涯發展及管教學生問題，編成預試問卷，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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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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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預試

後經統計軟體 SPSS預試分析，得到預試題目只呈現二種有效工作壓力

層面因素，進而研究者視其題目內涵，分別以「工作負荷與生涯角色」

及「管教問題與人際溝通」命名，其中因素一：「工作負荷與生涯角色」

－係指國中小實習教師由於工作特性及對角色期待和本身未來生涯發展

所產生的負面心理感受；因素二：「管教問題與人際溝通」－係指國中小

實習教師對班級經營、學生行為、教學技巧及其與學校人員間溝通所產

生的負向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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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教師工作壓力的操作型定義係以國中小實習教師在「實習教

師效能感與工作感受調查問卷」中第三部分「實習工作感受量表」所得

分數來表示，得分愈高，表示其教師工作壓力愈高，反之，則表示其教

師工作壓力愈低。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研究對象以九十二學年度桃園縣內二百卅所國民中小學，總計八百

廿位實習教師為樣本母群體。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係以九十二學年度桃園縣內二百卅所國民中小學，總計八百

廿位實習教師叢集隨機抽取五百位為研究對象，但樣本是否可以推論至

全國所有實習教師有待考驗。另實習制度於民國九十三學年度將有重大

變革，實習期限也由一年彈性改為由實習教師自由選擇一年或半年到實

習學校實習(半年者需另外通過檢定考)，今日實習課程將納入師資培育

一般正常課程中，並擬取消每月八千元津貼制度，故欲推論未來國中小

實習教師實習狀況，有待再進一步追蹤觀察。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方式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

中雖然力求謹慎周延，但某些教師效能感方面涉及內心深層問題，恐怕

不易在題目上完全展現，也是限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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