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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真的沒有料想到我這研究論文耗時了三年之久。提論文計畫時，我還只是

個期待早日通過教師甄試，成為正式教師的研究生。到了學位口考時，我已經是

個任教兩年的正式老師。 

當初想研究這個題目，主要是聽到身邊應屆考上正式教師的同學們充滿哀

怨的初任辛酸，除了想替他們找到跨越挫折的方法外，努力考教甄的我也是想著

可以順便替自己未來的職涯做心理準備、同時向教育界前輩學習。所以我非常迅

速的找好了研究對象，非常感謝我的個案教師在蒐集資料過程中，給了我十足的

信任，不論是課堂觀察時的放鬆或是訪談時的掏心掏肺、真情流露，都讓我的研

究更加豐厚、真實。  

記得當時的我超積極的想趕快畢業，因為我其實是想以碩士學歷去參加教

甄，希望有加分的效果，所以我是全班第一個提論文計劃的人。後來找訪談對象

跟蒐集資料也都很快速進行，後來因為研究所的課都修完了，本來打算回台南老

家完成四五章，結果因為上半年接代理，初任教師的摸索及慌亂，讓我每天都好

累，加上下半年遇到教甄考季，論文進度整個停擺。 

順利考取正式老師後，以為可以游刃有餘的把論文完成順利畢業。可是身

為初任教師的我，真是高估自己了，如同我的研究結果，我把期望值拉太高，所

以光是忙帶班就來不及了，回到家論文根本無力繼續撰寫，又這樣拖了一年。雖

然看似論文內容沒有進度，但是其實在一邊教學的過程跟整理資料中，我自己也

不斷反思著自己的心路歷程，每當我自己遭遇挫折時，都會想起我的研究個案，

她的經驗也變成警惕我、提醒我的例子。 

不知不覺，我也漸漸走過初任教師的路，即將要送走我的第一屆學生，修

業年限也已達極限的我告訴自己:要跟學生一起畢業！於是，和學生平時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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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們給我的回饋，也變成我在整理結果、討論時很重要的靈感。 

雖然，口考前一天真的焦慮到不行，不過所幸最終還是有好結果。經過了

幾番波折，我的論文也終於平安「出生」啦！這一路來真的要感謝好多人。 

感謝爸媽無限的耐心和鼓勵，陪我慢慢熬過這漫長的研究生日子。不斷鼓

勵我不要放棄，也不斷提醒我自己正在做一份幫助自己，或許也能幫助他人的研

究。也真的辛苦他們忍受我這臭小孩拖了三年之久，還得不斷提心吊膽怕我浪費

了先前修習的課程。 

感謝如同爸爸一樣溫暖存在的指導教授──湯仁燕老師。湯老師總是循循

善誘，不會強逼我進度，讓我可以從容地磨我的四、五章（雖然自己有點太「從

容」了）。謝謝老師每次 meeting的提點，雖不限制我的想法，卻能讓我從雜亂

龐大的資料中找到隱形的輪廓。考上正式老師時，老師的鼓勵也讓我更有動力繼

續下去，遇到挫折時，也是老師的話給我許多力量。 

感謝小妹平時忍受我的焦慮、抱怨，也聽我分享我的研究結果。特別感謝

她在口考前，陪著我一遍遍練習，把我的論文講得更清楚。有了她，我才不會繼

續逃避。 

感謝研究所好夥伴冠淳，這陣子一直被我煩著問各種論文、口試的問題，

她總是迅速回訊息，讓我降低好多不必要的煩燥和焦慮。當天還特地搭一個半小

時的車來幫我紀錄，實在太感人了!當天有她的眼神支持，我才不會忘了要笑。 

感謝研究所好夥伴亭蕙。因為同為湯老師的指導學生，能一路一起成長。

從研究所在學時，就時常鼓勵、讚美我，讓我有信心能完成研究論文。口試前的

祝賀和加油，也讓我充滿力量。願充滿愛的她也早日上岸並順利度過初任教師的

挫折。 

感謝大學好友兼研究所前輩同凰，一直提醒我的論文進度，也一直相信著

 



iii 
 

我會完成。口試當天早上的祝福簡訊，和把我的口試日期記在行事曆上的貼心舉

動，讓我很感動。 

再次感謝我的研究對象，毫不猶豫就答應受訪，也幾乎沒有防備心的讓我

有豐富的資料，也讓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學習和成長不少。 

感謝我的學生，讓我在寫論文時，對初任教師的心路歷程更有靈感，在研

究他人的同時，也在研究自己。 

感謝口委們當天笑瞇瞇的表情，讓我放鬆不少。會後的建議也讓我的論文

更完善，當我聽到「通過」二字，幾年來的壓力瞬間拋到九霄雲外。 

感謝自己最終還是沒有太擺爛，沒有放棄這得來不易的資料與成果。 

終於可以大聲的說: 

我要畢業了！ 

 

 

 

 

 

 

願這本論文能成為我往後遭遇教學挫折時的心靈良藥，可以的

話，更希望能同樣幫助到那些和我們一樣，曾經或正在遭受挫折的初

任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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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與復原力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遭遇教學挫折的狀況，其提升復原力之歷程

與方法。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三，首先探究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來源；其

次分析國民小學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最後探討國民小學初任教師

提升復原力的影響因子及其運作模式。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研究對象為台中市國民小學擔任六年級班級導師之正

式教師。研究者採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並進一

步分析資料與歸納研究結果。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獲得研究結論如下： 

一、 初任教師的教學挫折來源主要為教師知能與期望間的落差及歸因錯誤 

初任教師容易對學生抱太大期望，對教學也充滿美好想像，但往往個人的

教學知能、經驗並不充足，無法達成期望或目標。而歸因錯誤也常會導致

無法順利解決教學困境，所以當初任教師在期望與能力未達平衡前以及歸

因錯誤時，都會產生教學挫折。 

二、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可分為七階段 

包含「積極尋求外在支持系統」、「不斷自省及自我否定」、「消極逃離挫折

情境」、「重新定義挫折情境」、「證明自我能力、自求突破」、「接受現實」、

「回歸初衷」。 

三、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挫折復原力的運作模式隨著因應歷程而來回變動四種模

式 

包含「外在支持系統抵抗挫折感的補償模式」、「身心平衡的重建歷程模

式」、「失落的重建歷程模式」、「自我評估、複製經驗的免疫模式」、「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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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的免疫模式」、「改變看法的補償模式」、「教學挫折鞏固初衷的挑戰模

式」。 

並根據研究結果，在教學挫折方面，對學校機構、國小初任教師、未來研

究方向三個面向提供具體建議。 

一、 政府、學校機構方面 

(一) 初任教師導入研習增加剛過初任階段教師心路歷程分享及延長共

學社群年限 

(二) 學校建立初任教師支持系統及增加初任教師輔導管道 

二、 初任教師方面 

(一) 面對教學挫折要正向積極、冷靜分析並制定因應策略 

(二) 紀錄初任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三) 保持正向積極態度，並莫忘初衷 

三、 未來研究方向 

(一) 以研究題目而言，可針對初任教師行政、親師溝通、人際方面挫折做

更深入的探究 

(二) 以研究對象而言，可深入探討專家教師和初任教師在教學挫折與復原

力的比較 

 

 

關鍵字：初任教師、教學挫折、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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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eaching Frustration and Resilience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encountering teaching frustration, and the process and methods of 

improving resilience.There are three main research purposes. First, explore the source 

of teaching frustration for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seco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responding to teaching 

frustrations; and finally discuss the impact factors and operating modes to improve 

resilience of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 

This research was a case study. The object of study was a elementary school 

beginning teacher who teach a sixth grade class in Taichung . Researchers interviewed, 

observed, document analysis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data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1. The source of teaching frustration for beginning teachers is mainly the gap 

between teachers' knowledge and expectations ,and attribution errors. 

Beginning teachers tend to have too muc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students, and 

they are also full of expection for teaching, but often their personal teach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re not enough to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or goals. 

Attribution errors also often lead to the inability to successfully solve the teaching 

dilemma. Therefore, when the beginning teachers fail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abilities, or when attribution errors occur, there will be teaching 

fr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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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rocess of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responding to 

teaching frustr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stages. 

Includes "actively seeking external support systems", "continuous self-reflection 

and self-negation", "negative escape from frustration situations", "redefining 

frustration situations", "proving self-ability, seeking breakthroughs", "accepting 

reality",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  

3. Along with the stage of responding to teaching frustrations, the operation 

mode of resilience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anges four modes 

back and forth. 

Including "compensation mode for external support system to resist frustration", 

"reconstruction process mode of body and mind balance", "lost reconstruction process 

mode", "self-assessment, copying experience immune mode", "self-seeking 

breakthrough immune mode" , "Compensation model for changing views", 

"Challenge model for consolidating teaching frustr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teaching frustration, it 

provide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three aspects of school institutions, beginning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1. Government, school institutions 

(1) Institute for beginning teachers should increase the experience sharing of 

teachers who just past the beginning stage  ,and extend the time of the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y. 

(2) The school should establish a support system for beginning teachers and 

increases the counseling system for beginni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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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ginning teachers 

(1) Facing the frustration of teaching, we must positively and calmly analyze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2) Record the teaching Portfolio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 

(3) Maintain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don’t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3.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1) In terms of research topics,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s can be made on the 

frustrations of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personal aspectsthe of 

beginning teacher administration. 

(2) As fa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s concerned, it is possible to discuss in dep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eaching frustration and resilience of expert teachers and 

beginning teachers. 

 

 

 

 

 

 

 

Keywords: beginning teacher, teaching frustratio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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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遭遇教學挫折後之認知及心理歷程，希望

本研究能提供給國小初任教師教學實務的參考並向職前教師、初任教師、師資

培育機構、學校系統、教育行政機關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全章分為四節，第

一節為研究緣起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則為名詞釋義，第

四節研究範圍及限制，以下分述之。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壹、 教師心理健康影響學生學習 

教師位於教學的第一線，對於學生的學習影響遠遠超過其他因素，表現

好壞為有關教育成敗的關鍵（蔡佳璋，2014）。而一個優秀的教師，除了需要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能、精熟的教學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全的人格與健康

的心理狀態。因為有心理健康的教師，才能透過教學影響學生，以培養出身心

健全的學生（王以仁、陳芳玲、林本喬，2005）。 

在台灣，少子化的浪潮，讓學生人數直線下降，但教師的壓力卻沒有因

此而降低。在教改的推行和多元社會的衝擊下，現代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比起以

前來得多，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也較多（藍乙琳，2006）。今日的教師擔負的角

色越趨複雜，除了教學工作外，還有來自社會大眾、學生家長的期望與干預等，

接踵而來的壓力衝突與挫折挑戰，更直接衝擊到教育第一線人員—基層教師。

而也有學者指出，一個長期處於嚴重工作壓力下的教師，勢必抱著消極的自我

形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產生焦慮（林清江，1971），亦感心力交瘁，甚至有

放棄角色的意願（郭生玉，1980），進而可能降低教學熱忱，間接影響學生身

心平衡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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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教學上的種種壓力，調適良好與否對教師身心健康的影響可謂極其

深遠。有些教師能化壓力為助力，不斷從挫折中自我調整與堅持，找出新的活

力，在遇到挫折時，能展現自我復原力，將所學所長發揮到淋漓盡致，化危機

為轉機，讓教師效能可以充分發揮；而這調節的機制正是自我復原力的展現（王

淑女，2011）。 

近年來，教師個人適應及其心理健康之相關研究越來越被重視，像是關

心新進教師面對新環境或初任教師剛踏入職場的適應問題，彭欣怡（2000）就

曾針對幼稚園新進教師適應歷程進行研究，此外，有關教師職業倦怠或教師工

作倦怠成因之相關研究也非常多，如: 黃書瑾（2013）、林伯勳（2011）。由此

可知，教師如何調整其適應不良、挫折感及職業倦怠是現今不可忽視的重要議

題。 

每位教師在學習成為一位成熟教師的歷程中，難免會因面對壓力而感到

挫折失敗，但教師要能不斷從挫折失敗中自我調整，尋找出新的因應策略，展

現出「自我復原力（ego-resiliecy）」與「教師自我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 」，

並為教師帶來成長的意義和正面的價值，才能真正地提升自身之教學成效（王

淑女，2011）。而一份有關於教師工作研究顯示，除了教師發展與專業知識有

關之外，研究發現挫折復原力對於教師個人效能與情緒認同具有影響力

（Day，2008）。而許多學者也相信，高自我效能的教師對個人的教學能力充

滿信心，其教學行為表現較為積極:而低自我效能的教師，在教學上往往較易

感到挫折，其教學行為表現較為消極（孫志麟，2009）。 

綜上所述，良好的教師心理健康需具備教師效能感、情緒認同與自我復

原力，而挫折復原力為教師心理健康的根本，會影響其他心理素質，對此，研

究者深感身為一名教師挫折復原力的重要性。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vlATQ/search?q=auc=%22%E5%BD%AD%E6%AC%A3%E6%80%A1%22.&searchmode=basic


 
- 3 - 

貳、 初任教師進入教育現場後的挫敗感最大 

1980 年代 McDonald 與 Elias 在「初任教師的難題:訓練的危機」這份

研究提到的：幾乎所有教師都把他們進入教職的轉銜階段視為生涯中最艱難的

一段，甚至使用「創傷」來形容這一段經驗（吳麗君，2003）。許多學者在探

討教師生涯發展，有的將其發展歷程分為三段、五段，甚至是八段，雖然各家

學者對於擔任教師後的生涯規劃不盡相同，但是大部分學者皆認同初任教師階

段是一個教師求生存、進入社會化、大量學習，且觀念大幅改變的階段。甚至

有的學者更認為此一時期的教師所面臨的心理壓力及挫折感，是在整個教職生

涯中最大的（周麗華，2006）。 

通常初任教師第一年的工作經驗往往是最深刻也是最焦慮與恐懼的，會

長遠的影響和形成這些老師的教學風格，如早期的任教生涯未獲得支持性的輔

導，孤立的度過嘗試錯誤的焦慮階段，很可能影響他們未來做事和教學的態度

（謝寶梅，1996）。因此，這第一年的經驗對於初任教師未來的教育生涯是影

響最深遠的（陳美玉，1996；韓玉芬，2004），更是教師生涯中特別艱難的轉

化時期（Lortie，1975）。Sandefur（1982）的研究也指出，教學生涯的前三年

是最具磨損力的階段，新老師迫切需要獲得許多有用的教學技巧，以維持班級

體系的正常運作，同時又要適應學校的環境生態，此種嚴厲的挑戰對初任教師

而言，的確是一種劇烈的震撼。研究者也曾聽過一種說法提到初任教師進入現

場大概有三年的適應期，三年過後會有些人選擇離開教育圈，有些人選擇留下

來。 

而鄭閔澤（2009）提到，就像是市面上許多教老師們怎麼當老師的「工

具書」，卻很少詳細提到初任教師在現場面臨困境後尋找出路的過程，因此初

任教師很可能表面上模仿資深教師的方式來滿足社會期待，但內心卻不斷承受

理想與現實的衝擊，於是才會造成「離開」或「留下」的兩種結果。這樣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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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直到十多年後的今日依舊如此。 

由上述可知，初任教師時期可以說是一個教師養成的關鍵期（critical 

peroid），是成為直接影響到教師日後的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莊英正，2011）。

因此，探討初任教師發展歷程、教師自我效能及其身心調適實為重要。 

研究者搜尋了許多關於初任教師的研究，從中不難看出，各學者的論述

中皆十分重視初任教師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工作困擾）及適應問題，例如:張

德銳（2003）曾提出初任教師五大困境，分別有: （一）經驗越少，工作量越

大（二）環境孤立，缺乏支持（三）不熟悉學校文化（四）教師角色認知模糊

（五）家長與同事的不信任。李思宏（2006）也歸納國中初任教師來自教學現

場的壓力，包括行政事務、工作負荷、專業知能、人際關係、自我發展及社會

期待六個層面。在心理層面，劉華娟（2000）也提出了，生手面對教學的心理

困境有壓迫感及焦慮感。另外，游淳淑（2015）更整理了部分相關研究，發現

年資較深的教師其自我效能的程度高於年資較淺的教師，也就是說年資較淺的

教師，尤其初任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是較低的。 

除了上述多項研究發現初任教師容易有適應不良的情況、也容易產生挫

敗感之外，研究者也發現，身邊很多同學懷抱著滿滿熱忱及期待進入教育現場

後，有別以往實習有輔導老師的協助，第一次獨當一面帶一整個班級，卻是遭

遇滿滿的挫折，除了能力不足、技巧不純熟，還有許多「現實震撼」打擊他們

的信心。但是遭遇教學挫折後，卻只能短暫的在社群網站發洩心情，與同事朋

友聊聊後，新的一天就必須提起精神繼續向前，身邊的初任教師們常打趣的

說，當老師需要很強的「再生能力」。所以，研究者便好奇初任教師們進入教

育現場後，究竟產生哪些現實震撼？而造成他們教學挫折的原因有哪些？又是

什麼樣的方法使他們再次提振精神的呢？此外，研究者身為教育大學出身的師

資培育生，也曾歷經半年實習及幾次的代課經驗，在進行此研究前沒有長期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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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帶領一個班級的經驗，但是進入教育現場的現實震撼，以及身為初任教師的

焦慮及擔憂也曾感受過，而研究者在研究的這幾年間幸運地考上正式教師，也

進入教育現場成為初任教師，因此也希望能就此次研究，更深刻剖析初任教師

之心路歷程，並從中學習。 

學者許燦祥（2011）曾針對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復

原力與教學效能之間呈現正相關，李宛儒（2012）也提出復原力之「個人強度」

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力。而挫折復原力越高，則工作熱忱越高（蕭如怡，2010）。

另外，從研究教師自我效能的學者論述看來，教師的挫折復原力對於教師自我

效能也有相關。高自我效能者傾向富於挑戰的任務，遇到挫折時亦不會隨意改

變其行為，相反的，低自我效能者不僅往往選擇較不具挑戰的任務，遇挫折時

也會採取逃避的方式（孫志麟，2009）。因此本研究針對國小初任教師在教育

現場所產生的教學挫折，並從中探討提升其復原力之歷程及方法。 

參、 教學挫折及復原力之質性研究較為缺乏 

有相當多的論文研究關於「挫折」這個主題，大多是針對學童、青少年

到大學生的挫折容忍力研究，除了量化的相關性研究調查外，也有不少發展出

如何面對挫折的教學策略。而在成人的挫折研究上，大部分的研究也都針對職

涯挫折進行探討，例如:護理師、創業家等。但是針對教師挫折的研究卻很少，

而僅有的少數研究也多是整個教師職涯廣泛的量化研究，調查出其挫折項目及

來源。 

而關於挫折復原力，研究者整理文獻發現，教師復原力的研究大多為量

化的相關研究，只探討復原力與其他變項的關係，如：王淑蓉（2009）針對臺

北縣立國小教師在生活壓力、復原力與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許燦祥（2011）

進行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復原力與教學效能相關之研究；侯欣妤（2013）。臺

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挫折、工作投入與復原力之關係研究等。質性而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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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研究較為缺乏，其中陳尹雯（2016）就針對台北市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復原力進行質化的研究，而張嘉芸（2014）的研究也顯示出，國中教師復

原力會因服務年資增加而不同，服務年資 6-15 年的教師及 16-25 年的教師較 5

年（含）以下的教師表現為佳，也就是說初任教師的復原力較低。 

此外，王淑蓉（2009）曾針對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導入制度進行研究，發

現初任教師在任教職場上，之所以備感震撼與艱辛，是因為任教場域缺乏專門

協助任教教師者，由於學校認定已修習師資培育課程的初任教師，具備教師工

作的能力，導致初任教師孤立無援，甚至獨立做中學的情形，因此，國民小學

初任教師的輔導現況與其輔導需求有差異。而教育部於民國102年1月16日發布

的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中所提「建立初任教師輔導與評鑑方案」，要求縣

市及學校於教師初任教職的三年內，安排校內教學輔導教師協助初任教師，讓

初任教師得以在支持性環境下進行專業發展，順利融入學校環境。過了將近十

年，在初任教師的輔導這塊已漸受重視，因此了解初任教師認知及心理歷程很

重要，也可以去思考：還有哪些是我們能夠協助初任教師的呢？ 

而如同前述所言，初任教師剛進入職場擁有巨大的挫敗感，但是過去的

實徵研究中之研究對象也鮮少特別針對初任教師復原力進行探究，更少有深入

探討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整個心理歷程及其因應方法，而了解初任教師復原力

提升的歷程及策略實為重要。 

本研究希望能以深度訪談國小初任教師的方式，來了解國小初任教師教

學挫折的狀況，及其提升復原力之歷程及方法。希望能了解初任教師在面臨何

種教學困境時，會形成教學挫折？過程中初任教師產生何種挫折認知？又做出

何種挫折反應？在不斷面對教學挫折時，因應的過程中，又有哪些危險因子及

保護因子？而這兩類因子是如何交互運作，讓教師的復原力提升？另外，本研

究也欲在探討完初任教師遭遇教學挫折之原因及歷程，對相關機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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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與問題歸納如下: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呈現初任教師在進入教育現場後產

生教學挫折之原因和因應歷程，以及從中如何提升復原力。初任教師如何在其

遭遇教學挫折後，再次提振精神？初任教師們的思考及心理歷程為何？ 提升

初任教師復原力的方法及策略有哪些?是研究者欲關心的重點。最後，透過初

任教師的故事分享，給各界提供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來源。 

二、 分析國民小學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 

三、 探討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提升復原力的影響因子及其運作模式。 

貳、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問題探討之： 

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來源有哪些？ 

(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教學現場中，形成教學挫折的外在因素有哪些？ 

(二)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教學現場中，形成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有哪些？ 

二、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為何？ 

(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面臨教學挫折情境時，其產生的挫折認知為何？ 

(二)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面臨教學挫折情境時，其挫折反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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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提升復原力的影響因子及其運作模式為何？ 

(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教學現場中因應教學挫折的過程中，遭遇的危險

因子及保護因子有哪些？ 

(二)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教學現場中面臨教學挫折時，其中的危險因子及

保護因子是如何交互運作，以致提升其復原力？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初任教師 

所謂的初任教師就是在教師生涯中的前端階段，根據文獻回顧，可以發

現雖然各階段名稱不同，但就其階段特性及年資區分而言，指的是剛進入教育

現場正式任職之教師，而初任教師階段的年資界定，有的學者認為五年內，有

的則只有第一年才是初任教師，但大多學者一致認為在任教三年之內即屬初任

教師（白青平，2000）。而本研究所指的初任教師是指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學程，

取得合格教師資格進入國小正式任教且服務年資在三學年以下的正式教師，不

包含實習教師及代課教師。 

貳、 教學挫折 

「挫折」的定義是個體在追求某一目標的過程中，受到內、外在因素阻

礙，而其動機、需求未獲得滿足時，所產生的負面心理狀態。本研究所稱的「教

學挫折」則是指教師在教育現場進行教學工作時，受不同內、外在因素阻礙而

無法達成預期教學目標，進而產生挫折感之困境，其中面向包含教學活動面、

班級經營面、學生訓輔面。而本研究特別針對任職於小學之初任教師，所遭遇

的教學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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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挫折復原力 

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是當個體遭遇阻礙時依然能夠正向的堅持生命

目的的能力。而本研究之「教師復原力」指的是教師本來就存有之特質，指的

是其在面對教學環境時所產生的挫折、壓力與困境等危機因子時，能透過個體

內在保護因子（強調個人心理特質與能力）的展現以適當的因應策略，抵抗危

險因子，產生良好的適應結果以及勝任能力。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為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之研究面向包含教學前（課

程規劃、教學設計）、教學中（課堂教學活動、師生互動）及教學後（作業指

派及評量）等，並依據初任教師進入職場不同時期之復原力發展情況及歷程進

行探究，希望從中發現初任教師面對教學挫折的心境轉換及發展。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採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法，而所選取之研究對象

採立意取樣，透過訪談雖可以得到較深入的資料與較詳細的描述，但不可避免

的，由於缺乏大量的統計資料佐證，且是刻意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在引用

本研究之結論，做一般化推論時，須特別注意此項特性，應採取嚴格審慎的態

度，故絕對不可認為或直接推論本研究所描述的狀況即為教育現場的普遍實

況。 

另外，本研究僅探究國小初任教師教學面的挫折，無法涵括初任教師在

人際相處及行政方面的挫折。因此，缺少更廣的面向來看影響初任教師教學的

原因，也無法了解人際相處及行政挫折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教學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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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此處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挫折之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基礎之依

據。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挫折與教學挫折之意涵與理論，第二個部

分為復原力與教師復原力之意涵與理論，最後的部分則是初任教師階段的特性

及困擾，各部分也由相關實證研究進行整理及探討。 

第一節 挫折與教學挫折之意涵與理論 

在進行教學挫折的探究之前，研究者首先探討一般挫折的定義，並從過

去文獻所指出的挫折內涵，分析挫折的來源及其因應，進而定義教學挫折及探

討其內涵。因此，研究者也透過探討挫折的理論依據，發展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壹、 挫折之定義及內涵 

若從字典上的定義來看，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2008a）將「挫折」解釋為事情進行不順利或遭遇失敗。而「挫折」 

（Frustration）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現象（Arkoff, 1968），所以對於挫折的定義

及其內涵，很多學者都提出了說法。以下分別整理及說明挫折的定義及內涵。 

一、 挫折之定義 

學者勒溫（Lewin，1935）提出很簡單的定義，將「對目標接近動機的一

種阻礙」稱為挫折。戴利（Daly，1983）認為「個體對刺激做了反應，卻得不

到所預期的獎賞時，所產生的內在動機反應」就是挫折。Sappenfield（1954）

則認為不光只是行為本身受阻，他進一步詳細的定義，「挫折」是指個體的需

求、行動或目標遭到阻礙。另外，勒溫（Lewin）除了為「挫折」下定義外，

更以場地論（field theory）加以說明，例如:小孩想吃（是一種動機向量←）糖

果（+正價目標物），媽媽不准（阻礙物），導致該小孩產生挫折。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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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勒溫場地論 

資料來源:參考教師心理衛生（王以仁等人，2005） 

由勒溫的場地論可以知道，使個體產生挫折的阻礙物不只限定於事物或

環境，也可能是因另一個體（人）的阻礙而產生。 

不論國內外學者，皆在文獻上眾多不同的定義反映出這種紛雜的情形，

以下整理國內外各家學者對於挫折的定義及其核心概念，如表2-1: 

表2-1 

各家學者對於挫折的定義及其核心概念 

學者(年份) 對挫折的定義 核心概念 

Lewin（1935） 對目標接近動機的一種阻礙。 目標受阻礙 

Sappenfield

（1954） 

個體的需求、行動或目標遭到阻礙。 需求、行動、目

標受阻礙 

Arkoff（1968） 有目標的行為遭受阻礙的情況。 目標受阻礙 

Goodstein 與 

Lanyon

（1975） 

認為挫折指個體有動機去達成某目標，但受

到環境內人、事、物的阻礙，所引發的情境，

由此會產生挫折感等負面情緒。 

目標受阻礙 

負面情緒 

戴利（Daly，

1983） 

個體對刺激做了反應，卻得不到所預期的獎

賞時，所產生的內在動機反應 

結果未達預期 

動機反應 

Rathus 與

Nevid（1986） 

挫折是一種阻礙，即個體有動機去達成一個

目標，但卻受到阻礙，是對目標行為的一種

阻礙。 

目標受阻礙 

俞筱鈞（1984） 

 

由於外在環境力量的阻撓或延遲，使得個人

無法表現出所期望的行為，此種不舒適的心

理狀態。 

所期望之行為受

阻擾 

不舒適 

陳秀枝、李啟

塤（1997） 

環境因素阻礙或拖延個體達到目的所引起

之不舒適。 

目的受阻礙 

不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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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江平（1991） 在有目的的活動中，遇到能力無法克服或自

認無法克服的障礙與干擾，造成本身需要或

動機不能獲得滿足時所產生的消極的情緒

反應。 

目的受阻礙 

動機不滿足 

消極情緒反應 

李海洲與邊和

平（1995） 

個體有需要，為了滿足需要而有行動達成目

標，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個體受到了阻

礙，這形成阻礙的挫折情境，個體知覺到了

並有體驗，才能成為人們所感受到的現實的

挫折。 

目標受阻礙 

有知覺並體驗挫

折情境 

車文博（2001） 

 

個體在從事有目的的活動過程中，因客觀或

主觀的原因而受到阻礙或干擾，致使其動機

不能實現、需要不能滿足時的情緒體驗。 

目的受阻礙 

動機、需求不滿

足 

張振成（2003） 個體遇到干擾或阻礙，以致不能實現或延遲

其實現的經驗。 

受阻礙 

王以仁、陳芳

玲、林本喬

（2005）  

個體的動機受到阻礙或干擾，而無法依當事

者的願望，達成預定目標時，所產生的沮

喪、失意的心理現象 

目標受阻礙 

沮喪、失意 

莊文玲（2006） 當個體有目的的活動時，在環境中遇到障礙

或干擾致使個體的需要和動機不能獲得滿

足的情緒狀態，也就是當付出了努力卻沒有

得到回饋，其失望或失敗的情緒感受；或是

一種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或事情的結果未

達到自我的期許，而產生對自己失望的心理

反應。 

目的受阻礙 

需要、動機不滿

足 

結果未達預期 

失望、失敗感 

康嘉玲（2006） 

 

個體在獲取需求或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所遭

遇的困難情境，致不能獲得滿足，產生不愉

快的感受。 

目標受阻礙 

需求不滿足 

不愉快 

孫小策（2007） 

 

個體從事有目的的活動時，由於障礙或干

擾，其目的不能實現、需求欲望不能滿足時

的消極心理狀態。 

目的受阻礙 

需求不滿足 

消極心理 

石玉妃、何祖

順（2007） 

 

人遇到了無法克服的或自以為無法克服的

障礙與干擾，從而無法達到自己的努力目

標，無法滿足自己的需要，無法實現自己的

動機。 

未達目標 

動機、需求不滿

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方各家學者所提出之定義，研究者也於表格後半部分整理了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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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於挫折的核心概念，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挫折」的定義是個體在追

求某一目標的過程中，受到內、外在因素阻礙，而其動機、需求未獲得滿足時，

所產生的負面心理狀態。本研究所稱的「教學挫折」則是指教師在教育現場進

行教學工作時，受不同內、外在因素阻礙而無法達成預期教學目標，進而產生

挫折感之困境。而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挫折，則特別針對任職於小學之初任教

師，所遭遇的教學挫折。 

二、 挫折之內涵 

而除了對於挫折本身的定義之外，學者們也進一步的說明挫折的真正涵

義。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挫折包含兩項涵義，如國內學者張春興、楊國樞（1970）

便認為挫折有兩涵義:一是阻礙個體動機性活動的情境；另一是個體的動機受

到阻礙後，所引發的情緒狀態。高桂足等人（1974）也認為挫折具有兩項涵義，

一是指個體從事有目的活動時，遭遇阻礙或干擾，致使其動機無法得到滿足；

另一則是指個體由於動機受阻所引起的失望的、被阻撓、被破壞等等情緒狀

態。王鍾和、李勤川與陽琪（1983）也認為挫折有兩種涵義，除了上述提到的

情緒狀態，他們還強調了行為被阻礙的過程。陳皎眉（1986）則提出其一指阻

礙個體動機活動的客觀情境，也就是當個體碰到困難無法有效解決的情況；另

是指當個體有目的活動時，在環境中遇到障礙或干擾，致使個體的需要和動機

不能獲得滿足的情緒狀態，也就是當付出了努力卻沒有得到適當的回饋，而使

當事人產生失望或失敗的情緒感受。 

張春興（1992）更清楚說明了挫折的兩種涵義，一是指對個體動機性行

為（有目的活動）造成阻礙或干擾的「外在情境」；另一是指個體在挫折情境

中所產生的困惑、憤怒、焦慮等心理感受，可稱為「挫折感」。 

而後，薛宗煌（2009）更進一步將「挫折」的兩種涵義分為客觀及主觀，

他認為第一個涵義是指對個體需求、行動、目標、期望的阻礙，這種阻礙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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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情境或事件；第二個涵義則提指個體遭遇挫折情境時，所產生的心理不舒

適的負面情緒狀態。也就是說相較於第一個涵義，第二個涵義較為主觀。吳清

山、林天祐（2003）也歸納整理出了挫折的第一種涵義指一種情境或是一個事

件；而第二種涵義可稱為「挫折感」。也就是當付出了努力卻沒有得到適當的

回饋，個體引起失望或失敗的情緒感受。  

而為了明確起見，有些學者將其第一涵義統稱為「挫折情境」（馮江平，

1991；張春興，1992）也就是指對個體追求目標的阻礙，而將「挫折」一詞專

指其第二涵義；亦有學者稱其第二涵義為「挫折感」（吳清山、林天祐，2003；

張春興，1992）指的是挫折情境發生後，個體可能因之產生挫折。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挫折一詞應包含三種涵義，馮江平（1991）就提出

除了上述所言，個體需要不能獲得滿足的內外在阻礙或干擾等客觀情境狀態或

條件的「挫折情境」之外，更應細分為「挫折認知」以及「挫折反應」，前者

係指個體對挫折情境的知覺、認知和評價；後者指的是當自己的需要不能獲得

滿足時，所產生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比如憤怒、焦慮、緊張、躲避或攻擊等等。

他認為當「挫折情境」、「挫折認知」和「挫折反應」三者一併存在時，才構

成心理挫折，也就是所謂的「挫折感」。 

而「挫折感」為個體的主觀感受，不同的個體，縱使遇到相同的挫折情

境，其挫折感程度不一定相同（王鍾和等人，1983；林兆君，2003；康嘉玲，

2006）。有些挫折情境，讓一些個體產生挫折感，可以說該個體遭遇挫折；但

相同的困境，有些個體卻毫無感受，則很難說他們遇到挫折。一般而言，遭遇

到的挫折情境愈是嚴峻，所引發的挫折感可能愈強烈，卻並不是總是成正比（張

旭東、何宏儉，2007；張尚兵，2007），行為應是同時由個人與情境所決定（Endler 

& Magnusson, 1976; Magnusson, 1990），故介於情境與挫折之間，應存在影響

挫折感產生及程度之具主觀性質的中介變項，李海洲與邊和平（1995）將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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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挫折認知」，並定義為「個體主觀對挫折情境的知覺、認識、評價」，也

是如上述馮江平（1991）所提到關於挫折的第二項涵義。 

挫折認知的存在也符合認知論對認知的定義，Beck（1991）主張認知是

個體看待事物的方式，決定了感受的性質。另根據Burger（1997）定義人格為

「源自個體內一致的行為模式與內在歷程」，個體之挫折認知亦可視為其人格

的一部份。薛宗煌（2009）更認為這是影響個體之最重要構成部份，透過挫折

認知，也許微不足道的挫折情境被放大反應，或者把嚴重的挫折情境視為輕微

無害。 

遭遇挫折情境後的反應，包括情緒上的挫折感，也可能有行為上的反應，

故有學者將情緒及行為的反應合稱為「挫折反應」，並認為挫折認知影響了情

緒及行為反應（李海洲、邊和平，1995；馮江平，1991；張尚兵，2007），另

外認知論則認為，認知是情緒與行為的中介（Beck, 1991）。 

綜上所述，挫折包含了「挫折情境」、「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

當個體面臨到挫折情境時，會產生挫折認知，而挫折認知也會影響到最後個體

面對該挫折情境的反應，此三者也便是挫折產生及因應的歷程。而其中影響挫

折生成的組成最重要關鍵是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因此，本研究針對國小初任

教師的教學挫折進行研究，因此探討的面向則包含初任教師教學之挫折情境有

哪些?並聚焦在初任教師對於這些挫折情境的認知、思考為何?他們又對此做出

哪些行為及情緒反應?  

貳、 挫折的理論依據 

對挫折形成的有系統解釋的理論，主要有本能學說、認知理論、需求理

論、精神分析理論、以及修正的挫折攻擊理論（馮江平，1991；薛宗煌，2009；

侯欣妤，2013），以下將針對各理論分別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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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挫折本能學說 

20 世紀初，英國著名的策動心理學創始人麥獨孤（W.Mcdougall）提出，

個體受挫而產生的種種行為，起源於本能。他認為，人和動物的行為都是有目

的性的，而目的性有高下的不同。其最高的一級是經過最高度的深思熟慮的行

為，即開始行動前，先考慮其目標和手段，然後在不同的可能行動之中，運用

思想，慎加選擇。較低的一級是也許明確考慮過目標和步驟，但沒有慎加選擇

的行為，更低一等的一級是有關目標和方法，也許僅有極模糊和粗略的預見而

實現的行動，最低級的目的性也許是衝動性的行動。同時，他把人們行動力歸

之於本能，認為本能是人類所有一切活動的推動者，如果我們消除這些本能傾

向及其有力的衝動，有機體將不能進行任何活動。他把人的意志活動，包括崇

高的道德行為通通歸之於本能衝動。 

在麥獨孤看來，策動和維持行為的動力是本能的，一切行為都在於奮力

達到一定的目的。人在活動中遭受挫折而產生的情緒，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各種

行為，也都是本能衝動的結果。麥獨孤關於挫折的本能說觀點，雖一度流行，

但由於其並不能闡明挫折的社會因素，也遠不能把構成社會行為本能動因概括

淨盡，所以，這種學說並不為多數心理學者所承認（馮江平，1991）。 

二、 認知理論－理情行為治療 

認知論強調個體思考之重要，認為個人的煩惱並非來自事件本身，而是

源自個體於對事件所抱持的信念，其對事件的詮釋所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想法

（段秀玲，1995）。 

其中的「理情行為治療」（rational-emotive behavioral theropy,REBT）是由

Albert Ellis 於 1955 年所創，他認為人類不是因事情陷入困境、挫折，而是被

個體非理性邏輯思考的信念所困住，人的行為與情緒反應皆因本身的思考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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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錯誤的行為及負面情緒、挫折即是自身非理性邏輯思考的信念而造成。Ellis 

曾引用古希臘斯多噶學派的 Epictetus 的話說：「人不是被事情困擾著，而是

被該事件的看法困擾著。」馮觀富（2005）則認為挫折大部分是認知歷程受到

干擾造成的，思考決定個體的感受。 

而後 Ellis（1970）更提出 ABC 理論，此架構提到 A（activating event）

指的是「緣起事件」，B（belief）指的是「信念」，指個體對此事件的信念、想

法，C（consequence）指的是「結果」，個體用自身的信念來解讀此事件，所

導致的行為、情緒的結果。Martin 與 Dahlen（2004）亦認為在挫折感形成中，

個體對事件的解讀及受自身信念的影響可能大於受個人價值觀的影響。因此，

個體的信念認為某件事是挫折時，此事件就對個體產生負面的影響，讓個體引

發挫折感。 

三、 需求理論 

Lewin（1935） 認為挫折感源自於個體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而人本主義

的創始人馬斯洛（Maslow）提出需求理論，他將需求分為七個層次，由低至

高分別為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安全需求（safety need）、隸屬與愛的

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自尊需求（self-esteem need）、知的需求

（need to know）、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need）

這七個層次（張春興，2005）；而Alderfer則修正為三類需求，分別是生存的

需求、人際關係的需求及成長的需求（馮觀富，2005）。而不論是哪位學者提

出的需求理論，皆強調各階層不但有高低之分，且有前後順序的差別，且當較

低層次的需求滿足時，較高一層的需求將隨之變強，但不管哪一層次的需求得

不到滿足時，就會發生不滿足感及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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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神分析理論 

精神分析學派是奧地利著名精神病學家佛洛依德（S.Freud） 於1896年所

創立的，他將人格結構分為三部分，及本我（id）、自我（ego）與超我（supergo）。

「本我」強調各種衝動之滿足，以滿足立愉快為目的之人格層次，Hall（1954）

分析其有無理性、自私、以自我為中心、喜愛享樂無節制等特色，屬於快樂原

則；而「超我」則相反，像是一個法官，為個體的行為定標準、道德規範，目

的是管理個體之慾望使不致毫無約束而觸犯法律，屬道德原則，即是良心及理

想，也就是「理想我」。「自我」則居於「本我」與「超我」之間，人格中較理

性、真實，是屬於行為導向，用來調節本我、超我及外在世界，使個體有效的

因應外在世界之需求，屬現實原則（俞筱鈞，1984）。而佛洛依德和他的學生

在其研究及其學說中，較多的涉及到了挫折問題，並提出許多有價值的見解（馮

江平，1991）。  

他們認為「本我」要求各種衝動需立即被滿足，但現實社會有各種限制，

必定無法事事立即滿足，無法無限的滿足，這些限制就會形成挫折感；另一種

挫折則來自於「超我」對「本我」的約束，在「本我」慾望衝動時，以道德及

價值觀拘束個體的任意行動，亦可能形成個體不能滿足的挫折感。 

五、 修正的挫折攻擊理論 

Dollard與Miller 提出的挫折攻擊理論指出，挫折必然導致攻擊（Cardwell, 

1999），然而只有少數實徵研究支持這項假說。Berkowitz（1989）便提出修

正版，解釋並非所有挫折都會引起攻擊，只有感到不愉快的挫折感時，才會引

發攻擊。研究發現，對引發挫折者的攻擊性高低，視個體判定其行為是具有敵

意的或僅是意外事件而定。因此，負面情緒的想法，會使整個經驗更不愉快，

並增加攻擊的機會，相反的，若能夠減少負面情緒的想法，則比較不會引發攻

擊行為（林宗鴻，2003）。挫折攻擊理論原本只是指出挫折與攻擊行為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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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較偏向於探討「挫折反應」的面向，而依據許多實徵研究結果的修正版

解釋，則呼應了「挫折認知機制」的存在，也解釋了挫折認知對於挫折反應之

影響。 

以上是幾種解釋挫折發生的理論，其中薛宗煌（2009）認為需求理論的

需求不滿足及精神分析理論的本我快樂受阻礙，著重解釋的是「挫折情境成立

的條件」，而認知理論與修正的挫折攻擊理論則強調個體對事件的思考，著重

挫折認知部分，與因挫折認知而形成的挫折感及挫折行為反應。 

雖「挫折」尚欠缺一個專門的理論基礎來闡述，大部分是以其他理論間

接解釋挫折之涵義，但仍可從相關理論中歸納出，人們產生挫折感的原因，不

管是因非理性邏輯思考的信念而造成或是需求得不到滿足，皆來自於個體自身

為主（侯欣妤，2013）。因此，在探討個體如何因應挫折之前，應針對影響個

體產生挫折的原因進行探討，研究者將在下段詳細說明挫折的來源及因應。 

參、 挫折的來源 

引發個體挫折或感到挫折的原因，包羅萬象，可能是自然環境的限制，

而使個體感到不順遂，也可能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人為因素或個體能力不足，

使得個體的需求或動機無法得到滿足。而各家學者對於挫折來源的分類方式也

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學者認為挫折來源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生活中一切政治的、經濟的、

種族的……人為因素、個體本身能力及所有可能遭遇到的人事物等（高桂足

等，1974；張春興，1992），幾乎包括從外顯的物理運動到內隱的認知歷程在

內的任何東西（芮伯，2002）。也有學者認為挫折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面臨

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二則是個人的需求無法獲得滿足（吳清山、林天祐，2003）。

曾細紅（2010）曾提出挫折產生的原因有四項，分別是不安全感、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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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思維及追求完美，而侯欣妤（2013）的研究也所歸納出挫折感的三個面向，

分別是「阻礙感」、「期望落差」及「失敗感」。 

有關挫折的系統理論，大致上將挫折的來源分成兩大類，如吳鼎隆

（1985）、吳武典、洪有義（1987）及王以仁等人（2005）分為外在因素與內

在因素；李海洲、邊和平（1995）分為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黃國彥、黃堅厚

與宋維村（1991）與張振成（1999）分成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紀杏姿（2005）

分為外在環境因素與個人本身因素；康淳惠（2006）分成外在阻礙與內在阻礙；

莊文玲（2006）分為客觀環境因素與主觀環境因素。 

大致上分成客觀外在因素與主觀內在因素，這些分類方式大同小異，其

實是反映了挫折來源的多樣化，既可能縱貫全人生長度，也含蓋生活所遭遇到

的所有事情。客觀外在因素，可再細分為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學校因素、家

庭因素、人際關係因素等；主觀內在的因素則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能力因

素、動機與需求的衝突、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個人的經歷、存在挫折等。 

但上述各種因素所包涵的挫折內涵互有指涉，且有不足之處，例如「個

人的經歷」在分類上是屬於主觀內在因素，但「經歷」相較於個人的動機與需

求，也具相當的客觀成份；又如康淳惠（2006）舉「趕時間卻遇到塞車」的情

境，認為是自然因素中的時間限制，但探究個體的心理因素，亦可指為主觀內

在因素的「動機與需求的衝突」，也可以是「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因素。 

實務上難以將各種挫折作周延且單一的分類，乃肇因於挫折的高度複雜

性，且許多挫折是多重因素的混合作用（薛宗煌，2009）。一般而言，挫折的

來源可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兩種，前者是由於個體能力或其他條件的限

制，而因為是由個體為出發點，所以較為主觀，後者則是因為自然環境與社會

環境加諸於個體的困難與限制，是較為客觀的挫折情境。研究者將整理各家學

者對於挫折來源之分類，茲分點詳細說明如下 （王以仁、陳芳玲、林本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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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李海洲、邊和平，1995；張春興，1976；張振成，2003；黃韞臻、林淑

惠，2013；廖純雅，2005；蔡品2009）。 

 

一、 挫折來源之內在因素 

挫折來源的內在因素包含個體的特質及能力等，大致可分兩大部分，一為

生理因素、二為心理因素。 

(一) 生理因素 

這項因素也屬於挫折情境，除了上述自然、社會環境外，也是個體無法

控制的因素，其中包含了生理限制以及能力限制。個體可能因容貌或生理上的

缺陷，致使個體不能隨心所欲，而無法達成目標，產生挫折，又或者因個體能

力與經驗不足，無法順利達成目標而挫折，像是個人才智之高下，亦可能造成

許多方面之挫折。 

(二) 心理因素 

這是個體比較可以控制的因素，其中包含了動機之衝突、期望與實際間

的落差、多個目標不能並存及個體價值觀和態度的限制。 

1. 動機之衝突 

個體在有目的的行為活動中，因所欲的活動目標（一個或數個），同時

存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動機需求，而這些動機因種種條件的限制而被強迫取捨

決擇、無法全部滿足或彼此之間是互相排斥矛盾時，個體就會產生難以取捨而

矛盾之心理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動機衝突。但個人對追求目的物的動機強弱，

純屬主觀的，而且是隨時可變的。以下簡單說明勒溫（Kurt Lewin,1935）所提

的幾種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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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趨（approach- approach conflict）：個體面對兩個目的物同時對其具有

同樣的吸引力而產生同樣強度的兩個動機，但是因事實條件限制，只能選擇一

項。 

(2) 雙避（avoidance-adoidance conflict）：個體在面對兩個具威脅性目標，但

迫於情勢需選擇其一才能避免另一個。 

(3) 趨避（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 個體對單一目的物同時產生兩種動

機，一方面好而趨之，另方面又惡而避之的矛盾心態。 

(4) 雙重或多重趨避衝突（double or multiple approach avoidance conflict）：個

體同時有好幾個目標，而且每個都是趨避衝突，無法做決定。 

2. 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 

有可能因為個體能力與其自我評價或目標期望產生矛盾或具有落差，而

導致無法達成目標的挫折，這與前面所提到的「能力限制」不同，這裡特別強

調的是心理的失落感。因此，抱負水準和實際能力差距越大，挫敗感越大。另

外，原有已習慣的事物違反個體預期的情形時，也可能產生挫折。當個人的能

力與實際行為不變時，期望值越高，挫折感愈大；期望值愈低，目標愈容易達

成，挫折感也較小（王以仁等，2005）。 

3. 多個目標不能並存 

當追求的目標不只一個，卻因事實限制，不得不放棄自己所喜愛的人事

物所形成的挫折（吳鼎隆，1985）。 

4. 個體價值觀和態度的限制 

個體對事物的取捨，是由其價值觀念與態度來決定，當個體所持之價值

觀念和態度與現實環境衝突時，便引發挫折。而佛洛依德認為本我與超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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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衝突，亦為挫折的成因之一，所以人格挫折也包含於此（吳鼎隆，1985）。 

(三) 認知因素 

也就是人們對障礙情況的主觀解釋，這是影響其是否產生挫折感的重要

決定因素，包含失敗歸因及個體將其視為助力或阻力。 

1. 失敗歸因 

對同樣一個事件，人們可能有不同方式的解釋，例如考試被當，可解釋

為是自己本身能力的不足，或是老師故意把題目出得太難。前者歸因為屬於內

在不可控因素，會讓個人強烈的感受到挫折感；反之，後者的歸因是外在不可

控，則會讓個人因覺得錯不在自己，而不會有太強烈的挫折感產生（王以仁等，

2005）。而正確的失敗歸因對個體而言是重要的，若能將失敗原因歸為內在可

控制因素，例如:努力，則比較能夠降低挫折感。 

2. 視為助力或阻力 

當遭遇阻礙時，個體對於此挫折情境的想法，也會影響其挫折感之產生。

例如有些人碰到困境會繼續努力往前，把困境當作成長的養分；有些人便會認

為受到打擊、一切沒希望，挫折感越來越重。 

二、 挫折來源之外在因素 

(一) 自然環境 

由非人為力量造成的空間、時間限制及個體無法預測的天災地變所引起

的困難，也包括由於物質方面的缺乏或故障，使個體無法滿足其需求而形成的

挫折，而這個因素通常影響較少，常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減少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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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環境 

亦即人為的限制，指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遭遇到各種人為所造成的限制和

阻礙，包括宏觀社會背景、家庭、學校環境及人際互動等。而每個社會或文化

環境中，都有一些風俗習慣、法律、宗教、政治、道德觀念……等因素，這些

層面對個人行為加上一些約束或禁抑的作用，使個人不能遂其所願，因而構成

挫折。它的限制常常比自然環境還要多，挫折的影響還要大。 

三、 教師挫折來源之相關研究 

上述皆是一般挫折的來源，研究者在文獻搜尋的過程中也發現，許多關

於學生挫折經驗或教育學生如何面對挫折的研究，而在成人的挫折方面，也有

很多關於職場挫折的研究，例如:護理人員、創業家等。但是鮮少有針對教師

的挫折之研究，而其中大部分文獻也都是大範圍的含括教師整個職涯挫折，並

且是以量化調查為主。 

蔡品（2009）就曾提出高職院教師心理挫折的成因有幾個面向，分別是

外部原因及內部原因，前者包括宏觀社會背景，例如國家不重視高職教師的作

用、學校環境，例如:教師需要與校方目標嚴重脫離，及人際互動，例如:小團

體主義；後者則包括了個體生理因素及心理因素。薛宗煌（2009）也曾對於中

小學教師職涯挫折來源進行整理，他提到過去的實徵研究結果，教師職涯挫折

的來源，可分為社會因素、學校行政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工作負荷因素、職

涯發展因素、人際關係因素、及自身因素。而這是由整體的教師職涯面向來看，

因此含括的層面也較廣，包含與行政互動方面、師生方面、親師關係等。而侯

欣妤（2013）則針對國小教師工作挫折進行研究，她整理各家對挫折之內涵定

義為三項，分別是「阻礙感」、「期望落差」及「失敗感」。阻礙感是教師在完

成教師工作的過程中，知覺受到阻饒、中斷，無法完成任務，使得內在心理產

生不舒適的狀態。而期望落差，便是教師本身對教師工作的期望與現實中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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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差距，致使教師的動機及需求不能獲得滿足，而產生負面的心理感受。失

敗感則是教師在教師工作中，因故無法達成教師工作的任務，而使教師產生心

理不適的知覺。 

而透過過去相關文獻及研究可以發現，教師挫折的來源與一般挫折來源

一樣可分為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兩大面向。但大多對於教師挫折來源偏重於教

師本身的信念及想法，薛宗煌（2009）就曾提到對一般人而言，可能無感受或

只是輕微的挫折，但某些教師會有較強烈的挫折感。特別針對教師個人因素進

行詳細說明如下： 

(一) 自身期望過高 

教師作為知識和道德的化身，有些人把「完美」當成自己為人處世的目

標，在工作上要求盡善盡美，並渴望主管、同事的肯定，一旦過高的自我期望

目標不能實現，就會有很強的挫折感（周敏、李健與潘池梅，2001；彭駕騂，

1990），而有些人做事過度謹慎或嚴苛自制，也會遭受較多的自我挫折（王鍾

和等人，1983）。 

(二) 專業能力不足 

教師須接受專業的訓練才能勝任工作，而教育改革的要求，包括校本課

程的開發及現代教育科技，如電腦的大量運用（許艷，2007；劉維良，2001），

且現代為知識爆發的時代，加以資訊量劇增，教師如以當初師資培育合格為滿

足，而不求專業能力上的成長，恐將面臨挑戰或淘汰（王以仁等人，2005）。 

(三) 個人感受力過強 

縱使相同的挫折情境，有些人感受經常比他人強烈（胡芳君，2008），

應是其挫折認知部分的問題。心理學上有所謂的A型人格特質者，即性格好

強、心浮氣躁、懷有敵意，往往把自己逼得很緊（彭駕騂，1990），具這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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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之挫折認知，有放大挫折困境的效果。 

(四) 生理 

有研究指出，性別對挫折情境具有影響，男生的挫折情境顯著高於女生

（張巧愛，2007）；另有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在不同方面的挫折感有不一樣的

強弱程度，男生在自尊、家庭關係、適應環境有較強烈的挫折感，而女生在主

觀學習上有較強的挫折感（楊樺，2007）；有研究指出，年齡與性別在挫折反

應皆有顯著差異（Feiring & Lewis, 1979）；也有研究指出，男性教師較女性

教師有更多的挫折感，及較多適應上的困難（彭駕騂，1990）。另有對年齡的

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從30 歲到60 歲間，挫折感隨時會發生及存在（Vaillant, 

1977）。另外，生理缺陷也是挫折的重要來源（王以仁等人，2005）。 

(五) 經驗 

教師本身過去面對挫折的經驗，與見過他人的挫折或成功經歷，可能影

響到個體的挫折感形成及反應方式（紀杏姿，2005；黃堅厚，1999）。 

研究者發現雖然上述文獻談及教師職涯挫折的因素有很多面向，但是內

容大多卻沒有針對教學部分進行細部的說明及分類。研究者所搜尋到聚焦於教

學方面挫折的研究僅有一篇，陳文斌（2008）曾歸納教師於課堂教學中心理挫

折感的成因，包括社會情境因素和教師個人因素。其中課堂教學外部條件的限

制，包括升學率要高的兩難及教師地位偏低；而課堂及教師本身便包括了教學

工作的繁重、教學活動學生的不配合等，常引起教師焦慮而產生挫折感。但此

篇為中國學者針對當地中學教師之研究，環境及時空脈絡與台灣並不相同，因

此有必要以臺灣脈絡下之教師教學挫折進行探討。 

然而，學校中每天都會發生的事便是教學，而本研究將針對初任教師進

行研究，所以希望可以透過後續的訪談了解教師在教學方面產生挫折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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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教學設計、課堂互動，或是作業指派等等，進而幫助初任教師了解如

何因應及預防教學挫折，也能協助負責導入初任教師的輔導老師能掌握初任教

師遇到的難題。  

肆、 挫折反應 

張春興（1976）認為挫折的反應有兩類，第一類是受到挫折後直接表現出

來的反應，或說是挫折後引起的立即後果，包含攻擊、冷漠、幻想及退化。第

二類是遭遇挫折後的間接反應，或可視為是挫折後的久遠影響，也就是所謂的

防衛機轉，包括文飾作用、投射作用、壓抑作用、反向作用、理性作用、昇華

作用及補償作用。但是以上都皆屬於個體受挫折後表現出來的行為，而也有學

者就挫折反應本身的類別分為行為上的反應及情緒上的反應，研究者綜合各家

學者之說法，以「情緒反應」及「行為反應」兩大面向來談一般挫折反應，接

著再針對過去實證研究的整理，探討教師的挫折反應，茲說明如下（王以仁等，

2005；白博文，1986；吳武典等，1987；柯永河，1985）： 

一、 情緒反應 

也就是產生情緒之困苦與身心疾患，一般而言，會感到挫折時的情緒反

應通常較為負面，憤怒、沮喪、焦慮等。而挫折會導致焦慮，焦慮之最明顯特

質，輕者感到不適，重者體驗到的苦惱，可與重傷或重病時所受之痛苦相比，

焦慮的人自己可能不知道使其痛苦的挫折與衝突；他可能不知道他的行為由於

焦慮而有怪癖之處，但他千真萬確的知道由於焦慮所造成的不適與痛苦（黃以

強，1973）。也就是說當個體在感受挫折後的情緒反應時，或許還未清楚產生

挫折之來源及自身行為的不同，但是卻能確切明白正身處在該情緒的痛苦。 

而這樣的情緒反應通常發生在挫折事件的當下，但挫折經驗的累積也相

同的會影響到挫折後的情緒反應。 

 



 
- 28 - 

二、 行為反應 

一般挫折的行為反應的研究中，又可細分為不同類型的反應，有學者將

其分為積極面與消極面來探討，而研究者將分別由攻擊反應、逃避反應、防衛

反應及積極反應來進行分類整理，茲說明如下。 

(一) 攻擊反應 

羅拉（Dollard）認為攻擊性乃是挫折的結果，任何攻擊性行為皆可追究

出挫折的根源。後來米勒（Miller）將它修正為「挫折可能導致多種不同的行

為反應，而攻擊性反應則屬其中最普遍的一種」因此攻擊行為被認為是對挫折

的反應中最普通的反應。 

攻擊行為分為直接攻擊（direct aggression）、轉向攻擊（convertible 

aggression）與向內攻擊（self aggression）。「直接攻擊」指的是直接對使其

產生挫折的對象進行攻擊，可能有言語上與肢體上的攻擊；「轉向攻擊」則是

由於身分關係，無法直接對使其產生挫折的對象攻擊，轉而攻擊毫不相干的人

事物，甚至是攻擊比自己位階更下一階的他人；而最後的「向內攻擊」，則是

個體將攻擊行為指向自己，可能的行為有自責或自殘。 

(二) 逃避反應 

遇到挫折的反應是不以反擊方式表現之，而逃避反應更可分為身體逃

避、心理逃避與精神疾病。身體逃避可以是讓自己遠離產生挫折的現場，例如

離開職場、出外散心等；心理逃避則有冷漠、幻想等行為反應，而「冷漠」表

面看來似乎對挫折情境漠不關心，表示冷淡退讓，但當事人內心的痛苦可能更

甚。可能為攻擊無用，也可能因為挫折情境對個人的壓力過份嚴重，使人感無

助、絕望，因而失去一切信心與勇氣，而「幻想」則是退縮脫離挫折情境，把

自己至於一種想像的境界，企圖已非現實的虛構方式，來應付挫折或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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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一種忘卻現實的逃避心理。 

最後，若挫折情形較為嚴重，長期的身心折磨也可能導致個體產生精神

疾病，例如憂鬱症、躁鬱症等。 

(三) 防衛反應 

所謂的防衛機轉，是個體遭遇挫折或打擊後，為了避免或降低因挫折而

生的焦慮所發展出的心理機制。但在行為表現上，卻因挫折的性質與個人與人

格的不同，而有各種形式（張春興，1976）。以下所述為各種防衛反應中最常

見的。 

1. 文飾作用 

個人對自己所想或所做的給予一種合理的解釋，掩飾自己以期達到維護

個人自尊的行為方式。包括好惡、抱怨及需要。 

(1) 好惡 

即使自己的所作所為的結果違背了自己的願望，個人仍不願坦白承認自

己的缺短，反而以好或惡為理由以掩飾自己而達維護其自尊的目的，也就是俗

稱的酸葡萄或甜檸檬心態。 

(2) 抱怨 

把自己過失歸咎於自身以外的原因，或推卸責任以減輕內疚的一切適應

方式。 

(3) 需要 

個人有時將自己所作所為中之不盡合理者，盡量解釋為「事實上的需

要」，目的在使別人覺得他卻有「不得已」的苦衷。 

2. 投射作用 

歪曲現實，將「缺點」加諸於別人，藉以保護自己，並可以此作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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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辯護。是積極卻非正向的一種防衛方式。 

3. 壓抑作用 

從現實退卻，防止痛苦經驗的再次發生及盡量把記憶中的痛苦經驗從意

識中予以排除。由意識轉入潛意識。 

4. 反向作用 

欲從現實退卻，內在動機與外在行為不一致的現象。例如:後母討厭丈夫

與前妻生的孩子，卻怕被說虐待，因此對於這個孩子過分寵溺。 

5. 認同作用 

在現實生活無法獲得滿足或成功時，模仿或將自己比擬成其他成功的

人，藉以在心理上分享成功者的愉快。 

6. 回退行為 

Barker 等人主張，挫折與退回行為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他們認為，受

到挫折的人會變為更不成熟，會表現出行為的原始化（primitivation）。不受控

制的衝動性攻擊行為，亦屬於一種不成熟行為。也就是個體遇到挫折時表現的

行為較其應有行為（如按年齡）為幼稚而言，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成人也會，

如啼哭就是。 

7. 固著反應 

Maier 的實驗研究表示，遭遇挫折的動物會做出沒有彈性的反應而這種

反應是不管環境之改變仍然繼續存在的；Maier 稱此呆板的行為為固定行為。 

8. 昇華作用 

將不為社會所認可的動機或慾望加以改變，並以符合社會標準的行為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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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補償作用 

個人所追求的目的受挫折或因個人的缺陷而遭失敗時，改變方向以其他

能獲得成功的活動來代替，藉以彌補因失敗而喪失的自尊與自信。 

(四) 積極反應 

有學者指出挫折導致一般性動機的增強，因為挫折經驗是痛苦的，所以

挫折對於一般性動機有加強作用。例如：研究發現當老鼠在實驗室中遇到挫折

的情境時，會跑得更快以期脫離讓其感受到挫折的情境。 

因此個體在遭遇挫折後，也可能反而更努力積極的作為，使其能快速地

脫離痛苦的挫折情境，能夠理性思考後面對問題並解決，個體的積極反應也就

是幫助自身成長。 

三、 教師的挫折反應 

在情緒反應方面，有研究指出，教師遭遇挫折後，其負面的情緒反應為

焦慮、壓抑、憂鬱、暴躁、沮喪、煩悶等，並經常感到緊張不安、悲觀失望、

疲憊、發脾氣、沒有自信心等，而大部份有心情煩躁和緊張不安的情形（胡芳

君，2008；彭駕騂，1990），若教師本身原已存在著心理問題，如焦慮、憂鬱、

敏感、對人充滿敵意等，則挫折情境往往會使得這些問題更加惡化（Travers & 

Cooper, 1996）。 

而上述教師遭遇挫折後的情緒反應大致上與一般挫折的情緒反應相符，

即約可歸類到憤怒、焦慮、與沮喪等三種情形。其中，憤怒含有不滿、敵意、

暴躁、發脾氣的成份，焦慮含有不安、多疑、恐懼、憂慮、緊張、煩躁的成份，

沮喪則含有失望、痛苦、無助、無力、抑鬱、悲傷、沒有自信的成份。 

另外，教師遭遇挫折行為反應的實徵研究，與一般挫折的行為反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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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比較，攻擊反應、逃避反應與積極反應皆在實徵研究中被指出。但防衛反應

則較少見，原因可能是防衛反應須質性詮釋的關係。 

文獻指出，教師受挫後，對構成挫折的人或物所施予的直接攻擊多止於

表達憤怒與言語攻擊，較少表現出肢體攻擊的情形。一方面是教師此一職業所

負載的社會期望不允許肢體攻擊，果若出現，則常引起媒體大幅報導；另一方

面，可能構成挫折的人是職場內較有權力的人，如校長或主任，對其施予直接

攻擊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而轉向攻擊可能是礙於身分不便攻擊或因為不知找誰發洩。教師受挫後

的轉向攻擊，可能指向週遭的同事，造成緊張的人際關係（胡芳君，2008）；

但一些研究指出，不管挫折來自於大環境、學校行政、人際關係、或是學生行

為，有些教師進行遷怒於學生的轉向攻擊，把其憤怒或悶悶不樂的情緒發洩到

學生身上，甚至謾罵、體罰學生（胡芳君，2008；許艷，2007）。 

至於教師向內攻擊部份，如自責，有研究發現與反省、反思等積極行為

反應並存（鄭蓉，2006）。 

教師受挫後，所表現出來的身體逃避行為有暴飲暴食、抽菸、喝酒、怠

工、申請調離原校、曠職、辭職、申請提前退休等（胡芳君，2008； Travers & 

Cooper, 1996）；其心理逃避的表現，有體驗極為消極的情緒、冷漠、極度疲

憊等現象（鄭紅渠，2005；鄭蓉，2006；Travers & Cooper, 1996）；在精神疾

病上，較少有研究將教師遭遇挫折後與精神疾病直接連結，但有教師反映遭挫

後有失眠、精神衰弱的現象（胡芳君，2008；鄭紅渠，2005）。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許多教師在遭遇挫折後，有正面的積極反應，首

先是促使教師進行反思，進而改善其教學態度（鄭蓉，2006），而反思動作，

正是教師成長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Carderhead & Gate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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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師以理性態度去適應帶有情感的情境，藉以避免涉及情感之後的

焦慮與痛苦，因此能正視現實，面對挫折，冷靜分析主客觀因素，思索問題的

癥結，並及時調整行動方向，提升自身條件以解決問題（許艷，2007），這也

會成為教師處理挫折的成功經驗，對以後的職涯發展也有助益。另一方面，挫

折也帶來警戒的效應，有些教師從挫折事件中吸取教訓（鄭蓉，2006），使自

己在未來不致重蹈覆轍。 

如同上述，教師的防衛反應因為需要深入的質性探究，而在過去實徵研

究中較少見，因此，後續訪談也應特別注意教師在面對挫折時的心理反應，或

許是因為生起防衛心態而產生的反應。例如：教師經歷教學挫折後，依舊不改

變其教學方式以因應挫折，便是防衛反應中的固著作用。因此對於教師遭遇挫

折後的心路歷程需注意每項細節，才可能剖析其認知及反應的連結。 

另外，有些研究著重於教師受挫後的綜合效果，相關研究指出，教師受

挫後的綜合負面效果有教學效能降低、人際關係變差、及認知障礙三種。教學

效能降低的現象，是教師受挫後的負面情緒、攻擊行為及逃避反應的綜合直接

呈現，其負面情緒，如焦慮、壓抑、暴躁、沮喪等，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教師在

課堂上的情緒，進而對師生關係的良性發展產生干擾；再者受挫教師若有遷怒

學生的轉向攻擊行為，除了造成師生關係的裂痕，也使學生壓抑與緊張不安，

這些都會導致教學效能的降低（胡芳君，2008）；至於若有怠工等逃避行為，

更是對教學效能的直接破壞。另一個教師受挫後的綜合負面現象是人際關係變

差，若教師滿臉憂鬱、壓力重重、情緒失調、行為怪異，亦將使得同事關係緊

張；若教師受挫後進行對同事的轉向攻擊，更是破壞人際關係的直接因素（胡

芳君，2008；鄭紅渠，2005）。由此可知，教師挫折是個該正視的問題，若教

師遇到挫折後皆能有正確觀念及態度面對，就不至於影響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

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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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仁等人（2005）曾提及挫折的調適，他們認為要先減輕自身焦慮，

再來於認知上要建立正確的「失敗」觀念，不要逃避責任，且要客觀而冷靜的

分析問題所在，最後，在行動上便修正自己的目標、制定有效的因應措施。而

從上述挫折反應的整理中，不難發現，教師選擇如何的挫折反應也與教師認知

與想法有關，而為何有些教師能夠冷靜、理性的採取積極反應去因應問題，有

些則不行呢？這就關係到個體挫折容忍力之高低，而挫折容忍力之意涵將於下

段說明。 

伍、 挫折容忍力之意涵 

瞭解挫折的意涵包含了挫折情境、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後，個體在面對

挫折時所產生的不同認知及反應因人而異，這就與個體的挫折容忍力有關。以

下將分別以挫折容忍力的意義、其影響因素，以及與復原力的關聯進行說明。 

一、 挫折容忍力的意義 

挫折容忍力（Frustration tolerance）又稱「挫折忍受力」或「挫折忍受度」，

是由 S. Rosenzweig 所提倡的概念，指的是當處於挫折時，能夠接納、等待、

忍耐的特徵，不採取不適應的行為而克服它的力量。簡單而言，個體遭受挫折

時，免於行為失常的能力，也就是一個人經得起打擊或者經得起挫折的能力（張

春興，1976）。Brooks 與 Goldstein 談到，每個人皆應具備的一種內在力量，

能妥善處理日常各種挑戰，而挫折容忍力正是這種適應並自覺足以克服挑戰的

能力（引自馮克芸、陳世欽，2003）。 

當動機受到阻礙（挫折情境）時，能維持喜悅、穩定的情緒、承受精神

打擊、不致行為失常，接受因阻礙的事實，代表能「承受挫折」的程度，假如

能承受挫折情境的打擊、維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即有良好的挫折容忍力。相反

的如果不能容忍挫折的人，常被冠上「草莓族」的刻板印象，意謂其無法承受

 



 
- 35 - 

壓力，抗壓力的能力低又無法自我激勵時，可能就會自怨自艾不願努力扭轉乾

坤。 

由上述論點可知，挫折容忍力可能和人們常說的「抗壓力」十分相似，

是一種遭遇失敗、困境與需求不滿足，個體試圖改變維持平衡的正向能力，而

個人的挫折容忍力大小也可能會隨著與同儕之間的相處、社會、家庭的支持等

因素影響，產生不同的認知及培養出不一樣的容忍力。挫折容忍力的高低可能

會對生活產生正反兩面的影響，例如挫折容忍力高的人可能比較可以虛心接受

別人的建議、任勞任怨、尋求資源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式，較具備良好的人際關

係、問題解決能力；挫折容忍力低的人，則可能在遇到挫折時自怨自艾、怨天

尤人，任何事遇到一點挫折便輕易放棄，甚至影響生活。 

二、 挫折容忍力的影響因素 

根據挫折—攻擊假設，人在挫折時會採取攻擊行為。但是，耐性強則可

以採取適當的對付行為。到底要如何增進耐性呢？首先需要的是要學習現實原

則。所謂現實原則，就是外界適應的限制原則。為了適應或者放棄需求滿足，

或者變更需求對象，或者延期需求等限制。人在社會生存，需要接受現實原則。

增進挫折忍受度的具體技巧如行為增強法、系統減敏法、認知行為治療的壓力

免疫訓練法等都有效。 

需要強調的是，只是忍耐並不能提高挫折忍受度。要提升挫折忍受度，

需要有肯定的自我概念或接納他人。同時要有正當的自我主張，以免過度的順

應。換言之，就是自我肯定的態度。自我肯定訓練是增進挫折忍受度的有效的

方法。得到周遭人的喜愛、有肯定的自我意像，能克服自己眼前的阻礙，遇到

困難時，有彈性開放的態度，能坦誠求助於他人，這樣才可以提升個人的挫折

忍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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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遇到挫折時的表現都不同，有的人能夠迎向挫折挑戰，有的人因

此自信心喪失或自尊受損，妨礙到正常的生活，因此挫折忍受力強調是對挫折

的適應，也就是一個人面對受到阻礙的情況下，對引起的挫折情緒的忍受程度

（張春興，1992；張振成，1999）。當然，每個人所擁有的挫折容忍力並不完

全相同，有些人在面對挫折打擊時，堅忍不拔、百則不撓、經得起挫折；而有

些人，一經挫折的打擊，便一蹶不振，頹廢終其一生（王以仁等人，2005）。 

研究者綜合多位學者研究整理出個體容忍力高低之影響因素，分別為「生

理條件」、「過去經驗與學習」、「對挫折的主觀知覺判斷」、「個體個性」、「挫折

發生的頻率」，以及「社會支持」。除了個體本身認知能力等因素之外，外在的

支持與否也可能影響個體的挫折容忍力，所以面對挫折時並非完全靠個體的努

力就能夠順利度過，個體外的他人支持與幫助也是重要關鍵。 

陸、 挫折容忍力與復原力之關聯 

以上學者對挫折容忍力的看法差異不大，大致認為挫折容忍力是個體遭

遇挫折或失敗時，能夠勇於面對挫折，而不致造成心理或行為失常的能力。但

是擁有挫折容忍力同時也要具備復原力（resilience）才能算是一個健康的人，

一個經常保持樂觀、正向思考的人比較能從受挫的強況下快速復原。Brooks

與 Goldstein 曾更進一步提出挫折容忍力還必須具備從挫折創傷中復原的能

力。值得注意的是，復原力應該是 resilience 一詞，而研究者在文獻探討及整

理過程中，也發現有些文獻會將挫折容忍力與下一小節所要談論的復原力搞

混，像是有學者將挫折忍受力的定義特徵歸納為：一、激發覺醒；二、正向調

適的過程；三、因應困境的能力；四、成長或改變，認為挫折忍受力為面對困

境、失敗與需求無法滿足，嘗試改變找回原有的平衡點，重新站起來、突破重

圍的正向能力，除了容忍、接受挫折還得從中復原，因而將 resilience 翻譯為

挫折容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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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復原力指的不止容忍，還要回彈（劉恆昌，2016）。研究者認為，

挫折容忍力比較像是可被彎曲而不斷裂的韌性，而挫折復原力較像是彎曲後可

再彈回原貌，除了韌性還要加上能回復原狀，甚至彈得比原先位置更高的彈

性。而其對於教師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覷，李宛儒（2012）曾提到若沒有良好的

復原力來因應教學現場各式各樣的需求，不僅影響其對於挫折的容忍力，更會

影響其教學效能。因此，關於復原力的意涵及其相關理論，將在下一小節詳細

說明及探討。 

第二節 復原力與教師復原力之意涵與理論 

壹、 復原力之意涵 

又可稱挫折復原力，或有學者譯為「韌力」。而”Resilience”原本是物理

學概念，指物體受到外力擠壓時回彈，其字義是從拉丁字根而來，原意是跳開

或彈回（Rayner ＆ Montague,1999）。牛津字典中則將 resilience 定義為「彈性；

彈力；迅速恢復的能力適應性」。 

Dyer 與 Guinness（1996）認為復原力是有效應用情境的問題解決能力。

Rak 與 Patteron（1996）認為復原力是個個體具有某些特質或能力，當個體處

於危機或壓力情境中時，可重新獲得自我控制的能力，並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

略與適應能力。而蕭文（1999）根據文獻認為復原力可定義為「復原力乃個人

具有的某些特質或能力，使個人處於危險或壓力情境中時，能發展出健康的因

應策略」。Brooks（2003）也認為復原力是一種當我們遭遇阻礙時依然能夠正

向的堅持生命目的的能力。換言之，復原力的定義為個體在遭遇壓力、挫折或

困境時，仍可正向積極因應的能力，也就是能走出困境，重新振作（bounce back）

的能力。 

Fonagy、Steele、Higgitt 與 Target（1994）更指出，「復原力應是為一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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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動力過程」，李宛儒（2012）也根據文獻歸納出其定義，她認為復原力

為個體所擁有能適應逆境的能力或特質，也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的動態適應歷

程，而更是為身處逆境的個體所發展出的正向適應結果。陳尹雯（2016）也統

整各家學者對於復原力定義的看法，她指出復原力具有的特點是有內外系統的

互相影響與支持，更是一種動態的循環。 

而其實在過去，各學者所提出的理論及研究中，皆會提到復原力中重要

的兩個因子，一是保護因子，另一則是危險因子。而會促進復原力維持或提升

的稱為「保護因子」（protect factors），相反的，若會破壞復原力之提升，甚至

會造成復原力低落，便稱為「危險因子」（risk factors）。許多的國內外研究也

將危機因子與保護因子視為復原力的重要內涵，因此，復原力的出現應強調兩

項重點，一是直接降低或減少危險因子，二則是藉由增加保護因子以中和危機

所產生的影響（Hawkins, Catalano, & Miller, 1992）。 

另外，Rutter（1987）也認為復原力的研究並非單純找出哪些保護因子，

而應將焦點放在何以這些保護因子能幫助個人抵抗壓力（引自蕭文，1999）。

因此 Friborg、Martinussen 與 Rosenvinge（2006）提出對於復原力的定義為「復

原力是保護因子、過程和機制，讓個體即使經歷足以產生心理疾病裡症狀的明

顯危機壓力源時，還能夠獲得好的結果。」也就是說，除了了解影響個體復原

力的保護因子及危險因子有哪些之外，此兩因子之間的交互運作之過程與機制

也值得探討。 

綜上所述，復原力是指個體即使生活遭遇挫折、壓力或困境時，仍可運

用內在和外在保護因子來積極應對、突破困境，達到正向適應的良好結果。而

了解復原力基本的定義後，更應深入探討其理論及運作模式，了解復原力有哪

些特性及需注意的地方。以下將繼續針對復原力之理論及運作模式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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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復原力的理論及運作模式 

一、 復原力的相關理論 

個體所處內外環境的衝突期間可能造成心像經驗的改變，引發各階段

身、心、靈層面的裂解（許燦祥，2011）。Flash對於復原力理論認為，人生改

變的階段通常都是非常有壓力的，它包含兩股力量的衝突，一種是希望不要改

變，而另一個是向前走的驅力在拉扯，此階段的狀態就稱為生命的斷裂

（disruptive）；而復原力就是重拾我們片面生活與自我部分的力量（郭佩婷，

2005）。研究者將個體復原力理論之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一) Block 的復原力理論 

源自勒溫（Lewin）動力論中「彈性（elasticity）」的概念，Lewin 動力論

中的「彈性」、指的是個體在遭受心裡的衝擊時，能否約束內在心理需求、緊

張或慾力等等的界限能力。將「彈性」推展至 Block 復原力理論，指的是個體

能因應環境脈絡的要求，調適其典型的「自我控制水準」（level of ego control）

的動態性能力。而「彈性」界限的兩端即為 Block 與 Block（1980）所提出的

「過度控制（overcontrol）」及「低自制力（undercontrol）」，「過度控制」就是

過度約束衝動、抑制行為、情感，將環境中所有分心物完全隔離，也專注程度

已達到完全與環境中其他事物隔開，沒有全面的知覺。「低自制力」則與過度

控制完全相反，無法約束衝動、無法抑制行為、情感無法控制需直接表達，個

體易受環境中的分心物所影響（引自侯欣妤，2013）。 

Block 等人認為自我控制水準太高或太低都不恰當，必須隨情境不同而調

整不同的因應方式，如何調整與掌控就有賴「復原力」的能力了。因此，個體

在面對變動的環境、挫折或壓力的情境下，能具有較彈性、非僵化的反應傾向，

即表示個體有復原力（郭芳君、譚子文、董旭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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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原力的認知評估理論 

復原力的認知評估理論（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是由 Mrazek 與 Mrazek

（1987）所提出的，此理論認為當個體處於壓力或逆境的情境下時，會對自身

所處的情境進行評估，評估自己對該情境是否有處理的能力，以及此情境所帶

來的意義，結合個體本身新舊經驗及信念，對該情境採取適當的反應及因應策

略。因此，高復原力的人，當處於壓力或逆境情況下，具較佳的反應及因應策

略，反之，亦然（引自侯欣妤，2013）。 

(三) Csikszentmihalyi 的心流理論 

Csikszentmihalyi 是一位正向心理學與創造力領域的大師級學者，也是第

一個將心流的概念提出並以科學方法加以探討的西方科學家。他將心流（flow）

定義為一種將個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種活動上的感覺，處在心流中的人，常

會全心專注於所從事的活動；心流產生時會高度的興奮及充實感，心中原本有

的許多負面情緒，會同時消失，在個體內心產生出最佳的心理經驗。 

當生活中出現逆境或挑戰時，人們常從知覺到的情況，尋求本身所具備

應對的技能，來面對與調適。當挑戰程度太高人們就會產生挫折感，甚至出現

焦慮的現象；若是挑戰程度太低人就會感到輕鬆然後甚至覺得厭倦；假如挑戰

與技能程度都太低的話，也會出現無趣的感覺；但是如果挑戰與技能都達到高

程度時，就會發生有別於平常生活的進入心流狀態，當一個人處在心流時，他

的意識空間裡不會有任何思考分心的感覺，完全的專注在當下，只有高難度挑

戰與卓越的能力相互配合，個人的全心投入才能觸發心流的產生，塑造異於平

常的經驗感受（許燦祥，2011）。 

Csikszentmihalyi 主張心流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生活本質。但心流卻不

能視為心靈恆常的現象，更不是一種「境界」，而是人在生活中面對艱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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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奮力掙扎向上時的靈光乍現，當個體克服逆境的時刻，內心充滿欣喜的情

緒，這時候會產生一種珍貴難得經驗，而這就是所謂的「最優經驗」（optimal 

experience），最優經驗會匯聚成一種主控感，一種能自行決定生命內涵的參與

感；這就是我們所能想像，最接近所謂幸福的現況（張硯筑，2009）。 

(四) Wolin 與 Wolin 的自我復原力理論 

從整體性的觀點提出復原力曼陀羅（The resiliency mandala），如下圖 2-2： 

 

圖 2-2. Wolin 與 Wolin（1993）自我復原力關係圖 

資料來源:參考許燦祥（2011）。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復原力與教學效能相關之研究。 

上圖以自我為中心，由內往外延伸一共有四圈，第一圈為兒童復原力（感

受、迷途、接觸、探索、玩樂、評斷）；第二圈為青少年復原力（知道、脫離、

回復、工作、塑造、價值觀）；第三圈為成年復原力（理解、分化、依附、生

產、笑、構圖、服事）；最外圈為個人內在的七大復原力因子：洞察、獨立、

關係、進取、幽默感、創造力、道德感。不同時其由內而外，延續影響後其發

展（Wolin & Wolin,1993）。 

他們認為復原力是由「我」開始運作，自我感知到外在困境的狀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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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處理困境的方法與對策，進而發展出復原力，所以他們認為復原力是個人

與環境的互動產生的結果。他們也提出「倖存者的自尊」（survivor pride）的概

念，強調個體雖然在逆境中遭受打擊，但從挫敗的過程與經驗中仍能學習面對

逆境及生存的技巧，展現強韌的生命力。在相關研究領域中，面對遭遇逆境的

研究對象時，不應只注意當事人在逆境中所遭遇的困難或問題，另一個值得關

注的焦點是個體如何在不利的困境存活下來，藉由肯定個體克服困難的努力，

發展出自尊與展現出優勢能力，對個體的成長將是重要的契機。 

(五) Patterson 與 Kelleher 的復原力架構 

Patterson 與 Kelleher（2005）主要由六個部分所組成，分別是逆境的打擊、

對逆境的解釋、復原能量、獲得復原力的行動、成功的結果、對未來逆境增加

復原能量等，其中「逆境的打擊」指個人所遭遇的各種困境、難題與挑戰；「對

逆境的解釋」只個人受過去與現在的事實影響，包括對事實的假設、引發逆境

的原因、被逆境所引發的危機等，並考量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對個人產生的影

響、期望與焦點，而對逆境做出解釋及推論；「復原能量」是從個人整體的價

值、效能與能量系統中，所儲備面對逆境與挑戰的動力來源；「獲得復原力的

行動」是個體面對逆境所採取的對應態度與行為；「成功的結果」為個體的行

動與反應能夠有效的克服逆境，產生成功的經驗與感覺；「對未來逆境增加復

原能量」則是指透過成功經驗的結果，使個人的價值、效能與能量系統獲得提

升與增強（引自許燦祥，2011）。 

復原力雖然是個人的一種特質或能力，但是其形成的過程卻是一個心理

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在復原力架構裏，可以清楚了解，它是由個體幾個面向

的機制來循環運作著:這個循環大抵是使於個體遭逢外在逆境或壓力的衝擊，

經感受到後會由個體過去和現在的現實面，以及對未來可能復原能量槽中，啟

動復原力的行動與反應，所獲得的結果將會影響個人復原力的發展；這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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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如果能產生成功及正向的結果，就會對未來的逆境增加復原能量。 

綜上所述，在這整個架構的心理過程中，「復原能量」可稱為最核心的概

念，既存的復原能量會影響將來面對挑戰的想法與行動；相對的，應對的結果

將對未來的復原能量產生消長的影響，在如此週而復始的循環歷程中，復原能

量將扮演著影響個體決定的關鍵角色。 

(六) 多面向社會建構理論 

所謂多面向社會建構概念，是指個人遭遇不同的負面情境，復原力比較

重視個人特質，也要理解個人與社會系統內的動態關係，強調內在與外在系統

交互作用下所展現的多重復原能力（Benard,1991；Bonanno,2004；

Grotberg,1995；Masten、Best & Garmezy,1990)。 

而關於復原力具有哪些面向，相關學者們也提出了看法。Masten、Best

與 Garmezy（1990）提出復原力為個體在充滿危機與挑戰的環境中，能夠協助

個體成功因應困境的能力，因此復原力是一種能因應負面情境，承擔壓力以克

服困境，並從創傷中復原的多項能力。Benard 認為有復原力的兒童具備四種能

力，分別是社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自主能力及迎向未來的知覺。 

綜合以上幾種復原力的理論，分別簡要說明各理論之要點。Block 等人認

為個體自我控制水準若能隨情境不同而調整不同的因應方式，即表示個體有復

原力；而復原力的認知評估理論則認為當個體處於壓力或逆境的情境下時，會

對自身所處的情境進行評估，然後對該情境採取適當的反應及因應策略；

Csikszentmihalyi 則主張當挑戰與技能都達到高程度，而個體克服逆境的時刻，

會產生「最優經驗」；Wolin 與 Wolin（1993）的自我復原力理論認為復原力是

個人與環境的互動產生的結果，而肯定個體克服困難的努力，會發展出自尊及

能力，幫助成長；另外，Patterson 與 Kelleher（2005）復原力的架構中提到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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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量會影響將來面對挑戰的想法與行動，最後的多面向社會建構理論則強調

復原力是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產生的結果。 

這些理論都強調復原力是幫助個體戰勝挫折的重要能力，除了個體本身

的內在強度，也須配合外在環境的彼此交互作用下，才能維持及不斷提升。而

復原力的生成過程，各項因素又是如何交互運作？下段將從復原力的運作模式

進行探討。 

二、 復原力的運作模式 

(一) Garmezy 的復原力治癒模式 

以個體之保護因子運作為立足點，建構出三種復原力運作模式，一為受

壓力事件與保護因子的種類之間的適配性而影響之免疫模式；其次為壓力事件

與個體的歸因共同運作的補償模式；三為具備潛藏增強作用的壓力事件，與個

體能力成曲線關係的挑戰模式。研究者歸納相關文獻後（梁寶苓，2011；許燦

祥，2011；Garmezy,1985）後，茲分述如下： 

1. 免疫模式（immunity model） 

也稱緩衝模式，注重探討保護因子於改善個體因應與適應逆境的作用，

就是個體能透過自我評估與內在價值觀去判斷所遭遇之困境後，適時複製過去

曾經成功克服困境而得的經驗，使自身如同對困境產生抗體一般，增加了對危

險的免疫力與對位還逆境的復原能量，引此，當個體再度遭遇類似的危機時，

便能有效解決難題而獲致成功。 

2. 補償模式（compensatory model) 

個體因所擁有的內在特質（如：樂觀、幽默感、正向思考）或是外在環

境（如：家人陪伴、朋友的支持與協助、社會支持系統）的介入，而能抵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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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的負向影響，並藉以緩和或阻礙逆境的影響層面，削弱危機所造成的傷

害，提供個體支持與正向力量，其為保護因子給予個體的一種補償作用。 

3. 挑戰模式（challenge model） 

壓力、困境、考驗或衝突等危險因子作用時，此等壓力事件若沒有超出

個體的能力負荷範圍，便具有前再增強作用，反而能夠助長自我生韌能力與內

在前能的發揮，激發個體反抗與克服的鬥志，持續積極迎戰，以攻克逆境與威

脅，達到內在的平衡，產生更多的復原能量。此模式指出了危險因子未必僅有

負面影響，有時反而能協助個體成長。 

此三種保護因子的運作模式說明了個體之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之間的互

動關係，當個體遭遇環境中的壓力、逆境與危機時，其內外在的保護因子（內

在特質、成功因應經驗與問題解決能力），將使個體身心能維持平衡

（homeostasis）狀態而不至於崩潰，並藉由健康的因應機制與情感支持而在調

適的過程中獲得復原（梁寶苓，2011）。 

(二) Richardson 的復原力歷程模式 

Richardson（2002）提出的復原力歷程模式（recovery resilience model），

他認為此簡單的線性模型能反應出一個事件的發生到一個特角色、關係或經

驗。當身體、思想與靈性彼此平衡的身心靈狀態

（bio-psycho-spiritual-homeostasis）之個體，受到生活事件、壓力源與逆境等

衝擊時，若以以往的因應經驗與爆互因子已無法調適困境，將產生混亂恐懼、

受傷失落、自責反省等感覺，進而可能產生「生命斷裂」（disruption）的現象。

但當個體為了阻絕重大衝擊事件的影響，並回路身心靈平衡的狀態，進而淬鍊

出因應技巧，便是復原力的開始（Richardson,2002）。 

隨著時間與適應狀態的推移，這個問題「我將做什麼？」，常會自覺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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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覺性的隨著重建過程而出現。個體可以從歷程中獲得復原力的重建、試圖

回復身心平衡、從失落中重建或經由斷裂而成長，而此重建歷程將會呈現出四

種結果，分述如下（Richardson,2002）： 

1. 復原力的重建（resilient reintegration） 

個體經由生命的斷裂，經歷深刻的體驗或是獲得成長。這個過程是一個

在於辨識、使用與培養復原力品質的內省經驗，將增強復原力的品質。 

2. 身心平衡的重建（reintegration back to homeostasis） 

此過程知本質是治療，或是使生命斷裂期成為「只是個過去」，使身心靈

彈回至以往的平衡狀態。但在一些情況下，將無法納入選擇，如永久性的物理

損失或是摯愛的離開或死亡。 

3. 失落的重建（reintegration with loss） 

指遭遇重大困境衝擊的個體，因生活所需之強烈影響，放棄了動機、希

望或驅力等。 

4. 不正常的重建（dysfunctional reintegration） 

指個體訴諸物質、破壞性行為或其他手段來處理生活強烈所需，他們的

內省技能上有盲點並需要治療來填補缺口。 

Richardson（2002）認為復原力歷程具有階段性與拓展性，處於身心靈階

段的個體若擁有保護因子，即能因應日常產生的壓力，但當過去的因應方式已

經無法克服重大困境時，便會產生斷裂。這種生命斷裂的狀態就是個體藉由復

原力重建的時候，這時一連串面對與重建的過程會與復原力因子交互作用產生

力量，使具備復原力的人，進入復原力的重新整合的狀態，獲得新的自我認同

與成長（郭珮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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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無論是復原力治癒模式或是復原力歷程模式，皆展現出復原力之

動態運作，個體復原力會隨著時空及其不斷面臨到的事件及結果而產生變化，

而為期不長的初任教師階段，其復原力發展是否也具有階段性值得探究，根據

理論，除了各時期特色外，也更應注意每時期中影響因子的運作及各時期之歷

程變化。如同上述各家理論所言，個體的復原力的高低會受不同因素影響，其

中不得不談的是復原力內涵的兩大因子，以下將繼續針對復原力之影響因子進

行探討。 

參、 復原力之影響因子 

其實每個人的生命中同時都會擁有或多或少的資源與危機（Mastern & 

Coatsworth, 1998），當個人遭遇到壓力或挫折而超出個人所能擁有的資源，危

機就會產生。正如上述提到的，個體的復原力高低會受不同因素影響，會促進

復原力維持或提升的稱為「保護因子」（protect factors），相反的，若會破壞復

原力之提升，甚至會造成復原力低落，便稱為「危險因子」（risk factors）。 

而個體面對環境中許多的危險因子時，若懂得善用個人內外在的保護因子

（資源）與危機相互作用，此兩股正、負面的力量相互對抗，便能成功地因應

當前危機，或是在面對危機時仍能維持本身良好人格特質，復原力都會顯現。 

關於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中所包含的項目，各家學者也指出不同的看

法，而復原力因研究目的不同，發展出許多不同面向的內涵，以下將分別說明

危險因子、保護因子之內涵細項，最後針對教師復原力影響因子進行探討，茲

分述如下。 

一、 保護因子 

Garmezy （1985）和Brooks （1994）從人格成長的觀點，認為復原力包

括三個層面：良好的自尊（self-esteem）、和諧的家庭成長經驗及良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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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支持系統。Grotberg （1995）也曾針對兒童復原力進行研究，指出為了克

服逆境，兒童獲得復原力的來源有三項分別是「我有（I have）」指外在的資

源和支持，用以增進兒童復原力；「我是（I am）」指兒童的個人內在力量，

包括兒童的感覺、態度和信念；以及「我能（I can）」指兒童的社交及人際技

巧。 

亦有學者特別針對具復原力之個體的特性進行整理，Benard （1995）指

出復原力的個體具有社會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自主，以及目標感及光明未

來的信念四個特性。Konrad 與 Bronson（1997）的研究報告中也針對個體面向

來談，復原力的六項基本因子，如幽默感、自我認同等，而這是屬於在個人的

內在層面。Tusai 與 Dyer（2004）則將「復原力」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

簡分為體內因子和環境因子，前者包括認知因素和特定能力，而後者指個體查

覺到的社會支持或連結感，而他也特別強調個體可能主動拒絕外界支持，所以

個體不是社會支持的被動接受者，社會支持的過程是相互的、動態的。 

Friborg、Martinussen與Rosenvinge（2006）將保護因子細分為五向度，分

別從「個人強度」（personal stength）、「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e）、「組織

風格」（structured style）、「家庭團結」（family cohesion）、「社會資源」（social 

resource）來看。王淑女（2011）也歸納一般復原力研究內涵中，統整促成復

原力展現要素大致可分為下列三個向度：「個人向度」也就是內在的保護因子，

指的是一個人的特質和能力；「家庭向度」是指家庭能提供溫暖和支持；「社

會向度」廣泛指社區、學校以及除了個體和家人力量之外的朋友、鄰居、師長、

社團、宗教團體等所提供支持的力量。 

由上述可知，復原力包括內在和外在的保護因子。內在保護因子即屬個人

向度，偏向人格特質的探討；外在保護因子即屬家庭與社會向度，偏向外在資

源的探討。根據復原力研究，在統計結果上與復原力型態具有顯著關連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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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助於逆境中的個體維持正向的適應，則被視為保護因子。保護因子能夠

緩和人們對壓力情境或長期逆境的反應，或補償危機的負面衝擊，使個體的適

應會比如果這些因素不存在時更為成功（曾文志，2005），而曾文志（2006）

更在隔年收集1970至2004年來相關復原力保護因子的研究，分析各個保護因子

之效果。而自我復原力可視為個體的內在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用以

幫助個體抵抗危機因子（risk factors），讓個體在遭遇挫折、壓力或困境時，

仍能發展出良好的適應行為（蕭如怡，2010)。 

二、 危險因子 

與保護因子為一體兩面，雖然少有研究針對危險因子，但基本上分類的向

度與保護因子大同小異，而對於復原力的影響因子，有學者將其以個體為中

心，以團體成員的組成或與個體的關係分幾個向度來談，因此復原力的危險因

子也包括內在和外在的保護因子。內在危險因子即屬個人向度，偏向人格特質

的探討，若個體性格較悲觀、消極，或者相關專業知能較缺乏，就成為個體形

成復原力的危險因子；而外在危險因子即屬家庭與社會向度，偏向外在資源的

探討，可能是工作環境的壓力、人際溝通的摩擦，有或與夥伴、家人的理念不

合，缺乏外在支持的情形下，便成為危險因子。 

三、 教師復原力影響因子 

研究者將整理各家學者所提出的復原力影響因子之面向，分別以陳尹雯

（2016）針對教師復原力因子的歸納為架構參考，以個人及環境脈絡面向來談

其中包含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茲說明如下（王淑女，2011；曾文志，2005；

蕭文，1999；顏郁心，2002； Benard,199；Doll &Lyon 19985；Groberg,1995/1997；

Konrad &Bronson,1997； Smokowski,Reynolds, & Bezruczko,1999；Tusai & 

Dy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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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 

包含兩個概念，有「我是」及「我能」，前者指的是個體本身有關正向

自我概念的人格特質，屬於個人內在的力量，能減緩負向情緒帶來的衝擊，後

者則是指個體本身可達到的能力，包括社會人際的技巧、問題解決的能力等。 

1. 個人特質 

指個體的個人內在力量，包括性格、感覺及態度。如： 正向情緒、樂觀、

堅持、具創造力、幽默、自我效能、積極因應問題、良好的自尊。 

2. 認知因素 

也屬於個人內在力量，包括個體的想法和信念。如：具內控信念、有目

標感及光明未來的信念、對事件能從不同角度觀之、實際控制期待，以及雖置

身挫折情境，卻能將自我與情境做適度分離。 

3. 特定能力 

個體所擁有並與復原力有關之能力，也就是具有向環境或壓力挑戰的能

力。包括社交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因應策略、受教育和平均以上的記憶力，

身體上的吸引力等。能衝動控制，尋求信任關係，並藉由人際溝通、自我控制，

學習相關社會技巧，獲得解決事情的能力，增強自我能力與掌控感。 

而對於教師來說，在個人面向中，危險因子有個人負向思考、失去尊嚴

與自我價值感、知覺個人信念與實踐的衝突、專業知能不足，相對的，保護因

子則是良好的身心健康、堅毅性格、正向思考，以及傾向具體行動、勇於嘗試、

具工作熱忱。 

(二) 環境脈絡 

關乎到個體查覺到的社會支持或連結感，也就是「我有」的概念，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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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體了解自己可以使用的外在資源為何，包括家庭、學校、宗教等，在面對

挫折困境逆境時，能尋求適當資源以度困境。 

1. 組織風格 

個體所屬組織之風格特質，教師所屬組織便是學校場域，復原力的影響

因子也包含了組織風格是否關懷、開放、寬容，使個體感受到與外在連結與支

持。 

2. 家庭支持 

指的是個體的家庭能提供溫暖和支持，包含了家庭團結、和諧的家庭成

長經驗、父母心理健康、家人支持、教養一致性等。 

3. 社會系統 

良好的社會外在支持系統，廣泛指社區、學校以及除了個體和家人力量

之外的朋友、鄰居、師長、社團、宗教團體等所提供支持的力量以及社會之資

源。 

對於教師來說，在環境脈絡面向中，就學校外部系統及學校內部來說明，

而其前者的危險因子有反覆的教育政策、工作負荷、不和諧的親師關係；後者

的危險因子則是缺乏關懷的支持系統、難以調適的組織文化，以及不和諧的師

生關係。另外，在保護因子的部分，學校外部系統包含了合理的福利政策、教

師專業研習，以及外在支持網絡；學校內部則是有教師發言人-教師會、建立

教師學習社群，以及內在支持網絡。 

綜上所述，復原力的重點在於是否再次提振精神，發展出健康正向的因應

策略，而針對復原力，要特別注意保護因子包括個人及環境，所以教師的復原

力要提升當然除了自身想法外，也需要旁人或環境的支持與協助。而本研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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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在國小初任教師的復原力，而初任教師與資深教師雖同樣身為正式教師，但

是身分上及能力經驗上皆與具相當年資的教師有所不同，因此針對初任教師復

原力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各有哪些面向，也將透過後續與研究對象之訪談資

料進行探討。 

 

第三節 初任教師階段的特性及困擾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初任教師，而初任教師處境與心境有別於

其他階段之教師，為了探究初任教師的教學挫折，有必要先了解初任教師的界

定，該階段的特性及困擾，因此本節將針對初任教師階段的界定、初任教師階

段之特性以及初任教師教學的困擾分別說明如下。 

壹、 初任教師之界定 

在談初任教師之特性之前，應先界定初任教師階段之定義。從教師生涯

發展來看，各家學者都試著將教師生涯區分為幾個階段。Fessler （1985）就

將教師生涯自新進人員到資深教師的過程切為八個階段，分別是職前教育階段

（induction stage）、實習導引階段（induction stage）、能力建立階段（competency 

building stage）、熱切成長階段（enthusiastic and growing stage)、挫折調適階段

（care frustration stage）、穩定停滯階段（stable and stangnant stage）、生涯低盪

階段（career wind down）、退休落幕階段（career exit stage）；而 Stffy（1989）

則是依據從個人發展的角度將其分為五個階段，像是預備階段（anticipatory 

stage）、專家階段（expert/master stage）、退縮階段（withdraw stage）、更新階

段（renewal stage）及離開階段（exit stage）。Berliner 則將教育專業的發展階

段分為五個階段:生手（第一年）、資深初任（二到三年）、有能力的教師（三、

四年）、幹練的老師（第五年）、專家教師（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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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管將教師生涯分為幾個階段，都可以簡單切分為起、承、轉、合。「起」

為入行階段，需要嘗試錯誤，面臨工作帶來的現實考驗；「承」為表現階段，

此時期對工作已駕輕就熟，能初露頭角，並在組織中尋得定位之處；「轉」是

中年生涯階段，已可以獨當一面、擔負重責大任；最後，「合」則是交棒階段，

此時期已是幾朝元老，能提攜後進，並為退休做準備（金樹人，1997）。而其

中不能忽略的是最一開始的入行階段，也就是所謂的「初任教師階段」。 

所謂的初任教師就是在教師生涯中的前端階段，根據上述文獻回顧，可

以發現雖然各階段名稱不同，但就其階段特性及年資區分而言，指的是剛進入

教育現場正式任職之教師，而初任教師階段的年資界定，有的學者認為五年

內，有的則只有第一年才是初任教師，但大多學者一致認為在任教三年之內即

屬初任教師（白青平，2000），而本研究所指之初任教師界定在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學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進入國小正式任教且服務年資在三學年以下的正

式教師，不包含實習教師及代課教師。 

貳、 初任教師之特性 

初任教師第一年的教學體驗往往是最深刻也是最焦慮與恐懼的。然而第

一年的經驗對於初任教師未來的教育生涯卻是影響最深遠的（陳美玉，1996；

韓玉芬，2004），更是教師生涯中特別艱難的轉化時期（Lortie，1975）。韓

玉芬（2004）也曾提及此階段對於教師生涯具有重要性，因為初任教師階段是

特別艱難的轉換期，也是奠定未來教育生涯的關鍵期，更可能會影響教師留任

或離職的決定。 

而初任教師的發展確實有別於其他階段教師發展之特性（陳美玉，

1999）。所以針對初任教師階段的特色，學者們也提出了見解，韓玉芬（2004）

特別從「身心發展」、「認知發展」及「專業發展」三方面進行詳細的說明，其

中「認知發展」方面的特性，提到了專家的認知基模比生手更精緻，因此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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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接認知基模時較不如專家的順暢。初任教師欠缺這些認知能力，導致不管

在教學思考或行動上，皆顯得不夠周密，或時常感到不知所措；而生手教師與

專家教師在認知發展的落差，是基於實際教學經驗的欠缺，且未有充分時間對

於個人教學經驗進行深入而系統的反省和思考（陳美玉，1999）；而在「專業

發展」方面的特性就如同前面所述，教師在此階段較關注於如何求生存。另外，

張芬芬（2001）則指出初任教師教學生活的特色有六，其中提到初任教師是敬

老文化中的菜鳥老師，同時也是教育改革中，邊學邊做的推手。 

而初任教師階段的特性，研究者將綜合學者們所提出的特色，初任教師

這個階段有別於其他階段的特性分為六大項，茲說明如下： 

一、 充滿現實震撼的衝擊 

莊英正（2011）就曾做過這樣的比喻:就現場的教學實務而言，任教第一

年的教師就像是大姑娘上花轎一般，都是頭一回進入到這個陌生又熟悉的領

域。熟悉的是環境與場景都跟當初實習或代理代課時沒什麼兩樣，但是少了實

習輔導教師或原本班級教師的坐鎮指揮或常規秩序建立，就好像突然掉進茫茫

大海中卻沒有救生衣一樣，不知道出問題時該向誰去求救。而這種情狀，正是

給初任教師的一場震撼教育，也就是所謂的「現實的震撼」（reality shock）。而

陳斐卿、陳曉麗（1999）針對真實震撼（reality shock）提出進一步的討論:真

實震撼的內涵包含無知的震撼，也包括知卻無法處理的震撼。因此教師處於初

任階段就需要轉變的調適（transtatic adjustment）（洪慧蓉，1998）。 

二、 沒有經驗的無助及慌亂 

由於初任教師是教師職涯的最前端階段，剛踏入教學現場的教師們，除

了實習之外，沒有太多實務經驗，卻要擔起管理一個班級的重責大任，所以初

任教師由於經驗的不足，可能會容易遭遇不少問題。因而導致初任教師們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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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忙腳亂也易感到無助。大多數的教師在此時期中除了感受到當初在學校所學

理論有時並非完全適用外，理想與現實間的差異也會常讓人不知所措。 

三、 求生存及適應的壓力 

初任教師剛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沒有太多時間慢慢適應，就要上手班

級事務，因此初任教師常有適應期的壓力。另外，多位學者也指出在初任教師

階段時，新手教師們非常關心自己能否在這份工作中生存，如王錦珍（1994）

就提出「新進教師的關注三階段說」，其中的第一階段就是「關注自我的生存」。

他說明，當一位新老師進入教學環境後，他最為憂慮的是直接影響自己是否能

在工作崗位上生存的事，他焦慮教室常規的管理、擔心自己是否有教學的能

力、懷疑自己不被學生喜歡、重視大學視導與合作教師的意見、憂慮被人觀察

或評鑑、害怕嘗試到失敗的經驗。 

四、 想尋求支持又怕被看輕的矛盾 

雖然大部分的學者均指出，初執教鞭者在學習的過程中依賴他人的協

助；但是 Mc Donald 與 Elias（1983）卻認為新教師並不主動的尋求協助。此

時的新進教師自我防衛心裡甚為強烈，多半獨自面對問題、自作決定、觀察成

果，他們很少將自己的憂慮告知其他同事，除非他們確知自己的能力已不被懷

疑時，或者為了生存別無選擇時，才會向外求援（王錦珍，1994）。 

所以，初任教師是處於一種兩難的情境中，一方面希望獲得同事的建議

與支持:另一方面卻又不願因此而顯露出自己能力不足、經驗欠缺的弱點。因

而初任教師總是自行摸索，不斷嘗試錯誤，除非真正必要，且無損自己地位，

才向人請教（洪慧蓉，1998）。 

五、 邊做邊學的累積知能 

雖然初任教師是剛踏入教育現場的新手，但是做的事情卻與經驗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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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資深教師相同。Lortie（1975）就說到：初任教師和服務二十五年的資

深教師做相同的工作，而不是逐步增加工作量，以逐漸增加技巧和知識（引自

詹雅婷，2009）。也就是說，教師在從初任到資深或專家的階段裡，工作性質、

內容及工作量都相同，並非依年資的累積而增加。但是在相同的工作量下，卻

能逐漸累積經驗而增加教學的相關知識及技巧。 

六、 自我摸索後的挫敗感 

而就在這樣的種種衝擊及矛盾和自我摸索下，初任教職的教師們承受緊

張與挫敗感，許多研究亦發現，新任教師的發展比其他教師生涯階段面對的挑

戰更為艱難，挫折經驗也相對的多（LetVen，1992：Lortie,1975： Sikes etal., 

1985）。甚至有的學者更認為此一時期的教師所面臨的心理壓力及挫敗感，是

整個教職生涯中最大的（周麗華，2006）。有部分研究則顯示年資較深的教師

其自我效能的程度高於年資較淺的教師（李雯智，2010；林宗賢，2009；黃振

恭，2008；潘義祥，2004；簡玉琴，2002），也就是說年資較淺的教師，尤其

初任教師的教師自我效能是較低的。所以，初任教師對自我的信心也較為不足。 

 

由上述可知，初任教師階段是教師生涯中很重要也影響很大的一個階

段，此階段充滿著不確定及不安。另外，在先前界定初任教師階段的探討中，

有學者提到教師生涯階段的挫折調適階段，其談到這階段對教職產生挫折感及

幻滅感，工作滿意度下降，教師們開始質疑為什麼他們要從事這個工作，甚至

有專業枯竭的現象出現，挫折感常出現在個人生涯的中期，但漸有趨勢會發生

在工作早期階段。另外，家庭的重要變遷（如孩子長大、親人死亡）是一個可

能的影響因素，能否獲得機構內新刺激的成長，決定著改變能否發生（引自韓

玉芬，2004）。但研究者認為不論是初任或資深都會有挫折調適期，因此將針

對初任教師的挫折調適談起。另外，上述這些特性都顯示了初任教師在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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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艱難，必然會產生許多困擾，接下來將進行初任教師教學的困擾之探討。 

參、 初任教師教學工作及困擾 

Johnson 與 Ryan（1983）曾提到自 1930 年代後初任教師之研究皆與近年

相似，由此可知，教師的初任階段會遭遇困難，古今皆然（引自謝寶梅，1996）。

因此研究者是將國內外學者針對教師教學工作內容及初任教師所遭遇的教學

困擾進行整理及探討。 

一、 教師教學工作內容 

教師工作內容廣泛，也有許多要面對、互動的對象，包含學生、家長、

同事、行政人員、社區等，因此教師擔任的角色也多。而教師工作中又以班級

為最密切接觸的單位，除了班級常規建立外，課程與教學是班級活動的基本歷

程與核心，在班級經營中的過程中，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運作，攸關教學

品質與教育成效優良與否（林進材，1997）。因此，本研究將教師工作內容及

其困擾聚焦於「教學層面」。 

吳明清等（1996）在「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師服務狀況之調查研究」將

教學相關活動的內容歸納為六大部分，包含課前的準備工作、課後的教學工

作、生活輔導工作、行政及班級事務工作、研習與進修活動，以及社區服務工

作。而這六大部分中，與課堂教學最相關的是「課前的準備工作」及「課後的

教學工作」。課前的準備工作，包含了閱讀教材或教學指引、準備或製作教具、

蒐集教學參考資料、構思或編寫教學單元活動、布置或更新教學(教室)環境，

而其中教師所做的準備工作以「閱讀教材或教學指引」為最多，「構思或編寫

教學單元活動」為最少。課後的教學工作則包括:批改作業、編制與詳閱平時

測驗、實施補救教學、與同事討論教學相關問題、檢討或反省教學。 

曾也真（2009）也對課程與教學經營的分類，將其分為課前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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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課後的教學指導，以下敘述其細項:  

(一)課前準備工作：包含課表的安排、教材的準備、教學計畫的設計、教具的

製作、補充資料的收集、教學活動的設計。 

(二)實施過程：包含教學內容安排、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學時間的管理、教學

進度的安排、作業安排、教學手勢與表情傳達、說話速度、音量大小、語彙使

用難易度是否適中。 

(三)課後指導或工作：包含課業的指導、補救教學、作業練習指導、作業批改、

學習效果的評量。 

綜上所述，關於教師教學面的工作可依時間順序分為三階段，分別是

課前準備、課堂中實施以及課後的指導，而其中細項皆牽涉了與學生的互動、

及教材與時間的安排。而教學的實施也是初任教師在班級經營中困擾最多之

處，以下將針對初任教師容易在教學方面產生的困擾加以探討。 

二、 初任教師的教學困擾 

「教學」指教師把知識與技能傳授給學生的過程；而「困擾」一詞有為

難、難題、麻煩、問題、煩擾的意涵。根據認知心理學，所謂的困擾也就是問

題，乃是指個體在追求目標時，在尚未找到適當的手法或手段之前所產生的心

理困境。困擾的存在與否是主觀的認知與感受，對知識經驗差的人而言可能是

問題，但是，對知識經驗豐富的人也許不是問題；對想要追求的人事問題，對

一無所求的人也許未必是問題（蔡美淑，2014）。 

在教學過程，教師難免會遇到因為無法滿足個人需求或有效教學而產生

教學困擾。許多國內研究者（李欣儒，2000；林美環，2008；林容妤，2010；

徐心浦，2004；許朝信，2000；郭世育，2002；楊清雄，2004）對於教學困擾

（teaching disturbance）的意義均大同小異，即「教學困擾」指教師從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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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程中，所遭遇教學上的困擾（林美環，2008），自我知覺到無法有效的解

決內在衝突與滿足內在需求，個體與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無法達到平衡，導致

心理或情緒方面產生不安的狀態，進而影響教學行為（引自蔡美淑，2014）。

此處便可以發現，「教學困擾」的定義與「教學挫折」是相近的，研究者在文

獻探討過程中也注意到雖然大多文獻使用的是「教學困擾」一詞，但實質上「教

學困擾」及「教學挫折」都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因為種種因素導致無法達

到原本目標而導致情緒不安狀態的意涵。不難看出兩者間是緊密相關的，因此

本研究欲探討初任教師的教學挫折，也就表示探討教師的教學困擾便是必要

的。而國內外有許多研究探討關於初任教師之工作困擾，本研究將分別針對初

任教師的教學困擾，以國外及國內兩部分進行探討，茲說明如下： 

(一) 國外初任教師教學困擾研究部分 

Estes（1990）以文獻探討方式，將初任教師的問題分為三種類型，研究

者挑出教學層面的問題，分別為 1.技巧面:包括課程實施、教室中的不同狀況、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問題 2.社會情緒方面: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等問題 3.組

織方面:包括學校政策對教學上的要求、可用資源的確定等之問題（引自劉曜

睿，2004）。 

Adams 也曾對 192 位學校教師進行研究，發現初任教師主要困擾有十二

項，而關於教學層面的，就包含了五項，像是「教導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從

學生角度審視教材適切性」、「激發學生動機」、「教學成效的自我評量」，以及

「適切運用有助於教學的外在資源」等（引自李建彥、張德勝，2003）。Veenman

（1984）則回顧多篇與實習教師、初任教師相關的研究，歸納出實習教師、初

任教師最常知覺到的二十四個困擾（problems）進行排序，而研究者挑出屬於

教學層面的困擾則依序為：1.引發學生動機 2.處理個別差異 3.評量學生作業 4.

不足、不當的教材與教具 5. 教學負擔過重以致無充分時間做準備 6.有效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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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教學方法 7.確定學生的學習層次 8.通曉學科的知識（學科知識不足）9.

學校設備的不適當 10.處理學生學習遲緩的問題 11.有效的運用教科書及課程

綱要 12.缺乏空餘的時間 13.不適當的引導與支持 14. 大班級教學班級過大。 

而從上述學者們的研究，研究者總結初任教師常見的工作困擾可分為幾

個面向，分別是教師本身專業知能不足、學生程度落差太大、課程進度的掌握

不夠熟練，而這些皆反應出與教師本身能力及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條件相關，而

這些困擾有可能會帶來初任教師的負向情緒反應，壓力、焦慮、挫折、失敗的

感覺可能因此產生。困擾或困境或許無可避免，但經歷困境乃可產生正面意義。 

(二) 國內初任教師教學困擾研究部分 

白青平（2000）在其研究中針對初任教師的工作困擾進行調查，而初任

教師最困擾之類別為工作負擔方面，最不困擾的則是人際關係方面。其中最感

困擾的前五項目分別是：學生學業程度參差不齊；缺乏時間對學生進行個別行

為輔導；教學工作繁重，體力嗓子不勝負荷；教學工作責任很重，精神壓力很

大（對教學品質的自我要求）；行政單位交辦事項繁多。另外，其它也屬中度

困擾的有：學校教學資源不足（硬體設備、教具、圖書資源的不足）、進修內

容不符合自己的需要、學生學習表現沒有達到其應有的能力水準、進修機會太

少、教學科目繁多，準備不足、每周教學時數過多、在工作（作業批改及備課）

上花費時間過多，覺得私人時間不夠用等。而當中除了行政單位交辦事項繁多

外，皆屬於教學層面的困擾。 

張德銳（2003）也曾歸納出初任教師的五大困境，他更說到這些困境若

初任教師可以調適得當，可以幫助初任教師快速熟悉教學現場，更有利於初任

教師的成長、茁壯。但若挫折過多過大，造成現實的過度震撼，將可能導致「過

度社會化」的後果，從此失去成長的動力。另外，曾也真（2009）針對他自己

提出的課程與教學經營之分類及細項，也整理初任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會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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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並依教學的時間順序分為三部分，分別是「課前準備工作」、「實施過程」、

「課後指導或工作」，其內容細項包含教學計劃安排不佳、教學設備或資源方

面缺乏、教學媒體準備、教學方法與技巧不足、學生程度差異學科材料的熟悉

度、教學準備時間不足、學習效果難以評量等。 

王聖捷（2012）則整理眾多學者的論述，以「教學時間控制」、「教學策

略」、「教學資源與設備」、「學生學習表現」四個層面來探討。其中「學生學習

表現」提到，初任教師會遭受到學生彼此之間參差不齊的困擾，進而造成教師

須花費多餘的時間來解釋同樣的概念，拖延教學的進度。而除了學生個別差異

之外，還包括學習動機、興趣難以引發；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學生缺交功課；

低成就學生放棄學習，都是初任教師在學生的學習表現上所遇到的難題（白青

平，2000；曾也真，2009；張碧蘭，2002；劉曜睿，2004）。 

另外，蔡美淑（2014）也針對教學困擾進行相關研究，她參考楊清雄（2004）

和林容妤（2010）的教學困擾向度分析，並針對其在課程進行教學時面臨的困

擾來加以取捨。並整理出教學困擾類別一覽表，其中的類別包含:時間資源運

用、教學方法運用、教學活動設計、教學媒體運用、教學設備問題、教師專業

知識、教材內容資源、激發學習動機、班級經營管理、學生學習評量、學生問

題處理、學生課業表現、學生行為輔導、學生能力差異、師生互動關係。她更

從「實務教學」、「專業知能」、「學生學習」、「教學評量」四層面來探討國小教

師之數學領域教學困擾，「實務教學」包含教育政策修訂、課程銜接、教材內

容份量與適切性、實體教具缺乏和班級實際與教學兼掌控等可能會對教師所造

成的困擾；「專業知能」指進行數學領域教學過程中，國小教師在該領域應該

具備的數學專業知識、教材教法的運用、課程設計統整能力、授課教材內容的

掌控度等不足可能會引發的困擾；「學生學習」指的則是進行數學領域教學過

程中，因學生學習態度和動機不足、基礎邏輯與運算能力的個體差異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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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特殊生融入教育的實施、學生家庭文化與社經地位所導致家庭功能不彰等對

教師所造成的困擾；最後的「教學評量」指進行數學領域教學過程中，教學評

量的多元化趨勢、成績為導向的社會風氣、家長對評量的傳統化認定、作業與

評量多寡與難易度等可能對國小教師造成的教學困擾。 

雖然上述並非特別針對初任教師的教學困擾，但是可以發現教師的教學

困擾大致上都與學生的學習情況相關，而家長對教師教學安排的意見也可能是

造成教師困擾的項目。而除了上述具體教學困擾外，劉華娟（2000）也指出，

生手在面對教學時可能產生的心理困境有壓迫感及焦慮感。而從上述各學者對

於初任教師困擾的分類有很多種，但有些研究的教學困擾涵蓋層面較廣泛，本

研究聚焦在課堂教學。綜上所述，針對國內外初任教師的教學困擾整理如下: 

1.「教學時間控制」：教學準備時間不足、教學進度的掌握、時間管理不佳、

作業批改不完等。 

2.「教材安排」： 教學計劃安排不佳、教材的選擇、學科材料的熟悉度、作業

與評量多寡與難易度。 

3.「教學策略」: 教學方法與技巧、教學後評量、學習效果難以評量、等。 

4.「教學資源與設備」：教學媒體準備、教具的應用、教學設備或資源方面缺

乏、不足等。 

5.「學生學習表現」：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學生上課專心度不足、學生個體差

異(能力及學習風格之不同)、作業繳交情形不佳、低成就學生放棄學習等。 

其實，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是教師成敗感及對工作滿意度的重要來源。

當學生有好表現時，老師自然跟著喜上眉梢；反之，若學生的學習狀況不佳時，

老師也因此而深感挫敗、失望、沮喪等情緒。而有學者也指出情緒會影響教學

品質，正向情緒就有正向的教學品質，反之，負向情緒就有較負向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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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慧蓉，1998）。因此，為了要解決初任教師容易產生的困擾，同時也應該

去探究造成其教學困擾的原因有哪些。 

 

三、 造成初任教師教學困擾的原因 

國外學者曾提出造成初任教師教學困擾的原因包括：不清楚的期望、脆

弱的知識基礎、現實震撼、工作環境與專業的孤立、學生行為管理的問題、不

足的資源、角色衝突（Gordon,1991;Brock & Grady,2007;Veenman,1984）。而國

內研究者謝寶梅（1993）也提出五項可能造成初任教師教學困擾之原因，包括

陌生工作環境缺乏安全感、師範教育職前課程提供的訓練不足、教師不切實際

的期望、學校孤立的工作環境、任教班級的特殊性。 

陳美玉（1999a）從國外學者研究中亦發現，新任教師比起有經驗教師遭

遇更多問題的原因有四項，一是新任教師強烈傾向模仿自己學生時代的老師；

再來，新任教師傾向疏離其他教師，在面臨問題時，極少得到感情上的支持，

且少得到經驗教師的輔導與協助；此外，新任教師經常會發現很難轉換理論，

用以解決教室中實際發生的問題，結果他們會將過去所學全部丟在一邊，認為

理論無用；最後則是新任教師會過份注意如何依照所學，正確的使用教學方

法、技巧與原理原則，結果反而使他們無法發展有彈性、更有創意、更適合目

前情境脈絡的教學方法。 

而白青平（2000）的研究也指出，國民小學初任教師認為導致目前工作

上感到困擾的最主要原因為「對教師角色給予過重的負荷」，其次依序為「專

業知能發展未能獲得協助」、「職前教育課程不足或不適當」、「自我追求成長努

力不夠」、「教師該扮演的角色不明確」。而他也發現任教職的一年的初任教師

遭遇工作困擾時之因應方式主要是向他人請教，較少與他人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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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外在具體教學行為外，Grant 與 Zeichner（1981）及 Veenman（1984）

等人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實習教師常因感到很大的壓力而導致焦慮、挫折與

孤獨感（引自楊基銓，1997）。Watts（1982）也提出初任教師可能遭遇的心理

狀態有焦慮、自我懷疑和迷惑。有些學者（Childers & Podemski,1982；

Gibson,1976；Laseley,1980；O’Rourke,1983）採用質的研究法探究初任教師的

問題，指出初任教師最初對自己和學生，也對教學工作期望過高，造成面對實

際工作時的震撼。Childers 與 Podemski（1982）認為這些不切實際的期望會

成為初任教師最壞的敵人，造成對工作不滿意，失去信心，以及導致筋疲力盡

（burn-out）（引自謝寶梅，1991）。Muller-Fohrbrodt 等人（1978）也提出造成

初任教師心理震撼之因素有兩個面向，一是個人層面，例如:選錯教書的職業、

個人不適當態度、不適合的人格特稱等；另一則是外在層面，包含師範教育的

訓練不恰當、學校系統和供應的問題等。 

綜上所述，造成初任教師教學困擾的原因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外在因

素，二是內在因素。 

(一) 外在因素：包含提供的資源不足（例如:教學媒體或設備的缺乏、專

長未能有發展機會、學校研習未能符合教師需求）；社會對教師角色給予過重

的負荷（例如:家長認為教育責任只在教師身上、行政業務過多、級任工作負

擔上級務多以及任教科目多、大眾對教師的期盼高、認為老師什麼都會，是全

能的）；或是外部相關人員支持度不夠（例如:缺乏行政端及家長端的支持、家

長沒有共同理念、與資深教師認知上的落差）等。 

(二) 內在因素：包括個人特質（例如:教師對教學的信念及態度）、能力限

制（例如:初任教師經驗不足或是過往師培訓練不足、與家長學生溝通互動技

巧和輔導技能不足）、目標與結果的落差（例如:教師訂定過高目標而無法達

成、教學理論與實務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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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初任教師教學困擾之原因也正與前面兩小節所探討的挫折來源及

復原力影響因子多有重疊之處，但是困擾與挫折是否能直接連結？又或者困擾

要到何種程度才產生挫折？這都跟內外在因素有關聯，並且是彼此交互作用下

的結果，絕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韓玉芬（2004）認為初任教師受社會化歷程

的影響很大，他們在這歷程中可能經驗到不同階段，而面對不同困境時，他們

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策略來因應，很重要的是，即使有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

初任教師的自我價值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並非完全接受環境的擺佈，初任教

師自身的省思及價值選擇仍是最重要的關鍵。而本研究想探究的問題，皆需要

深入探析初任教師的想法及心理得到解答，因此下一章便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方

法及工具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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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之心路歷程，根據研究主題

與研究目的，使用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本章共分五節，首先第一節為研究方

法及架構；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第三節介紹資料蒐集方法；第四節探討資料

處理與分析方式；第五節是關於研究信實度及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使用質性取向的個案研究法，本節旨在說明為何以個案研究法為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因此對個案研究法之定義以及特徵加以說明。 

壹、 個案研究法之定義 

個案研究是研究者在一個計畫、一個事件、一項活動、一個流程或一個（甚

至多個）個體中做深度的了解與探索。這些個案與時間和活動有密切關係，研

究者在一段時間中，持續利用多種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取得詳細的資料。 

在於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性質，希望去瞭解其中的獨

特性與複雜性。研究者的興趣通常在於瞭解過程而非結果，因而研究者會著重

整體觀點，瞭解現象或事件的情境脈絡而不只是特殊的變項（林佩璇，2000）。

我們可以說個案研究就是一種研究策略，選擇單一個案，採用各種方法如觀

察、訪談、調查、實驗等，以此蒐集完整的資料，掌握整體的情境脈略與意義、

深入分析真相、解釋導因、解決或改善其中的方法（邱憶惠，2009），亦即個

案研究能夠幫助研究者釐清特定的真實情境脈絡，達成整體而通盤的瞭解。 

貳、 個案研究法之特徵 

Stake 則認為個案是一個有界限的封閉系統（a bounded system），它指的

是一個界線明確的對象而非泛指某種過程。例如一位教師、學生可以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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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革新方案、一所學校也都是一個個案，但是一個教師的教學、幾所學校間

的關係都不能稱作是個案，因為他們不是有界限的封閉系統（Stake,1995）。要

瞭解一個個案可以從兩個具體因素判斷：第一，它是一個有界限的系統；第二，

系統中存在著某種行為型態（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systems），研究者可以

藉由此行為型態或活動性質來瞭解系統的複雜性與脈絡過程的特性（林佩璇，

2000）。 

Gall、Gall 與 Borg（2007）則指出個案研究的四項特徵:焦點置於特定

的事實或情況，來研究現象；對個案做深度研究；在自然環境中研究對象；研

究個案參與者的內觀（局內人）與外觀（局外人）的觀點。 

而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之心路歷程，希望探討初

任教師在教學情境脈絡下，面臨教學挫折及提升復原力的歷程，以訪談及觀察

等方法蒐集研究對象之完整資料，以深入了解，並掌握初任教師在面臨教學挫

折的整體情境脈絡，包含挫折情境、挫折認知、挫折反應，以及面臨多次挫折

歷程中所發展出的復原力，其各因素之交互運作模式。因此個案研究十分符合

本研究之需求。另外，在研究者進行文獻探討資料蒐集時，發現過去在針對教

師挫折及教師復原力的許多實徵研究多採用量化的問卷調查方式，鮮少使用質

性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而其中大部分採問卷調查的研究也建議後續研究能才用

質性方法來蒐集資訊，增進相關議題之了解，因此，更強化本研究採取質性研

究取向方法的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之教學挫折及復原力，以文獻探討做為研

究架構之參考，其中挫折來源，也就是教師所遭遇的挫折情境會先讓教師產生

挫折認知，進而產生挫折反應，而一次次的挫折事件因應的過程中，會有內外

在不同的保護因子及危險因子，而兩類因子的交互作用也會逐漸生成或影響復

原力的發展，因此初任教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應是多次事件累積及各種因素

的交互作用的歷程。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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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挫折之研究」為題，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

探究，本節將針對研究參與者作介紹。 

研究參與者包含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國小初任教師，以及其身邊同事。

國小初任教師以採立意取樣方式篩選，研究者先列出符合本研究需求之條件：

一、必須為通過教師甄選後，擔任教職三年內正式的國小初任教師；二、經歷

教學挫折後，仍維持正常生活，不被擊敗以至一蹶不振。以研究者本身人脈徵

求到一名國小初任教師、以及該教師的同事三名，以底下表格（表 3-1）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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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並分點介紹每位研究參與者之背景、教學風格。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身分 姓名(化名) 性別 年資 任教年級 任教小學 

個案教師 樹老師 女 兩年 六年級 星星小學 

同事教師 虎老師 女 十年 四年級 星星小學 

同事教師 4 班老師 女 六年 六年級 星星小學 

同事教師 2 班老師 男 十二年 六年級 星星小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壹、 個案教師 

一、 樹老師學經歷 

樹老師是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出身，是應屆通過教師甄試的年輕教師。

本來想當高中國文老師的她，現在也很能接受自己在小學教書。在考上正式教

師前，她曾接過鐘點代課及短期代理一個月。鐘點代課時因為通常只是幾節課

或只有一天的代課，所以沿用原導師的做法，班級都還算可掌控，和學生的互

動也很良好。 

我覺得代課本來就是這樣，代課本來就是不會罵小孩，反正跟小孩會很

好這樣子。大家都會比較喜歡代課。（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但是接近教甄考季的前一個月，她卻接到了一個四年級的後母班。由於

原導師懷孕，所以學生在四上的時候已經有些浮躁，在樹老師接班之前更已經

換過一、兩個代課了。班上有過動生、ADHD 確診生以及臨界 ADHD 的疑似

生。這「後母班」不太好帶，班上秩序差到嚴重影響課堂進行，甚至常有學生

打架。此時的樹老師的班經技巧不足，所以仍是在一團亂的情況下結束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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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班。 

我那時弄到就是「亞亞飛（台語）」，那時候我也沒有脾氣，我不知道該

怎麼壓他們，我也還不太會發脾氣，講話還沒有那麼大聲，還沒有那麼

有威嚴之類的。就是理所當然的就來代理。還是有一個有問題的女生，

她會跟你唱反調。那些有問題的會成群結隊，上課一起鬧，像妥瑞跟

ADHD 就會起來趴趴走，整間教室亂跑這樣，那時候我就會停下課程，

叫他們安靜，然後那些乖的學生就會「厚，老師，好吵喔！」加上有些

女生，不是女生都乖喔！有些女生就會開始教唆男生吵鬧。 

覺得自己是不是很沒用？同一個班都帶不好，人家帶都沒事，我帶這個

月就驚動學務處，又驚動輔導室，然後家長。反正那段期間就是好難過

喔!怎麼辦，班級也帶不好，成績也就算了。成績反正我也不在乎的。難

讓我處理的是那個妥瑞症跟 ADHD 的學生，那個 ADHD 的真的太讓我生

氣了，之前那個代課老師說她有用手去捏一下那個耳垂。她說這樣有效，

然後我還真的照做，我都覺得現在想起來是笨蛋，最好不要，最好不要

碰學生……。（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透過上述的敘述，可以知道考上正式教師前的樹老師，代課經驗充滿許

多挫折，通過教師甄試後，樹老師進到星星小學服務，她所服務的小學為山上

的學校，一個年級四個班，屬於中小型學校。此小學會替初任教師安排同學年

一位薪傳導師輔導及協助熟悉學校環境，校內的資深老師及主任也都很願意帶

領初任教師學習，在教學方面皆尊重教師專業，校方不會有太多干涉，校風較

為自由。校長常鼓勵校內同仁進修，也和周邊大學有課程上的合作，因此樹老

師也是在校長的鼓勵下，決定在任教第二年進入校長有課程合作的大學就讀研

究所。同事間相處融洽，常在課間一起討論分享教學，還會在放學後一起打球

培養感情，關係十分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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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老師的薪傳導師是同學年的 1 班老師，但是樹老師並不常向她的薪傳

導師詢問教學問題，除了不在隔壁班、又是男老師之外，她也認為兩人教學理

念不同，所以反而會轉向較近的隔壁兩班老師（2、4 班老師）交流教學。也

因此研究者選擇研究參與者時，排除少接觸的薪傳導師，納入 2 班及 4 班老師

作為訪談對象。 

二、 樹老師教育理念及教學風格 

樹老師的教育理念偏開放民主型，希望可以給孩子有自由發展各項潛能

的空間，同時也希望以溫柔、正向的帶班風格取代嚴厲的責罵教育，讓親師合

作一起幫助學生更好。這樣的理念也同樣置於班級網頁供家長們參考。 

教育理念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顆種子，而教育是陽光、是空氣、是水，只要公平的

對待，每一顆種子都會開花，或高或矮，或紅或白，爭相綻放。陽光、

空氣和水從不會挑選種子，教育或者教育人員也應該如此。政府或許可

以做得更多，但等待這樣的「或許」之前，教育者如我會繼續用心呵護

每一顆小種子。  

(1)以愛為本，適性揚才： 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發展多元智能。每個孩

子都有適合他的位置，在學習的道路上，各個學生會有不同的需求。有

了老師的專業協助，又有家長的溫馨陪伴，就可以欣賞孩子那麼一點點、

很厲害的「獨一無二」！ 

 (2)營造友善班級： 以互動式學習為主，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係。不諱

言處罰有其功效， 但相信真誠帶著微笑，給予孩子鼓勵與肯定的正向管

教效果更佳，回饋也更多。何不讓學生在快樂的氛圍之下學習，教學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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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親師合作網： 引進家長參與的力量，協助孩子學習更順暢。適

時利用聯絡簿作為和家長對話的窗口，積極關注孩子，多稱讚孩子，搭

起家長與教師之間的友善橋樑，擴展孩子學習的時空。 

我得為未來將遇見這麼多小種子做好萬全準備，著名繪本《花婆婆》 裡

的花婆婆所到之處都開滿了花，期許我能成為另類的花婆婆，有我在的

地方，身旁的小種子都能昂首開花，吐露芬芳。（樹老師教育理念--班網

資料 20151104） 

而樹老師的教學風格較為多元，國語課設計有時講述，有時小組討論，

還有另外自己設計的學習單；數學課則以講述為主。努力嘗試新方法的樹老師

一直都積極參加研習、求新求變。 

貳、 同事教師 

一、 虎老師 

虎老師為學校的中年級老師，班上有部分問題行為較多的學生升上五年

級後到樹老師的班級。因為熟悉班上孩子狀況，也常會主動關心樹老師的帶班

情形，也會提供一些適合那些學生的管教技巧給樹老師參考。教室就在正下方

的她常常上樓，且升旗隊伍與樹老師的班級就排在隔壁，兩人時常聊天，因為

很多帶過的學生都在樹老師的班，所以也有共同話題。兩人更會在下班後一起

打球，私底下也有在接觸。但由於非同年段，樹老師較常與虎老師討論班經問

題而非課堂教學狀況。 

二、 4 班老師 

與樹老師同年考上正式教師，在進入星星小學服務前就已經有四年的代

理經驗，所以對於帶班已經上手，也可以像前輩一樣，給樹老師教學上的建議。

由於 4 班老師的教室就在樹老師班級的隔壁，所以常在課餘或空堂時間，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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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的身分，晃到樹老師班上聊天。樹老師也會因為距離較近，有學校各項事務

問題都直接跑到隔壁 4 班詢問。 

4 班老師教學風格較為嚴厲(和學生有距離感)，樹老師曾表示兩人理念較

不合。所以班經問題比較不會詢問她。反而因為 4 班老師的數學教學較擅長，

樹老師較常和 4 班老師討論數學的教學問題，同樣的她也會分享她的國語教學

給 4 班老師，兩人彼此交流互補。 

三、 2 班老師 

2 班老師與樹老師的教學理念比較像，喜歡讓學生動手做，認為學生學會

人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勝過趕上課進度。常常在班上舉辦烹飪等大小活動，樹

老師非常有興趣，也常找 2 班老師取經、討論活動流程及方法。 

2 班老師和學生的互動很具威嚴，由於教學經歷資深，對於教學、帶班皆

充滿自信，家長也對他很信任。樹老師也把他當一個崇拜的目標。 

然後我就有點朝他的目標前進這樣，我是也沒有一定要動手，我只是覺

得他那種霸氣這方面。就是你要讓小孩有種「對！老師，我錯了！被罵

是應該，我連講都不敢講」那種。（樹老師訪談 20170321） 

樹老師也表示當 2 班老師提供一些方法或建議時，相較起其他老師，不

會覺得很刺耳。因為理念一樣的關係，所以樹老師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2 班老師

不要她這樣做，或是 2 班老師會告訴樹老師什麼方法更好。 

就是我們的理念真的比較合，我可以懂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不要

這麼做。然後其他的老師我就會覺得，就是因為沒有熱情了，才跟我講

這種方法。（樹老師訪談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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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幾位參與者外，研究者本身在進入研究場域時還是一名學生，

蒐集資料時，除了吸收教育前輩們的經驗外，也不斷和研究參與者對話，於是

研究者自己也介入其中，提供反思及建議。 

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蒐集方法，以訪談法為主、觀察法及文件分析法為輔，

本節旨在說明為何以訪談法等為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因此對訪談法、觀察

法及文件分析法加以說明。 

壹、 訪談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初任教師之教學挫折，為達本研究之目的，茲以訪

談法做為研究之主要方法。先進行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以分析出教師教學挫

折之理論與意涵，以及復原力之意涵及運作模式，設計出訪談大綱，再以訪談

法蒐集資料與整理，藉以成為分析與討論的依據。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的主要原因是，探討國小初任教師的教學挫折經驗，

研究者想在舒適自然的情況下，於訪談者進行深入的互動，並藉由少量的個

案、豐富的訪談資料，探討其教學挫折因應歷程之情形。在研究過程中，研究

者的地位關係與受訪者相等且密切，有別於量化研究，偏重旁觀的表象統計數

字描述（陳尹雯，2016）。此次的研究，由於需要受訪者深入的資料，包括初

任的教學經驗及面對教學挫折的心路歷程，故決定使用訪談法。 

而本研究採取面對面訪談方式，並且依據研究者自身擬訂的半結構式訪

談大綱進行訪談。而訪談進行方式主要分為兩次，一次訪談約為一到兩個小

時，兩次主訪談中間安插三次課堂觀察，並在必要時（觀察到教學挫折的情形

下）安排約二十分鐘至半小時之訪談。在訪談過程中全程進行錄音，錄音設備

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可增加蒐集資料的正確性也使研究者更注意傾聽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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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談話，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將訪談過程錄音，錄音除了便利忠實呈現逐字稿

外，更能在分析時藉由當時語氣、前後脈絡，搭配訪談時所作的札記，更真實

的同理受訪者所傳遞的訊息，而本研究將使用錄音筆及手機作為錄音工具，以

備份資料不至遺失。 

另外，訪談大綱係由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結果，釐清研究問題後，再根

據研究目的擬出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半結構式訪談法

的優點在於，始終一致的使用同一份訪談大綱讓資料擁有互相比較的共通基

礎，而且透過大綱的提問問題也可以提升訪談的結構性。如果資料蒐集的目的

在於得到對於某個議題的具體陳述的話，半結構訪談法是個較具經濟效益的方

法（李政賢、林靜如、廖志恆譯，2007），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共有四式，兩次

主要訪談分別置於附錄三及附錄四，觀察後的小訪談題目置於附錄五，而個案

同事的訪綱則於附錄六。 

貳、 觀察法 

研究者實地訪問個案研究的場所，即有直接觀察的機會（引自王文科，

2007）。而本研究針對初任教師在教學方面的挫折，而教學場域即是教室，因

此為了多元蒐集及佐證，輔以觀察法，研究者挑選了三次上課日（研究對象教

授共九堂課）於研究對象任教之班級中進行課堂教學觀察，主要記錄研究對象

面對教學挫折時，如何因應？其挫折反應為何？與學生互動上的情況為何？研

究者將觀察到的現象記錄於觀察記錄表中。 

觀察記錄會經當事者同意作現場記錄，以提供研究者作相關分析和印

證，補足訪談資料中缺漏的部分。觀察記錄包括值得注意的一切內容，有助於

理解情景、場合、進展等的資料，也可成為研究者意識的一部分（吳芝儀、李

奉儒譯，1995）。因此，當研究者進行分析時，觀察記錄能提供研究者回想當

時情景、人物對話及互動情況，也讓研究者捕捉當時研究對象心理層面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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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而幫助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的經驗架構時能更貼近真實。另外，也由觀

察到的事件或現象作為後續訪談的題材（觀察紀錄表如附錄七）。 

參、 文件分析法 

藉由蒐集研究對象本身所提供之相關文件，並由研究者進行分析各類檔

案資料，以補充訪談及觀察資料之不足，同時提供佐證，更可以作為訪談之題

材。若文獻與訪談資料產生矛盾的狀況時，必須再進一步蒐集資料進行檢核，

而分析過程中也要特別注意研究者本身的過度推論。本研究蒐集的其他檔案文

件有：班級網頁、教師日記（包括社群網站發表之心情）、教師備課資料、學

生學習單。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有訪談、觀察與文件資料等資料來源，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

將與受訪者的對話過程全程以錄音方式記錄下來，並進行存檔備份，再由研究

者轉譯為文字敘述的逐字稿，並反覆檢核也與受訪者確認其內容，以確保其正

確性。而課堂教學觀察記錄，會以手寫記錄表為主，而其他文件檔案如教師本

身教學省思札記等，會存檔後歸還給研究對象。以下將分別說明本研究之資料

管理原則與資料處理方式。 

壹、 資料管理 

根據所得之原始資料分別予以編號:第一碼表示「資料取得對象」，樹老

師代號為 T；第二碼為「資料取得日期」，以西元年、月、日，共八碼數字為

表示；第三碼則為「資料類別」，取其中一代表字，如:錄音檔之代號為「音」。

以下為各類資料之代號表（如表 3-2） 

 



 
- 77 - 

表 3-2  

各類資料代號表 

資料來源 資料類別 資料代碼舉例 

訪談 
訪談錄音檔 T-20170303 音 

訪談逐字稿 T-20170303 稿 

觀察 課堂教學觀察表 T-20170325 觀 

文件資料 

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T-20170228 省 

教師備課筆記 T-20170228 筆 

班網資料 T-20170228 網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資料分析 

對個案研究而言，資料往往是最重要且最困難的步驟（潘慧玲，2003），

Yin（2009）提到資料分析是透過檢視、分類、列表或其他方法去重組蒐集到

的資料，以發展證據鍊（a chain of evidences），讓各研究資料得已將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與研究結論一步步推展、連結成一個整體。為了有系統進行資料的來

回應對與分析，本研究將採取主題分析法之概念與策略，協助研究者發現蘊藏

於不同文本資料的主題，以及發覺主題命名中，詞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

涵。申言之，是從一大堆龐雜的文本資料中擷取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已達到

將原始資料意義化與脈絡化之目的。具體採用之分析步驟如下： 

一、 整體閱讀與反思 

研究者須秉持開放態度反覆聆聽訪談錄音檔，並輔以觀察資料、檔案文

件等文本資料進行初次閱讀與相互參照，進而寫下對於文本資料的初步理解與

省思，包括客觀的事實陳述，以及主觀的感受與詮釋。 

二、 發現事件與視框脈絡，進行暫時性個別編碼 

對文本資料有總體意義的初步理解後，研究者將開始仔細檢視事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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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試圖理解初任教師教學挫折事件下的背景與其細節，以及教師在事件前中

後的想法及反應，進而找出影響教師挫折復原力之影響因素及發展歷程。研究

者將逐字閱讀訪談逐字稿、觀察筆記以及相關檔案文件等內容，在字裡行間找

到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語言、行為互動以及可能的重要訊息，捕捉教師經驗、想

法及感受，並運用可以涵括的概念字句將其標記、編碼與註解，進行初步的開

放性編碼，而後針對各分項逐步檢視，將編碼分類，形成個別的意義單位。 

三、 將分析的資料加註類別，進行二級編碼 

根據文獻探討發展核心類別項目表，以編好代碼之資料，逐項分類、比

較、概念化，抓取關鍵字，並將屬性相似者歸為同一個類別。 

四、 建立分析架構，歸納結果 

依據研究問題，歸納資料，以教師挫折情境、認知、反應以及教師復原

力的影響因素呈現內容及類別作解釋，各級編碼資料相互對照。在教師挫折因

應歷程部分，先分別依各時期進行分析及解釋，接著連結各時期中教師復原力

之歷程變化並做總體的分析，最後顯示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壹、 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實屬質性取向的研究，因此必須注重研究信實度。所謂的信實度

（trustworth）是可靠度或一致性與研究結果的真實性，目的在於減少研究的誤

差和偏見。而本研究採三角檢證作法，以提升整體研究的信實度，以下將由三

面向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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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校正 

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不斷省思，以避免主觀意識或先入為主的觀

念。另外，也要與研究參與者及指導教授共同檢驗資料與結果，並隨時和研究

夥伴會商討論，讓研究者檢視其自身思考、提出問題與憂慮之處，並詳細討論

研究者可能知道或未察覺的問題。最後，讓每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相互對

照、檢證，以免落於只聽信單面說詞，而導致研究之偏差。 

二、 方法的校正 

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選取作明確的說明，包括選取方式、研究對象背

景資料的說明，並讓受訪者選擇受訪的時間與地點，過程中以開放的態度進行

訪談，讓受訪者盡可能解除尷尬和不安，以確保取得受訪者真正想要傳達的可

靠資料。 

另外，在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在訪談後立即記錄訪談備忘錄，以助

後續逐字稿之整理。使用原始資料，避免做過度推論，以求真實反應研究情境

和受訪者原意，恪守當天整理訪談內容，以免遺漏任何重要訊息。而訪談後若

發現資料有不全或遺漏之處，需與研究參與者保持聯繫，以便在有需要時再次

訪談或澄清疑慮。 

三、 資料的校正 

包含文獻與書籍資料的交叉檢視，以及資料的再驗證，茲說明如下。 

(一) 文獻與書籍資料的交叉檢視 

研究過程需充分閱讀相關文獻，避免研究者本身資訊不足而易有先入為

主的立場，進而影響研究中立。另外，為提高研究資料分析之信實度，也送請

指導教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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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的再驗證 

當訪談逐字稿完成後，請訪談對象檢核內容是否完備或是否與當時相

符，以求資料的精確性而不失受訪者的原意。另外，也將訪談、觀察與文件資

料的相互比對、檢證，以互相補充其缺漏及檢核是否有相互矛盾的情形發生。 

貳、 研究倫理 

在以人為對象的研究中，研究倫理的問題為研究者的一大考量，尤其本

研究採取質性取向的某某研究，當中有大量的訪談，因此，如何在探求事實與

尊重隱私之間取得平衡，實為研究者應審慎處理的問題。而本研究需注意且遵

守的研究倫理如下: 

一、 知會同意 

研究者秉持研究倫理的原則來進行研究，於正式訪談及觀察前，向研究

對象說明研究主題及目的，並取得研究對象之同意，及簽署受訪同意書後，才

開始進行訪談及觀察等資料蒐集。 

二、 保密與匿名原則 

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保密原則，於研究報告中以化名稱呼研究對象，

以確保其隱私。而訪談或觀察所獲取之資料及逐字稿等文件檔案，除研究者與

指導教授外，絕不會外洩。 

三、 嚴謹態度 

與研究對象保持良好關係，訪談過程中與離開時都需注意受訪者的心

情，研究前後態度一致。呈現研究結果時，僅針對事實作客觀詮釋與分析，避

免個人偏見及謾罵，並且在資料的呈現上恪守研究方法的信實度，同時完整的

呈現研究結果；最後，本研究不做研究以外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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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參與者為國小六年級導師，由於所任教的科目有國語、數學、美

勞及綜合課，而經過整理後發現，樹老師的教學挫折來源大多為班級經營，尤

其在學生問題行為及管教方面較為挫折。而不論是學科教學抑或是秩序管教方

面的教學，產生的因素都可以分為內外在，因此以下將樹老師所任教的科目及

班級經營狀況，以內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分點討論。 

第一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來源 

壹、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 

教師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簡單來說便是以個體為出發點，較為主觀的

因素。透過分析樹老師的訪談資料中，研究者發現如同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

提，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也可分為生理、心理、認知三方面去探討（王

以仁、陳芳玲、林本喬，2005；李海洲、邊和平，1995；張春興，1976；張振

成，2003；黃韞臻、林淑惠，2013；廖純雅，2005；蔡品 2009）。而本研究的

研究對象樹老師在生理層面因身為初任教師，所以面臨到能力、經驗不足的現

象；心理層面則會因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以及個體價值觀、態度與周遭環境

的衝突而感到挫敗；最後，認知層面，樹老師對於自身教學成效不佳的失敗歸

因錯誤也是導致教學挫折感的因素之一。底下將分為四大點細部探討造成樹老

師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 

一、 教學知能不足 

此處的教學知能除了授課科目外也包含班級經營技巧。而從前面的訪談資

料得知，樹老師所授課的科目裡，她對於數學教學最沒有自信，所以教數學也

是最令她挫折的項目之一。 

樹老師的父親是退休的高中數學老師，所以研究者也好奇當樹老師遇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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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教學問題時，會不會尋求他的協助？雖然樹老師也表示高中與小學的學生

程度及教法差別還是無法常常與自己的父親討論，但的確還是能夠從父親那裏

得到一點點教數學的經驗談。 

一開始我也是戰戰兢兢的對照著課本答案，後來我爸就，我爸是數學老

師，他就說你不要那麼死板規定他一定要這樣子寫這樣子寫，你就讓他

寫。後來就是我也是蠻 free 的，（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有時候看不懂會問他說這個算式到底在寫什麼？因為有時候課本的我真

的看不懂，就是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寫，然後他就會跟我說這是怎麼樣。因

為我那屆是建構式，我也不知道耶！反正就數學不是很好，也不是很愛鑽

研數學（笑）。我覺得我數學沒有教的很好。(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我覺得教數學很~難。」這句話也讓研究者也好奇，對樹老師而言是個

罩門的數學，哪些方面導致她感到挫折，是備課還是教學方法？ 

我覺得是「講述」吧！講述給他們聽的時候，不一定我講了他們就會懂，

因為他們在安親班教過了，或是厲害的人自己看課本就會了。我們落差很

大，就是會的就是會，上課都不聽，然後不會的就真的不會，我在講他們

好像也都不會，就是我講的方式他們好像都不太懂。然後上課問懂不懂，

他們也……就是……不知道是真點頭還是假點頭，就不知道他們懂不懂。

反正也沒什麼回應，真的要考出來，才會發現到底在搞什麼鬼（笑）。（樹

老師訪談 20170312） 

樹老師表示大學時期修的數學教材教法，剛好遇到一位比較「特別」的

老師，當時並沒有被訓練得很扎實，因此根本不太知道數學課應該要怎麼上，

而研究者也知道這名教授的教學風格，所以可以理解樹老師為何會對教數學這

麼沒有辦法。Muller-Fohrbrodt 等人（1978）也提出造成初任教師心理震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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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外在層面，包含師範教育的訓練不恰當。而這也跟樹老師所分享的師培

經驗一樣，除了本身對數學就不擅長，師培教育階段又沒有被扎實的培訓，確

實會導致產生教學挫折。 

我就只能照課本教耶！像國語我可以丟課本，我自己反正就語教系那一

套嘛。但是數學就沒辦法，我就必須要看著課本，像我就會常常被一題

題目卡住，然後一整堂課就在搞那一題，然後小朋友反過來教我：「老師

就是要這樣這樣這樣阿！」我就說：「為什麼要這樣？」我反而聽不懂他

的方法。他說的我也不是很懂，然後他突然被我問到，他好像也……，

「恩……，就這樣子啊！」我知道他是懂的，但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讓我

理解這樣，然後我的方式他也不懂。反正就卡住。（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從上述的訪談可以發現，樹老師由於數學邏輯不夠清楚，導致上課時被

某一題卡住後，就會延誤課程進度。其實就研究者的觀察，樹老師雖說自己數

學不好，但備課時就十分認真，透過備課筆記也可以發現樹老師總會先自己研

究課本題目及教法，並把自己理解後的解法筆記在備課用書上。 

 

 

 

 

 

 

 

圖 4-1. 樹老師數學備課用書筆記○1     圖 4-2. 樹老師數學備課用書筆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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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卻也不能解決被題目卡住的問題，加上課室觀察時，研究者

發現樹老師對於數學用詞不夠精確，甚至定義不清(如下方觀課紀錄)因此研究

者推測樹老師在教數學總會遭遇挫折的原因是因為數學教學知能的不足。因此

詢問了樹老師是否嘗試進修關於數學的教學知能。 

 

 

 

 

 

 

 

 

 

 

 

圖 4-3. 樹老師數學課觀課紀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樹老師表示當上正式老師之後，雖然有很多研習進修的機會，但她自己

也很不好意思的坦誠，她自己喜歡語文領域，所以常在送出研習報名的前一秒

還是選擇參加語文領域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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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會想要參加自己比較熟悉的？ 樹老師:對呀!會比較知道他在 run

什麼，然後我也怎麼 run，可是數學我就覺得，我很怕我去的那個。訪談

者:聽不懂？ 樹老師：對！我怕我去了聽不懂。（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其實我額外有去參加一些數學的研習。後來我覺得，那對我來說也很吃

力。（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雖然樹老師因為自己是老師的身分，也曾強迫自己硬著頭皮去參加幾場

數學研習，但是始終還是無法克服一直以來對數學的抗拒，所以數學教學知能

也還尚不足。而數學教學知能不足也容易造成樹老師在教學上常遇到挫折，或

是因此導致學生數學成績不佳而感到挫折。 

而教學知能不足也包含了班級經營的能力不足，不難發現由於樹老師為

初任教師，在班級經營方面仍在摸索及嘗試，導致教學、班經難兩者兼顧，時

間互搶，最後兩邊沒有一邊如願，挫折感便不斷產生。 

二、 自認輩分低而信心不足 

身為初任教師，又是全校輩分最低的老師。樹老師自己也承認常會因為自

己輩分低而不敢反應，或甚至是當學生與別班發生衝突時，也尊重別班老師對

自己班上學生的處置。曾經在閒聊時提到學校裡其他老師們有爭辯的事情，樹

老師在想若是她自己遇上，也大概不會與人正面衝突或極力爭取。 

我真的就是，我生氣就是自己悶悶的，因為我輩分也低啦！然後我覺得和

氣生財，就不要跟人家交惡，總是同學年的，也是會遇到（笑）。（樹老師

訪談 20170416） 

就像是曾經發生過學生與別班發生搶球場的爭執時，學生直接去找那個班

級理論，結果被那個班級老師罵回來，而樹老師等到學生回來後也是唸自己班

上的學生。她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也因為自己輩分低而不敢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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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一件事情是，好像別班都會站在他們學生的立場，假設遇到別班的

事情，他們就會去找那個老師說是別班的錯怎麼樣，可是像我，不知道是

因為我自認輩分輕，我真的不太敢講什麼，這種事情我真的不太敢講什

麼，或是說我自己心虛，我知道我們班這樣真的不太好，所以就……，怎

麼講？我會處罰我們班比較多。（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或許也因為資歷較淺，因此數老師對於自己的帶班及教學能力皆不是那麼

有信心。常覺得自己不夠好也導致較常感到挫折。 

三、 教師性格為易自責的完美主義者 

樹老師與研究者分享，每當罵完學生，放學回程她便會一直回想和思考當

天發生的事，常常會邊哭邊開著車回家，她常因為挫折而傷了心。 

我罵歸罵，我回來還是自責我自己。就會覺得你們怎麼都不會體貼老師一

下這樣。（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她也提到曾經氣學生，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教務主任都提醒她「你不

要打，打了就站不住腳。」 

我就是一直忍啊！（苦笑）。我後來就破口大罵，但我後來就罵到自己很

難過。就是他們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但我覺得我療傷時間比他們還久，因

為他們隔天就好了。（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或許是因為樹老師本身也較容易自責，所以就常在管教完學生後產生負面

情緒。而樹老師反求諸己的個性也同樣展現在她的班級經營裡，前述提到學生

與別班搶球場事件，樹老師也說了:「我不想讓別班說我在袒護我們班還是怎

麼樣」。 

每次遇到我們班跟別班的事，我都會先罵我們班，就把我們班打趴（笑），

就是對我們班是這樣子。我不知道別班老師怎麼處理，但是他們關起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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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我們也關起門來處理我們班，我沒有很了解別班是怎麼處理這件事

情，我就照我的方法跟我看到的就是，還有我的學生，我的學生會不會感

覺我都不維護他們，就他們跟別班有糾紛的時候，反而是罵我們班。（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因為樹老師認為，若是雙方吵架，一定是兩邊都有錯。所以她會告訴自己

班上的孩子不要理直氣壯的以為自己沒錯，而跑去別班理論，先反省自己是不

是有哪裡做錯了。而這點也和前述的第二點「自認輩分低而信心不足」有所連

結。 

四、 對學生期望太高 

而由於上述可知樹老師是個自我要求甚高、完美主義的人，因此同樣的

也會希望自己班上的孩子能夠有好表現。加上是自己的第一個班，特別重視而

採高標準的要求。 

我愛他們，所以相對的要求也高。就是我這麼愛你們，你們不要讓我失

望。我常常這樣跟他們講，可是他們常常做讓我很失望的事，我常常講

到我自己都快哭了，我都覺得你真的很讓我失望，我對你期望這麼高。（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雖然研究者到樹老師的任教班級觀過三次課，也的確發現有幾位學生容

易惹事或出狀況，但是由於樹老師都緊抓著學生不放，一有事件發生便會耐著

性子好好處理，因此就初任教師來說，班級算是掌握的有條理。但樹老師總是

覺得不夠，她常常在想為何別的班級的學生都比較乖比較聽話。而她付出了那

麼多努力，班上的學生還是不聽管教。 

像我在跟我同事分享我們班怎麼樣怎麼樣，或是我們班怎麼這樣子，之

類的，他們就會說：「不會啊!我覺得你帶的很好啊！」就是在他們看來

 



 
- 88 - 

我帶的好像……，甚至那個亮亮在我的管教之下，就還 OK，當然他事情

還是一樣的多，只是覺得「他被你帶好像有比較好」。（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同樣的，研究者在訪問同學年其他老師時，他們也都認為樹老師的班級

越帶越好了。而研究者也藉機問樹老師，會不會是樹老師對於班級學生的期望

比較高？樹老師思考了一下，也承認自己的確對於班上學生抱有一定的期待。 

可能是我的第一屆，我很在意被我帶出來的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

教給他們的，他們有沒有用心收到?或是他們有沒有認同啦！（樹老師訪

談 20170416） 

她也常跟學生說:「你們都六年級了，不是一年級。」認為學生已足夠成

熟，有些行為不該再出現，雖然她也明白學生就是會有這些小缺點需要教導，

但一方面又覺得學生已經足夠成熟才對，因此也產生有些矛盾的心理。當教師

對學生的期望越高，而結果卻不如預期時，教師的教學挫折感也會是越高。 

五、 無法理解學生犯錯原因 

樹老師常常提到的班上一號頭痛人物亮亮（化名），只要一惹事就會被她

叫到桌前溝通，但是樹老師也感嘆，即使現在好了或這一、兩天乖一點了，過

一陣子，這名學生還是會繼續犯錯。「花時間都在做一樣的事情，然後你下次

又要再跟他講一樣的事情。」樹老師的語氣中也充滿無奈，即使她再怎麼有耐

心，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件也讓她挫折不已。而亮亮被叫到桌前時總是擺

一個臭臉，拒絕溝通似的，上一秒還在笑，下一秒到老師桌前就眼睛瞪大要發

脾氣了。 

六年級我才好好花時間跟他（亮亮）溝通，換做是五年級的時候我真的

就是跟他槓。想要去了解他背後的原因，可是他都會回你「不知道！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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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不知道！」我最討厭聽到不知道了。我真的受不了。（樹老師訪談

20170313） 

總是問不出亮亮心中到底在想什麼，也讓樹老師感到煩惱且挫折。除此

之外，班上的瑣事也總是得她一再提醒及耳提面名。 

每次我在點簿子，我都說「聯絡簿還有一本誰沒交？」乖的人會找，但

通常都不是那些找的人，那些缺交的人就是不找，然後他也不知道自己

沒交，我就覺得有什麼好不知道？你沒交就沒交，你忘記？有什麼好忘

記的啊？（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就覺得怎麼會講不聽呢？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或許樹老師一直以來都是聽話的乖學生，所以她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交

作業這麼天經地義的事，還得老師一直三催四請。她希望學生能夠自己自制一

點，就不會每次為了點誰沒交聯絡簿的小事而浪費全班時間了。而這部分也正

和文獻探討中提到的「個體價值觀、態度與周遭環境衝突易導致產生挫折（吳

鼎隆，1985）」不謀而合。 

而鄭蓉（2006）曾提過教師遭遇挫折後，向內攻擊部份，包含了自責，

同時也有研究發現與反省、反思等積極行為反應並存。由於樹老師本身的人格

特質是反求諸己的類型，所以遭遇挫折後，都會歸納為都是自己的問題，無論

是因為自認輩分低或資歷淺、甚至容易自責，這些都顯現了初任教師容易信心

不足而產生教學挫折。 

透過上方的整理分析，研究者發現樹老師在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中與前

述的文獻探討幾乎吻合，「自身期望過高」對應到「學生期望太高」，由於樹老

師總是把學生表現與自己的教學畫上等號，因此在要求學生的同時其實也是給

自己頗高的要求；專業能力不足則是對應「教學知能不足」，教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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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教學及班級經營，當初任教師這方面的專業不足，也會因此達不到目標而

挫折。其中，有趣的是，初任教師產生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還包含了「信心不

足」，這是其他學者們在談論挫折內在因素時沒特別提到的，而這也可能跟初

任教師的處境有關。 

貳、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外在因素 

研究者整理了過往文獻，發現挫折的外在因素其實就是自然環境及社會環

境的限制，當這些客觀的外在限制導致個體無法達到目標，便會感到挫折。而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會受到時間不足等自然限制，以及個體與學生、家長、同

事間人際互動等社會環境限制而導致挫折。以下筆者將以三個面項來說明國小

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外在因素。 

一、 教學時間不足 

從樹老師的訪談中不難發現，樹老師對於教學時間的不足深感挫折，而

導致樹老師的教學時間不足的原因分別包含了「外務繁重」、「考試進度壓力」、

「處理班務時間多」。 

(一) 教師外務繁重 

由於樹老師大學專業是語文教育，因此剛進學校就被行政人員詢問可否

幫忙指導語文競賽。樹老師認為自己是菜鳥，應該多加嘗試，加上「我又不太

會拒絕別人」，因此接下了語文競賽指導老師這份工作。每週一、四午休時間

要指導一位演說選手，而週二則是指導作文選手，因此樹老師中午除了無法看

著班上學生，也幾乎是無法休息。 

而任教學校為了推廣閱讀，所以發展閱讀戲劇。因此樹老師除了語文競

賽外，還要幫校內的閱讀心得比賽指導學生演短劇。 

當初是因為要比賽，然後我會寫劇本，就是找我練，可是那件是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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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情，我可以不要上數學課，然後去練戲，剛好我們班也是有幾個

蠻愛演的，就抓他來演戲這樣子，然後他們也覺得很好玩。（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就因為班務以外的事情很多，所以樹老師的時間也特別寶貴，時間的安

排對樹老師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課題。 

那一四要練演說、二五要練作文。那我就想說我戲劇什麼時候練，就教

那個寫作文的禮拜二就是去旁邊寫作文，然後我在那邊練戲，就是在同

一個空間我看著，但是我不管那個作文選手這樣（笑）。（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尤其訪談時進到下學期，她也表示下學期是學校活動最多最忙的時候，

感覺都要有些分身乏術了，也因此身體微恙，身心都疲憊。 

就蠻累的，而且我現在有點感冒。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帶的時候，等

於說……而且我還有去比賽，我還有去弄我自己比賽的事情，就我還有

在練我自己比賽的事情。然後我就覺得那個月，四、五月的時候，四月

開始練習，五月要開始收場。然後我還有一場戲喔，我還要練五個小朋

友演戲。（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忙，上學期也是這樣。就很忙，我好像沒有很認真

在顧班上的事情，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對。我覺得我應該要以我的小孩子

為主，然後剛好那一陣子，我小孩子事情又特別多，不知道我是真的沒

有在顧他們還是怎麼樣，就很虧欠他們。（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當研究者訪問樹老師有沒有試著要跟學校反應，是否可以調配一下工作

量，她則認為自己現在是菜鳥，沒有做過的事情都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現在給我的事情，還算是我願意做的，所以接得是算還，我自己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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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ok。然後比如說備課什麼的，我現在有一些方法了，所以也不會像

以前那麼久，除非我要玩新的東西，那個才真的會弄比較久。但是，我

現在課上不完了，我要趕課，所以短時間內，沒辦法玩什麼東西。但是

應該要趁他們還在的時候玩……。（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因此研究者發現外務繁重本身並不是挫折的事件，而是因為外務的繁重

導致樹老師覺得沒辦法好好照顧班上學生而感到挫折。加上樹老師也同時開始

在研究所進修，因此難得可以好好休息的假日除了備課外，還要準備研究所的

學業。訪談當下，樹老師的學生已經六下準備畢業，她自己則正準備研究所課

程(教學第二年)，她表示本來也沒打算這麼早進修， 希望自己帶班穩定了再

去，但是學校校長有和附近大學課程合作，所以鼓勵校內教師進修。所以她自

己也一邊進修一邊後悔好像沒辦法都兼顧。 

本可以游刃有餘的教學準備，變成工作負荷量過大，因此初任教師身兼

多職的情況是教學挫折的來源之一。 

(二) 考試進度壓力 

樹老師也反應到每週教學節數有限，但是礙於考試進度壓力，以及加上

處理班務，根本都沒剩多少時間，每次都是以趕課的狀態在上課，所以也就容

易無法好好兼顧班上每一位孩子。 

我覺得現在叫我們老師做什麼做什麼，其實我們也是都很樂意做，也很

願意做，妳說我們不會，那我們就去研習、去學，我覺得這都 OK！甚至

妳不用叫我去做，因為我們教學一定會遇到問題，學生怎麼都不懂、成

績怎麼都出不來之類的，就是我們會去找解答。我覺得那個進度的問題，

就是讓老師綁手綁腳的這樣子。（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樹老師喜愛嘗試各種新的教學活動，筆者也在課堂觀察到樹老師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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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時，因為要說明規則、學生需要適應等狀況，常需要多花一些時間，卻往

往因為前面幾個單元的延伸活動壓縮到後面單元的教學時間，才導致樹老師常

需要在學生段考前急著趕課上進度。 

(三) 處理班務時間多 

樹老師自身的教育理念是品格比成績更重要，所以對她而言，處理學生

的問題行為和其他生活常規的訓練是首要的!常會因為糾正或開導學生而佔了

自己授課時間。 

另外，樹老師除了授課科目的國、數、綜外，可利用來處理班務的導師

時間僅剩早自修，如同前面所述，樹老師因為外務多而必須放掉自己的午休，

離開班級去指導語文競賽選手，因此午休便無法拿來進行班務，例如：盯學生

訂正。這樣的時間限制常讓樹老師感到分身乏術。 

以上三個原因都會導致教師的時間分配過於緊繃，同時進修研究所的樹

老師，在假日必須上課而導致壓縮到備課時間，忙碌的各項外務也容易造成教

師的教學體力不足，因此，對於初任教師而言，良好的時間分配以及目標取捨

是重要課題之一。 

二、 學生各項表現差強人意 

在文獻探討中，除了上述的自然環境限制外，社會環境的限制對教師挫

折影響力更大。而透過訪談及觀察，本研究的個案分別在班級經營、課堂中、

課堂後的學生表現易感到挫折。班級經營部分，由於學生問題行為一再出現導

致樹老師感到挫折；課堂中學生對於新的教學法興趣缺缺的模樣也令樹老師感

到挫敗；而課堂後學生學習成果不佳則是因為不如樹老師預期而成為挫折的外

在因素之一。以下將分點說明。 

(一) 學生的秩序常規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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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了樹老師兩次以及中間觀課的談天中，發現初任教師最關心的還是

自己班級經營的問題，而班級的學生組成又是偏活潑的性格居多，對樹老師來

說上課秩序較難掌控。 

我們班聽說是這個學年最愛講話的、最活潑的班級，以前的老師都說你

們班看起來蠻難帶的，四班裡面最難帶的。那時候我聽到也是覺得很可

怕。後來我確實見識到了。（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而這樣的說法，研究者也在訪談樹老師同事--中年級虎老師的過程中得

到證實。由於中年級虎老師以前帶的學生中，較容易出現秩序常規狀況的學生

恰好在升高年級的分班後都集中在樹老師的班上。因此她對於樹老師班上的部

份孩子在校狀況也很清楚。 

因為他們班的孩子有很多是我以前的孩子。那剛好又一群「樸攏共」的

上來，所以就是分班的時候大部分比較有狀況的孩子都在她們班。那她

們班的狀況也不是那種會去挑釁別人或是會去做壞事的那種，也不是。

就是比較搞不清楚狀況或是很愛講話的，就這樣。所以他們班剛開始的

時候，上課秩序會比較辛苦，因為正好是我們班那一群。（虎老師訪談

20170321） 

尤其是樹老師班級裡有幾位較容易出狀況的孩子，學生的問題行為一再

出現也令她頭痛不已。雖然有一些是班上的小事，但是樹老師罵完學生，事件

也處理完之後，隔沒幾天又會重蹈覆轍。這樣的情況也讓樹老師不知所措。 

我們班都講不聽，丟個垃圾也丟不好，是沖一沖再丟會怎麼樣嗎？就這

樣而已，我也沒說不能丟啊！你就硬不沖，然後你吃那個巧克力棒，丟

在那裏就是讓他生螞蟻，而且生螞蟻了要誰去弄啊！我嗎？我最討厭螞

蟻了，你生一堆螞蟻是怎樣？禮拜五弄的，六日生螞蟻，然後禮拜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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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你這樣根本就處罰到那個收垃圾的人啊！然後收垃圾的人就會來

跟說：「老師，垃圾桶又生螞蟻了！」。然後我問是誰也都不承認，都要

人家講，有看到誰在吃，然後問他「有嗎？」才說:「有」。（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自首還好處理。你自己知道錯了就處理。要在那邊耗，然後我就罵到全

班，「怎麼沒有人要承認，沒有人要承認就是全班一起。這是全班的垃圾，

因為那個人沒有跳出來承擔說是誰。」（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說這次事件班上學生還說:「3 班有時候會過來丟。」讓她覺得學

生沒有證據就斬釘截鐵的說就是別班做的，這樣的答案都讓她覺得學生死不認

錯，還狡辯。 

「我就覺得我怎麼會帶出這樣的小孩，應該要是誠實的啊！」（樹老師訪

談 20170416） 

其實從跟樹老師的訪談中不難發現，她常會把學生表現和自己的帶班方

式做連結，她非常在意她的班級經營，因此樹老師十分在乎學生的行為表現，

也花了很多心力、時間在跟學生對話，五年級時還曾一個月寫一封信給學生。 

就叫他們親愛的，然後就開始寫寫寫，剛開始先讚美，然後開始寫有什

麼地方要改進的，然後說希望你們未來可以做的更好（笑）之類的，而

且我每一封信都會教他們一件事情，練習理論啊，或是什麼說話藝術之

類的。就是那一個月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以前會一個月寫一封，但真

的太忙了，太忙了。後來我就用講的，用講的比較快，因為當下發生了

就馬上講，所以常常上課就開始，就沒上課。（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除了與學生培養感情的信件之外，她也會利用聯絡簿的心情小語，每天

設計一些天馬行空的題目，在從學生的回答中了解他們的想法，她也曾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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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每次上課都會拖到進度，就是因為我真的願意放下進度，然後我要跟你

討論人生重要的事情。」就因為她十分重視班級經營及學生管教問題，所以當

學生反而表現出不良行為時，樹老師便會特別感到挫折。而處理學生問題行為

也常佔用教學的時間，進而影響樹老師的教學實施。 

(二) 學生的課堂反應不熱烈 

認真的樹老師參加許多場研習，非常積極進修的她，也時常帶著剛學到

的新教法到班上試驗，只是學生卻出現反應不習慣這樣的上課方式。樹老師跟

研究者分享的是她最近使用的教學方式，國語課前發下學習單，一課共有四

張，循序漸進的完成，因此上課不再是教師在台上講，學生在下面聽，而是跟

著學習單的步驟，小組討論得出解答，而樹老師也在上課過程中觀察學生學習

狀況並引導。 

她發現這樣的新嘗試，班上大部分的學生說不喜歡，都反應這樣沒有上

課的感覺，雖然樹老師也覺得無奈「什麼叫沒有上課的感覺？我也是在上課

啊，只是那課本的東西融在這四張學習單裡面，這樣方法不好？」樹老師希望

換個方式讓學生吸收課本知識，但是學生卻覺得只是像在寫作業，甚至還跟樹

老師說:「聽老師講的，比較有上課的感覺。」他們寧可拿回家當作功課寫也

不要在課堂上用這樣的小組討論方式。 

雖然樹老師一邊分享，也一邊覺得委屈的說:「也沒有比較輕鬆耶！可是

當然我還在 try 啦！」她都希望能夠把學到的新方法用在班上，幫助學生學習、

成長，一旦學生不能接受就必須要一直調整。 

我自己的東西都還沒有弄好一個模式或什麼的，就會一直參加研習，然

後就學很多方法，我想要用在我的班級上。那就等於說備課的時間就會

花比較多，因為是新的東西。然後小孩也是，他也沒用過。（樹老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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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2） 

由於樹老師的服務學校偏山區，學生的家庭大多從事傳統行業，學生的

文化刺激普遍都比較少。所以也較習慣傳統型的講述方式。 

而研究者課堂觀察則是發現，樹老師在情境營造方面稍嫌薄弱，會在上

課一開始便發下學習單，直接讓學生討論後寫下，也沒有獎勵制度或良好的氣

氛營造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生而言就只是多一項要寫的作業，並非是真

正引起學生的興趣，當然就讓學生不會想要主動與同儕討論並產出解答。所以

樹老師在新方法的引導策略也必須再加強。表面上看起來是學生不喜歡、不習

慣這樣的學習方式，背後原因可能是教師也還沒有找到一個最適合的方法。 

而研究者也發現其實這點可以和前面的內在因素做連結，並做以下有趣

的探討--「專業教學知能與實踐的困境」。數學因為不是樹老師所擅長的，導

致教學知能停滯不前；而在她所擅長的國語領域，努力嘗試各種新方法卻處處

碰壁。這些都可以說如同前第二章提到初任教師的特性就包含了「自我摸索後

的挫敗感」。 

(三) 學生的學習成果落後 

由於樹老師是語文教育背景，因此對於國語比較有把握，相對的，面對

數學時就教沒信心，樹老師表示教學方面國語都沒有什麼問題，都大致掌握得

住，算是得心應手，唯有遇到數學會容易挫折。 

教學的話就是數學啦!像今天我就在想說我會不會講太難他們聽不懂，而

且我覺得我講的速度很快，我這樣只顧得到那些程度很好的小朋友。那

些程度不好的我沒有認真顧好，就是為了進度就是……我已經教完了。

那那些就是補救嘛，找時間補救。（樹老師訪談 20170313） 

在研究者接著詢問樹老師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教學挫折事件時，樹老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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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們五年級的學力測驗，她因為學生的數學成績排在全學年最後，而有些

在乎。 

以這次學力檢測，我們班數學好像是最爛的，四個班裡面最爛的，然後

我就很 care 這件事，雖然我國語聽說是蠻高的，但是……（笑）。（樹老

師訪談 20170313） 

雖然樹老師是笑著、輕描淡寫地提到這件事，但是當研究者訪問同學年

的 2 班老師時，他也表示學力測驗這件事的確讓樹老師蠻挫折的。 

我們學年有時候都會討論啊！就是比如說，她語文類比較好，就會分享

說怎麼教會比較好一點，那她數學方面可能比較（笑）……，因為她自

己說她本來對數學這方面就比較不專啦！所以她在教學方面有一點挫

折，那分數出來就會有點落差，像之前五年級那個學力測驗，他們班是

分數比較低一點，所以她就是有點挫折。有在跟我們討論說要怎麼教會

比較好一點。（2 班老師訪談 20170330） 

她很認真，所以她就會覺得「我這麼認真，結果沒有到……。」沒有成

正比啦！所以她就會有點失落感。（2 班老師訪談 20170330） 

雖然樹老師常說她認為學生的態度比成績重要，但是還是會因為學生的

數學成績較落後而在意及沮喪。而數學對樹老師來說是個罩門，這在後續探討

也會發現是因為跟她過去求學經驗有關。 

(四) 學生的負面回饋 

樹老師對學生用心的付出，從言談中皆可以感受到，她常常把「無條件

的愛他們」這句話掛在嘴邊，常帶餅乾糖果給學生吃吃喝喝，可說是對學生疼

愛有加。但是也因著這樣的付出，她也會希望她的付出會讓學生喜歡，並可以

得到正向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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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學生家長送我枇杷，然後我就全班發下去吃，就有小朋友竟然說:

「老師我不吃了，我不要吃。」隔壁班老師就說：「他不吃就不要讓他拿

阿，要吃再來拿就好。」後來想想也是，但是那時候當下我聽到我就非

常生氣。我覺得你好歹也拿回家嘛，你既然連收都不收耶!或者是說你下

課的時候，偷偷送給別人嘛，之類的。但是你連收都不收，你當場就拒

絕我了。就是枇杷是何等貴的東西，然後家長給我，我願意跟你們分享。

他們一個說不要就還好喔!我說你就拿回去。然後另外一個就說「那我也

不要」、「我也不要」……，後來四、五個說不要，我就氣到，我就說：「通

通拿回來，全部都不要。」我說：「從此以後我不會再發任何東西給你們。」

我說：「我再對你們好我就是白癡。」我就這樣講（笑）。（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她希望學生要當個體貼的人，但是這樣的當面拒絕，讓她覺得他們一點

都不體貼。樹老師覺得雖然不管班上孩子如何，她都願意無條件愛他們，可是

當她付出的好，沒有感覺到學生的珍惜，她便會感到生氣，進而轉變為傷心。 

這些看起來雖然只是孩子有口無心的事件，卻也常常樹老師感到挫折，

因此她也常開玩笑的說她是玻璃心，非常容易心碎。而研究者聽了樹老師分享

的案例也不禁疑問，這樣子的反應是否過激?是否向學生說明老師生氣的原

因，才是真正讓學生學會體貼的方法。這些都源自初任教師無法掌握學生的心

性，學生尚未成熟，這些事件的確是學生正需要學的，樹老師卻對他們抱有如

成人般的期望，導致自己常常因學生不夠成熟的言行而受傷。 

從上述資料整理便可以知道，造成初任教師產生教學挫折的外在因素，

其一是源自於學生給予教師不對等的回饋。樹老師在班級經營方面花很多心力

輔導學生、和他們培養感情；教學方面也很努力地參加各地研習、學習新方法，

可以說是在班經和教學都付出許多時間及心力，所以當學生的表現、回饋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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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的付出成正比，無論是學習成果（考試成績）的低落，抑或是興趣缺缺

及不在乎的態度，都可能導致教師感到教學挫折。 

 

三、 與同事的看法不一致 

由於樹老師的班經理念和同學年的兩位老師不同，也因為較年輕，對於

學生的一言一行特別在意，常會被同事們勸要放寬心、對學生某些行為不要理

他等。這樣的看法不同也讓樹老師感到挫折，因為分享挫折時無法獲得共鳴，

也讓樹老師有些無奈。 

我跟同事相處，就因為他們都比我大，我是最小的，所以他們言談之間

會把我當妹妹一樣，那當然有好也有不好。就是好的話，他就真的會教

你一些事情，怎麼跟家長應對之類的。比較不好的就是會有一種，你是

菜鳥比較傻。他可能有口無心啦！但就是好像他覺得我這麼做，就是因

為我是菜鳥所以我這樣做。（樹老師訪談 20170313） 

 

四、 努力無法獲得家長認同 

樹老師現在於初任階段，對於他人眼光都會很在意，希望能向他人證明

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是個好老師。因此她會希望同事跟家長都能夠認同她，

當她努力為學生付出時，卻看到家長不在意的態度，她也會感到挫折。 

我就會擔心，但又覺得我幹嘛擔心？她自己不在意，她爸媽也不在意。（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又或者當自己對教學某部分沒自信時，也害怕家長會不滿意。由於樹老

師服務的小學位置偏山區，所以家長都是從事農、工等傳統行業，相對而言教

育觀念也比較傳統。樹老師提到因為班上家長都比較傳統，所以會在意學生成

績，樹老師也表示當家長問學生整體的學習狀況時，她會說：「國語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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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理解力要再加強。」還會有些家長只看國語及數學成績，還會特別要求老

師說：「他數學不好，妳要幫他再加強。其他同學我是不知道，但是我那個妳

可以加多一點作業給他。」所以樹老師就認為家長或許不滿意她數學教的不好。 

她（家長）可能也不滿意我的數學成績，但是其他的教學應該 OK。（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而以上是造成樹老師感到教學挫折的外在因素，都是一些阻礙及壓力，

筆者發現樹老師會把學生表現等同於自己的表現，因此當學生表現不如預期，

她便會感到挫折。有學者也提到，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是教師成敗感及對工作

滿意度的重要來源。當學生有好表現時，老師自然跟著喜上眉梢；反之，若學

生的學習狀況不佳時，老師也因此而深感挫敗、失望、沮喪等情緒。而有學者

也指出情緒會影響教學品質，正向情緒就有正向的教學品質，反之，負向情緒

就有較負向的教學品質（洪慧蓉，1998）。但是事實上學生的狀況可能存在已

久，非一時可以處理完，而樹老師總是將所有學生表現歸因到自己身上也會導

致強烈的挫敗感，因此如何看待教學挫折更為重要。 

綜合上述，初任教師產生教學挫折的因素可分為內在及外在，內在有「教

學知能不足」、「教師自認輩分低信心不足」、「教師性格為易自責的完美主義

者」、「教師對學生期望太高」、「無法理解學生犯錯原因」，外在的部分則是「教

學時間不足」、「學生各項表現差強人意」、「與同事的看法不一致」、「努力無法

獲得家長認同」。 

透過上述詳細的討論，可以發現雖然可以大致分為內在及外在因素，但

其實實務上難以將各種挫折作周延且單一的分類，乃肇因於挫折的高度複雜

性，且許多挫折是多重因素的混合作用（薛宗煌，2009）。造成教師形成教學

挫折的內外在因素常是互相牽連互相影響，無法各自切開的。而透過上述整

理，也不難發現其實初任教師在產生教學挫折的最關鍵的原因，還是在教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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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足的部分，因為經驗不足、對學生不夠了解，很容易會找不到方法，或者

是不知道問題的源頭在哪裡，導致種種的挫折。因為知能的不足，導致和期望

間的落差懸殊，或許樹老師一開始期望很高，真正面對學生時卻拿不出方法。

而許多學者也認同，一旦過高的自我期望目標不能實現，就會有很強的挫折感

（周敏、李健與潘池梅，2001；彭駕騂，1990）。 

在教學方面，如同前述樹老師曾嘗試以學習單上國語課的方法，老師帶

著新方法，對學生的反應有所期待，但實際上操作卻不是這麼熟練的時候，其

實由於能力不足，就會跟她的期待有所落差。另外，班經方面，一開始初任教

師在班級經營都會有很美好的想像，但是他們的方法不夠具體，他們可能都是

在邊操作的時候邊調整修正，就導致在管教學生上變得有些沒原則。學生也會

有點無所適從，都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師生間關係不太良好，整個班級也會較

無條理。所以初任教師產生教學挫折的原因，在於想得太美好，卻沒有足夠的

知能可以產出實際的方法、作為。 

而研究者在整理挫折因素的過程中，也發現樹老師在兩年的教學歷程中有

所轉變，對於學生的期望本來很高，後來做了調整。同時進修補上教學知能，

使兩者達到平衡。接下來，將探討樹老師在教學挫折產生後如何因應，以及在

教學的這兩年中又是如何轉變她的挫折因應歷程。 

 

第二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面臨教學挫折因應歷程分析 

此小節的「因應歷程」表示樹老師在面對上述內外在因素而引發的挫折

狀況時，她如何去面對及處理。其中包含她面對挫折時的想法(認知)及她做出

什麼樣的反應。首先，研究者將樹老師的挫折認知及反應綜合來談，並將兩年

的挫折因應歷程切成七個階段。接著，細部分析歷程中，樹老師所出現的挫折

 



 
- 103 - 

認知轉變及挫折反應轉變。 

壹、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 

一、 階段一：積極尋求外在支持系統 

樹老師應屆考上正式教師，便帶著滿滿教育熱忱及謙虛的心進到星星小學

（化名）服務，面對新的班級，樹老師忙著熟悉學生也在摸索適合自己的教學

方式及帶班風格，剛起步的樹老師，希望自己和學生能成為像朋友般的關係，

希望讓每個學生都喜歡她。 

而周邊同事也表示樹老師在教學第一年時，只要遇到班級經營問題，便會

積極的到處問學年同事，想要找到好方法。 

她第一年的時候其實蠻……，尤其遇到班經的問題其實蠻徬徨的，她會

四處去問人家怎麼辦，例如說同學年的啊！（ 虎老師訪談 20170321） 

除了在學校尋求外在支持系統外，同時樹老師也積極參加校內外的大小

研習，學習各種新方法或增強自身的教學知能。 

我自己的東西都還沒有弄好一個模式或什麼的，就會一直參加研習。夢

N 就學很多方法，我想要用在我的班級上。（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這個階段的樹老師，因為熱忱十分充足，十分積極的尋求外在支持系統，

加上教甄通過前的代課經驗很差，想要好好雪恥。或許因為教師本身過去面對

挫折的經驗，與見過他人的挫折或成功經歷，可能影響到個體的挫折感形成及

反應方式（紀杏姿，2005；黃堅厚，1999）。因此此階段的樹老師，面對挫折

時也有別於Mc Donald 與 Elias（1983）認為新手教師並不主動的尋求協助的

情況。 

因此不論遇到什麼教學上的問題或挫折，都會馬上尋求方法解決，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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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沉浸在低落的挫折情緒，該階段樹老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偏向問題焦點因

應。此時的樹老師滿滿的熱忱蓋過挫折，雖然事實上問題並沒完全解決，學生

的問題也尚未完全顯露，所以此階段教學挫折也並未嚴重影響樹老師的生活與

教學。 

二、 階段二：不斷自省及自我否定 

這個歷程階段的樹老師，已經和學生熟悉，班上的狀況也開始進入軌道，

不像剛開學般慌亂，但也因此學生的問題開始漸漸浮現，像是秩序亂、不尊重

他人等。 

開學已經過了一個月，漸漸習慣開學後的節奏，但我覺得我們的默契 

卻還差了那麼一點點。 

最近班上好像不太聽班長、副班長或帶隊小老師的指令，整隊都要很久，

上課念課文也拖拖拉拉,難道我們每一節課都要來練習排隊、念課文嗎？ 

又最近我一直聽到班上有在嘲笑別人的聲音，將心比心吧！孩子，如果

今天被嘲笑的是你自己，你會高興嗎？這是很不好笑的玩笑。（樹老師給

學生的信 20150928） 

而樹老師此階段也改變了先前溫柔的帶班方式，此階段的她常在學生出現

問題行為時破口大罵。卻在罵完學生後，不斷反省自己，剛剛的憤怒轉為難受

的情緒，難過到哭泣。 

我就是一直忍啊！（苦笑）。我後來就破口大罵，但我後來就罵到自己很

難過。就是他們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但我覺得我療傷時間比他們還久，

因為他們隔天就好了。（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另外，班上學生的成績落差懸殊也讓樹老師開始懷疑自己的教學是否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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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樣的自省也毫不保留的透漏給她的學生。 

親愛的，自己的分數自己負責啊！平常上課認真聽講、討論，回家認真

複習功課，對於錯誤認真訂正，這樣子成績是不會差到哪裡的啊！要是

你對於這次考試的哪一科成績非常不滿意，你就要自我檢討了。當然，

老師也會想想上課的方式是否需要調整。同樣一個班，有人可以考九十

幾分，有人卻是不及格？「花生什麼樹了？」（樹老師給學生的信

20151107） 

這個階段的樹老師雖然也會和學年同事聊她遭遇到的挫折，並從同事那得

到建議的方法，但是向外求助的頻率已不如第一階段的高。 

如同 2 班老師所言，此時的樹老師也同時想顧及自己的自尊，不想被他人

認為自己不夠有能力，所以在發生教學挫折時，反而是自我反省，並非向外求

助。 

她只是偶爾會抱怨，她不會一直跟你 complain 說家長怎樣怎樣。因為覺

得還是有她一定的……尊嚴吧！（笑），不然好像我跟你一直抱怨很像

我……（不夠有能力），所以她不會很完整的跟你講啦！就是會說很氣

阿、或是覺得哪邊教得不好，就稍微這樣講。（2 班師訪談 20170330） 

所以，如同洪慧蓉（1998）所提，初任教師是處於一種兩難的情境中，

一方面希望獲得同事的建議與支持:另一方面卻又不願因此而顯露出自己能力

不足、經驗欠缺的弱點。因而初任教師總是自行摸索，不斷嘗試錯誤，除非真

正必要，且無損自己地位，才向人請教。 

而過程中樹老師不斷自我懷疑，又生氣又難過，自省自己能力時又會覺得

自己已經很努力卻無法改變現狀而感到委屈。 

其實到五年級下學期，我有點心灰意冷，我對這個班心灰意冷，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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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們這麼好，你們給我什麼東西。就心灰意冷啊、心情鬱卒，已經有

點到我當初接代課的時候那個班的感覺。（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和學生互動及訓輔過程也常將自己的情緒表達給學生，企圖將學生表現與

教師情緒做連結，常會告訴學生不要讓老師難過。 

老師從來沒有因為分數高低罵過你們，但訂正沒做好是學習態度的問

題，你們的態度不好，老師會很難過。（樹老師給學生的信 20151107） 

而樹老師在敘說過程中也發現自己的盲點，本來不想讓學生把表現的好

壞和老師連結在一起，她希望教學生做好的這些常規跟品格訓練是為了學生自

身，而非為了老師的威嚴或心情而做，但是在和學生互動過程卻又常常將自己

的情緒表露無遺。 

我跟他們說：「你們做這件事不是為了要讓我開心，就是你畢業之後，你

表現好不是為了要讓老師開心，你應該是要為你們自己。」我沒有想要

把他們的好壞跟我的情緒連結。但是相對的，我又很想讓他們知道他們

這樣做的不好，會讓我傷心難過，這時候好像又跟我的心情連結了這樣。

（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這階段的樹老師偏向情緒焦點因應，而教學中挫折感高峰便是在這個階

段。因為一直沉浸在挫折的氛圍中，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即使哭泣抒發了當下

的難過情緒，問題還是存在，教學挫折還是會一再發生，樹老師的挫折感又加

重，繼續惡性循環。 

三、 階段三：消極逃離挫折情境 

在挫折高峰的第二階段裡，樹老師幾乎每天以淚洗面地回家，但心中對教

育的愛告訴她，還是要在新的一天以完整、不碎裂的心面對學生，於是她笑稱

當時的她會把玻璃心碎了又黏，但是一到學校又會被學生再次摔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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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也被我們班的人傷到，因為我就是個玻璃心的人，她們常常就是踩

碎我的玻璃心。（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我每次都跟我們班的小孩說：「你知道每次回家，被你們傷了心回家收拾

一下，要設定好愛你的模式，然後來到這裡通常過不到一個早修又馬上變

心碎了。」就是每天重複這些。回家把我破碎的心黏好，一來又打破了，

還不只一次，一次還比一次更碎，就回家哭一哭、休息，好了。然後「嗨！

早！大家早！」然後突然又（做心碎動作）我覺得你們每天都做一樣的事。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在一次次對孩子們的失望後，樹老師也坦承那陣子的她在處理學生問題行

為時，曾有不想見到學生的念頭，也曾一、兩次因為過於生氣把學生丟到隔壁

班，請同事暫時看顧，為的就是讓自己與學生隔離，因為她不想要看到學生就

想到令她挫折的事。 

我有時候也會覺得我不想理你，我想要他離開這個環境，或是我離開這個

環境，可是我不可能離開這個環境，因為還有其他二十個人啊！所以我只

能請他離開。「你去隔壁！」當然短短的，我不敢弄一整天。（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除了班級經營和學生管教方面，教學方面也遇到許多挫折。樹老師坦言因

為班上的數學學力測驗成績是全學年最低，讓她對於教數學更沒自信，非數學

本科系的樹老師清楚自己在數學的教學知能不足，卻仍會在選擇研習時挑選自

己熟悉的語文專業。 

我都覺得下次這種研習，我應該要參加數學的。可是我每次在參加那個組

別的時候，我都還是會，那個要按確定的上一秒還是會「好！語文好了！」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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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就是覺得我自己這樣教、誤人子弟這樣不行，我有去就是學習新

的，我有努力，可是我真的覺得，我不喜歡耶！我沒有想要在一個數學的

環境裡，然後一整天，都在 run 那些課本，之類的。如果今天是語文，我

還願意。（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此階段的樹老師已經是有些逃避心理，面對教學挫折態度轉為消極。 

四、 階段四：重新定義挫折情境 

教學滿一年的樹老師，也迎來學生升上六年級。她在暑假期間和同樣身

為國小教師的朋友圓圓（化名）敘舊，透過聊天、吐苦水，也將自己的教學挫

折歷程重新整理了一遍，邊談邊理出自己的挫折原因。紓解了累積已久的低落

情緒外，也讓自己更清楚如何修正方法。樹老師和朋友間便有了個默契，當彼

此發生教學挫折時便會在網路私訊對方、吐苦水，即使對方並未即時回應，但

是多了個抒發出口，都能使樹老師再次走出挫折感，重新迎向挑戰。 

因為其實要找到人聊，找不到人聊也沒關係，我就這樣圓圓的 fb 打開，

訊息就這樣 po 給她，她沒有看沒關係，沒有回我也沒有關係。（樹老師

訪談 20170416） 

除了找同儕家人心情抒發外，樹老師也利用暑假時間，到處參加研習，

她說這對她來說就像充電一樣，每一位講師分享的教學經驗，對樹老師而言都

是新的收穫和學習，而她也都會興奮地帶新教學方法回班上嘗試。而每聽到一

位資深教師的班經分享或感人的師生互動，也都會使她再次充滿熱情，因為她

看著這些前輩們任教多年依然能保持對教學的熱情，令她感動也受到了鼓勵。 

我這次去夢 N，那些所謂有熱血的老師，我都會很佩服他們，怎麼可以

這麼有熱情的待在這裡？而且他的熱情是，你聽他的演講你會覺得「天

啊！他還在燃燒。」就是他的火種還沒有滅，而且燒的很旺。然後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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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初任，照理說火應該也是很大，可是一下子就快被熄了那種。你懂

我意思嗎?他們怎麼可以……，他們一定也有遇到，一定也有，教學生涯

那麼久了，一定有遇到像我們班這樣的學生，一定有，只是他們怎麼可

以還這麼保有熱情這樣子。可是每次聽完演講都覺得「恩，我回去要試

她那個方法。」（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另外，由於學生升上六年級，樹老師認為孩子已經大了，不需要也不想

再用破口大罵的方式，想要好好跟學生聊，也希望在畢業前留下師生的共同美

好回憶。 

就是真的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大了！不應該再用罵的了，而且他

們也要畢業了，我真的也不想再罵他們了，我想一起創造美好的回憶。（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除了改變對學生的態度及想法外，樹老師對於她常面臨的教學挫折也有

新的認知改變。她回想起五年級的挫折高峰，她認為雖然當下的挫折感並非真

正被消除，但卻帶給她教學上的新意義。 

當下沒有解決，可是你自己要拉長遠來看。像我自己覺得好像五年級跟

他們衝突還是怎麼樣，但到現在我覺得他們懂我。（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面對以往的教學挫折情境，卻能因為樹老師的挫折認知改變，而讓挫折

感不再那麼重。這時的樹老師認為發生教學挫折或和學生間的衝突，都是為了

讓他們更了解彼此。因此此階段為樹老師面對教學挫折因應的關鍵期，因為此

階段的樹老師面對教學挫折時心態已有所調整，因此認知及反應也都隨之改

變。 

五、 階段五：證明自我能力、自求突破 

班經逐漸抓到技巧的樹老師，不會在放太多心力在難過或挫折情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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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想趁學生畢業前再多給他們一些，因此此階段的樹老師想證明自己的能力

也積極追求自我突破，於是將暑假學到的新方法用在教學上，雖然嘗試新事物

時也偶爾會碰壁。但很快的也能調適自己心態，並給自己和學生多一些時間熟

悉新作法。 

我自己在教學也是這樣，在試很多方法的時候，前面一開始都會帶的很

慢，但是後來就是妳也熟了、學生也熟了！他們還會問我說老師下一節

課要不要分組、要不要怎樣……。就是他們也會想要做這件事情，這樣

就算他們有學到一些事情。（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越接近學生畢業，樹老師也開始焦慮著不夠時間把想

教的、想說的傳達給學生。 

 [一張照片說一個故事] 系列二 

 

六 3 親愛的： 

扣掉不見面的假日 

看著你們到畢業也只剩 20 天了 ！ 

 

20 天 

不知道你們是很高興畢業 

還是捨不得畢業 ？ 

 

有好多話想跟你們說 

只有三分鐘的畢業影片怎麼夠呢 ？ 

只有二十天怎麼夠呢 ？ 

只有兩年怎麼夠呢 ？ 

（樹老師臉書社群網站 20170516） 

所以此階段出現的偶發事件，還是會造成樹老師產生教學挫折。希望被

學生尊重及認同的樹老師也曾經因為前述提到的學生搶球場事件而感到生

氣，因為覺得學生事發當下沒有找她處理，反而自己跑去其它班級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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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發生很多事情都會讓我覺得他們事情都不先跟我講，都先跑去跟那

個班的老師講，然後他們就被那個班的老師罵回來。怎麼講呢，就是會

讓我覺得「所以你是不把我當老師？是覺得我沒辦法幫你嗎？」（樹老師

訪談 20170416） 

也因為這樣的情緒，導致樹老師也有點賭氣的不想幫學生繼續處理，或

是再去那個班級討回公道。這個階段的樹老師，非常想要證明自己有能力帶好

班級，希望學生是把她當值得敬重的老師，也希望能在學生畢業前給他們更多

（課業方面及為人處事方面都是）。 

六、 階段六：接受現實 

此階段的樹老師，已不像剛教學的第一年，追求「完美」，希望受到每個

孩子的喜歡、每個孩子都能夠聽話並產生改變。此階的她調整心態，已能接受

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在短期內看到立即改變的這個現實。變得更放寬心， 一樣

會努力為學生付出，但已經不把學生的表現過於放在心上或過於在意。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比較沒有緣份，那我也可以接受，今天我講的話你可

能聽不進去，那沒關係，你以後會遇到跟你更有緣的老師，你就讓他幫

助你吧!那我今天真的沒有辦法，我就不強求。（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這樣的認知及心態調整，讓樹老師發現自己度過教學挫折的時間縮短

了。由於樹老師喜歡形容自己從挫折中復原的過程為「療傷」，所以當研究者

問樹老師有感覺自己的「療傷時間」進步了嗎？她也認為有進步。 

以前可能會想好幾天，同一件事我會難過好幾天，現在是一天之內吧！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自己接著分析自己縮短療傷時間的原因，她認為要找到一個分享

的出口，例如因應歷程階段四時，就固定會互相分享教學生活及教學挫折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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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老師。而這樣順利度過教學挫折，且能再次回復原狀的能力，後面將繼續討

論關於樹老師的教師復原力。 

七、 階段七：回歸初衷 

即將送走自己教師生涯中的第一屆學生，樹老師感觸特別多，訪談過程

中她也不斷整理自己過往經驗，過程中雖然面對許多挫折，但是對學生的關心

不減，她希望可以趁自己有熱忱時，好好的帶班，盡力做好無論是班經或是教

學都是如此，她也不斷提醒自己「莫忘初衷」，每當遇到挫折時，回想當初選

擇踏入教育界的原因，「希望孩子好」，就能快速度過挫折情緒，正視問題並解

決問題，把每一天都當成是新的開始。 

我覺得初衷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它是一個可以撐你走下去的一個

很……，算是一個很好的動力。就是我當初為什麼想要當老師，就是我

希望可以幫助那些小孩子，變得更好。（樹老師訪談 2017416） 

第一屆學生畢業後，樹老師也回顧了自己的兩年教學歷程，此時的她已

找出一套自己的教學模式，不論是班級經營或是教學已逐漸上手。在帶第一屆

學生時，因為忙著經營班級及摸索師生互動，而遭遇滿滿挫折的樹老師很少在

社群網站上分享教學生活，直到教了第二屆學生，研究者發現樹老師開心、喜

悅的分享變多了，研究者從樹老師的發文中也發現，這時的她學會看到孩子的

好，不再只有看不好的地方，對於以往會感到挫折的狀況也放寬心了，反而這

樣的放鬆讓自己在教學上更游刃有餘，也更享受在其中，對師生雙方面都是很

好的變化及成長。 

[一張照片說一個故事～系列三] 

 

小孩送全班每人一片紅葉 

最大片是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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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不平均 

帶有缺角，依然很美 

 

五 2 親愛的全體首演 

有一點點不完美 

還是完成了 

應該要給你們一百個讚 

 

抱歉是老師心急了。 

 

#來自大雪山的領悟 

#孩子總能教大人許多簡單的事 

#謝謝五 2 親愛的愛老師 

（樹老師臉書社群網站 20171128） 

而這七階段的轉變，樹老師的大學同學也一路看著並見證她的改變。從

憂慮和沒自信一直到眼神發光的轉變，持續著嘗試的精神。這些都是證明了樹

老師很正向積極的人格特質。 

第一個人 就給我大學好戰友 樹老師 

她非常厲害，就是那種筆記抄到滿點的那種乖學生。但是我知道她其實內心是

很狂熱的。(等我找到她跳舞的影片你就知道了) 

應屆考上正式老師的她，我還記得上學期我們約在咖啡廳，她霹靂啪啦說了好

多她們班的事。但是夾雜了很多憂慮還有沒有信心。 

 

今天看到她，我覺得不太一樣，眼神有光有火！ 

依然是霹靂啪啦說班上的事情。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一份愛。 

做教育真的很不簡單，也常常玻璃心，但是我們都很容易滿足。 

 

我很欣賞她不斷去嘗試的精神。既然是初任教師，那我就去研習，那我就多看

書，把可以用的可以嘗試的都放在班上去 run。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累積，孩子會懂的。 

很多低潮只是過渡，撐下去不斷找方法就會找到出口。 

看到她現在在做自己擅長且有信心的事，真的很為她開心！（樹老師好友臉書

動態 201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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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了七階段的挫折因應歷程，樹老師已從一開始慌亂的帶班菜鳥，慢

慢穩定成趨於穩定、越來越得心應手的後菜鳥了。而過程中的每階段轉變，其

實都是樹老師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的交互影響下所形成，底下將分別以認知、

反應來分析七階段歷程的轉變。 

貳、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認知轉變之分析 

由前述的教學挫折因應歷程可見，樹老師一開始（階段一）的帶班理念

是充滿美好想像，希望自己帶班風格溫柔，可以跟學生像朋友一樣，但由於先

前不好的代理經驗，又希望自己的班級很有規矩，希望自己是個有威嚴會讓學

生聽話的老師，希望透過好好帶領這個新班級一雪前恥。 

就我們學校歷年來，六 3（化名）的名聲不是很好，就我的上一屆六 3，

是個很不 OK 的班級。然後到我這邊也會是個小小的壓力，就是我希望

弄好，而且是我第一個班，是初任。而且又遇到（代理）那一個月，四

年級的班，我就覺得好像惹太多事情。我就想說好！今天是個全新的，

我重頭捏到尾的一個班級，我要好好弄，這樣子。（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五上的時候，一開始為了跟學生打好關係，沒有建立好威嚴，導致班級

秩序有些雜亂，樹老師不得已才讓自己開始兇他們，她坦言以前真的都是破口

大罵，直接跟搗蛋的學生對槓。 

他們後來踩在我頭上，我後來才開始比較兇一點，我一開始沒有很兇，

我要走氣質路線。就是我想對他們好，我不想罵來罵去，因為我本身不

是那種齜牙裂嘴的人，可是我就被他們練到就是，在他們說話我就是爆

發型的，前一秒還心如止水，下一秒就波濤洶湧。（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而此時樹老師的挫折認知是認為自己的班經技巧不足。認為學生要嚴厲

的管教才會聽話。因此到處向外求助，向同事請教如何管教學生，也觀察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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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經風格，想要效法。 

但當學生一升上六年級，進入了因應歷程階段四，她帶班的方式也有了

轉變，而這樣的改變也是因著教師認知的改變。此時樹老師的認知轉變是認為

應該隨著學生的年級的變化而有不同的互動方式及方法。所以也呼應了 Block

等人認為個體隨著情境不同而調整不同的因應方式，有賴於「復原力」的能力

（郭芳君、譚子文、董旭英，2011）。而在此處便可看出樹老師在面對教學挫

折時，無論是認知或反應皆具備彈性調整、非僵化的反應傾向。 

就是真的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大了！不應該再用罵的了，而且他

們也要畢業了，我真的也不想再罵他們了，我想一起創造美好的回憶。（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在拿捏這兩者平衡的她也遭遇很多挫折，她以前總希望她做的一切都能

夠被每一個學生喜歡，但是經過多次挫折後，她改變自己的想法，不再強求每

個人都要喜歡她，不再強求每個學生都能聽進自己的話。 

一開始從我覺得我可以讓大家都喜歡我，而且我很在意小孩對我的看

法，現在我就覺得「就是個過客」，你願意聽就聽，你以後會願意回來找

我，或是你上課遇到什麼問題可以找我，你如果真的回來找我，我可以

幫你，我也願意幫你。（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不過在轉變這樣的認知想法前，樹老師也曾將學生的不良行為歸因為對

教師的不滿。這也就是所謂的失敗歸因，對同樣一個事件，若解釋為不可控因

素，會讓個人強烈的感受到挫折感（王以仁等，1997）。而因應歷程階段二時

的挫折高峰，這樣的想法也曾讓樹老師感到無助。 

我常跟亮亮講：「你對我有什麼不滿嗎？為什麼一天到晚讓我生氣？」（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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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老師在面對教學挫折的歷程中，常常自我反思，不斷反問及探究自己

真正的感受及想法，過程中認知也隨時在變動。在管教學生的方法這塊，是樹

老師花最多時間嘗試和思考的。 

而且我覺得「罵」當然有他一定的效果，一定程度的有用，只是就覺得

我用講的，用處也還 ok。但是用講的，次數要比較多一點點，就像那個

感冒藥啊！有些你一吃就好，有一些感冒藥要吃三天。就是那種感覺，

但感冒藥要吃三天就是那個藥比較溫和、比較沒有殺傷力。像那些一天

就好的，對！它一天就好，可是它的毒性也比較高。就是這樣，我覺得

罵人就是這樣，破口大罵就是一招見效，可是後續我心裡也很不舒服，

像禮拜五破口大罵，我到六日都還在想，我是哭著回家的，就是我自己

心裡也不好受啊！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或許他們就忘記了，也許他們

就記一輩子這樣，反正我就覺得彼此都有傷害，不如就這樣好好聊聊，

就你願意花時間嗎？（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當然，樹老師也坦言，在兩年教學裡，面對挫折的想法也是變來變去，

有時候也想像資深教師一樣有著處之泰然的態度，不把學生的表現太放在心

上。 

有時候會覺得「對！就不要對他們這麼好」，就是跟那些老油條一樣，就

覺得他們為什麼可以每天開開心心的？他們其實不太會受小孩子影響，

所以他們今天罵歸罵，但是他們不會把情緒，我覺得啦！不會把情緒帶

回家。（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雖然也曾經不想再對學生付出，但是又希望與學生留下畢業前的美好回

憶而願意把每一次都當新的開始。 

我就覺得我應該趁我還有心力的時候，我願意認真的試一次看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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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下一屆我可能不會再付出那麼多。但依照我個性，我覺得我還是

願意砍掉，從零開始，愛他們這樣子。（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因此不難發現，雖然針對樹老師的教師挫折因應歷程可切為七階段，但在

過程中的挫折認知卻是來回變動的，從一開始的「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到「認

為學生要跟他作對」；從「希望每個學生都喜歡樹老師並且受教」到「不再強

求每個孩子受管教都要聽得進去並馬上改進」；管教方式的想法也從「嚴厲責

罵快速有效」到「願意多花時間好好和學生深聊溝通」。研究者更發現樹老師

在面對挫折的認知符合王以仁等人（2005）所提的，人們對障礙情況的主觀解

釋，會影響其是否產生挫折感的重要決定因素，而其中學者們所提的包含失敗

歸因及個體將其視為助力或阻力，樹老師這兩種認知都曾出現。而這些挫折認

知的轉變也同樣影響了樹老師所做出的挫折反應。 

參、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反應轉變之分析 

在樹老師的挫折反應轉變裡，從旁人的角度來看，2 班老師認為她對教育

的熱情都還沒改變。一直都還有維持積極進取的心。 

轉變喔！我覺得她都一樣耶！不是，我的意思是說那個熱情都還是一樣

啦！她一開始進來就是很盡力很努力啊！所以我有時候就會去跟其他人

分享說：「樹老師真的是不錯！」就是她的上進心啊！ （2 班師訪談

20170330） 

而樹老師自己則認為自己從挫折中復原的時間縮短了，療傷時間越來越

快，心也鍛鍊的越來越堅強。 

以前可能會想好幾天，同一件事我會難過好幾天，現在是一天之內吧！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但是在這兩年來，每次只要遇到學生出現狀況，樹老師都會感到受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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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淚。而且常常是當下罵學生的憤怒情緒慢慢累積，回家路上的不斷反省跟思

考後轉變到傷心，她也曾經因為氣班上大頭亮亮，而想逃離現場。 

我也在拿捏，我有時候也會覺得我不想理你，我想要他離開這個環境，

或是我離開這個環境，可是我不可能離開這個環境，因為還有其他二十

個人啊！所以我只能請他離開。「你去隔壁！」當然短短的，我不敢弄一

整天。（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的反應可分為兩類，分別是「情緒反應」及「行

為反應」。 

在情緒反應部分，從因應歷程階段一開始，只要學生發生問題行為，樹

老師會感到慌張、焦慮，因應歷程階段二則是會感到憤怒，當下飆罵完學生後，

回家路上又盡是後悔的淚水，傷心著學生的行為，也對學生的反應和回饋感到

失望。進入到階段三甚至已經因為不斷嘗試卻沒成效而感到無助。但有趣的

是，當進入到階段四之後，每次的教學挫折對樹老師而言都是更了解學生的方

式，因此階段四的情緒反應轉為較冷靜、平靜，不再如同第一年的情緒反應激

烈，或許是因為教師認知轉變，也或許是因為對於學生會發生的問題行為或班

經狀況已較為得心應手，不再如此手忙腳亂了。 

在行為反應部分，在階段一的焦慮情緒會促使樹老師積極的問同事、到

處尋求解決方法，階段二學生的問題行為一發生則會使她生氣破口大罵，如同

某些研究顯示有些教師進行遷怒於學生的轉向攻擊，把其憤怒或悶悶不樂的情

緒發洩到學生身上，甚至謾罵、體罰學生（胡芳君，2008；許艷，2007）。看

是樹老師此階段是轉向攻擊學生，但事實上就像鄭蓉（2006）所述，遇挫時，

教師也會向內攻擊，如此階段的樹老師常常回家後感到自責。甚至到了挫折高

峰的階段三則會選擇逃離現場，例如：會賭氣不想看到學生，而請學生離開到

隔壁班，教學面則是會逃避參加自己需增能的數學研習。直到階段四時，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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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昔日教師好友互相吐露心事後，樹老師找到了心情抒發的管道，開始會妥善

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和家人朋友談天，讓自己的情緒有個宣洩的出口。另外，

樹老師十分善用寒暑假時間，她會到處參加研習找方法，已儲備用來面對將來

的教學挫折及考驗，更會進行放鬆心情的活動，例如文藝展覽等，並非讓自己

一直處於緊繃狀態。 

而無論是哪個因應階段，樹老師只要遇到教學挫折，總會不斷思考及自

省哪裡做的不好，這也反應了樹老師的人格特質屬於反求諸己、自我要求高的

完美主義者。 

雖然她覺得初任帶班的兩年，破碎的心一直黏了又破，破又黏。甚至下

一屆的學生，她還是願意從零開始好好愛他們。因此樹老師不論是挫折反應還

是挫折認知不是一路成長，越來越正面的發展，而是這樣來來回回，增增減減

的過程，而最後她總是能夠抱著初心去面對班上的孩子。 

在許多次挫折與挫折之間，樹老師也受到來自自身及旁人的影響，而可能

改變了她的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她曾經失望透頂，想著乾脆「不要理他，都

要畢業了。」之類消極想法時。但她自己內心的信念又跑出來告訴她自己「不

應該這樣子啊！趁我還有熱忱的時候，我應該要好好的做。」 

當然也會因為學生表現不如預期時，沉浸在負面情緒裡不能自己時，受同

儕教師影響，凡事盡力就好。 

他們也會叫我不要放在心上。「小孩就是這樣，你就已經做到你該做的了，

你也提醒他了，你也處罰他了，你也跟家長講了。就這樣。」（樹老師訪

談 20170416） 

有時更會想起自己考上正式教師前的悲慘代課經驗，想雪恥，證明自己是

個有帶班能力的好老師，便再次振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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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每個階段的挫折中，會影響初任教師挫折因應的因素也在改變，可

能是受自我內在信念的影響、受學生家長回饋的影響、受同儕教師的影響，抑

或是過去帶班經驗的影響，而不管是什麼因素影響，都充份展現出樹老師強大

的挫折復原力。 

 

第三節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提升挫折復原力的影響因子

及其運作模式 

在經過一次次的教學挫折中，樹老師都是如何再次振作呢？關乎到挫折

復原力的影響因子及其中作模式，底下研究者將先分別說明影響復原力生成的

危險因子、幫助復原力生成的保護因子，接著細部分析兩種因子間如何運作。 

壹、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提升挫折復原力的危險因子 

本研究個案樹老師在兩年的教學生涯中，面臨了許多次的教學挫折，而

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危險因子，阻礙了初任教師復原力的生成，經研究者整理

後可分為四點，詳細說明如下： 

一、 找不出問題源頭 

前述提到的，在挫折因應歷程階段一到三，樹老師常常不明白學生犯錯

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從樹老師角度出發，她會認為學生應該成熟不會犯某些犯

錯，或是她無法理解那些她認為是學生本分的事情為何會產生錯誤。其二則是

遇到學生不願意開口溝通，以致教師無法瞭解學生在想什麼，也就無從解決問

題。其三則是樹老師在面對學生的各種常規或學習狀況，尚未完全掌握，欠缺

對學生的了解，經驗和關鍵知能皆不足。 

而找不出問題源頭會使人感到無助，且無法根治問題，也會使人持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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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當中，進而影響復原力的生成，容易越挫越低落，而爬不起來。 

二、 多方嘗試後仍無法改善狀況的習得無助感 

當樹老師想積極解決學生的問題時，例如:數學成績不好，想盡辦法卻發

現成績始終毫無起色時，便會感到無助，就是再怎麼試，好像也達不到目標時，

使人容易負面消極，不想再繼續積極進取，因為會認為反正結果也是一樣。 

考出來的成績都爛爛的。我都不知道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嗎？怎麼會

作業 OK，課本我問，他們也說沒有問題，我也不知道是真沒問題，還是

假沒問題。所以我抄聯絡簿他們都沒在看是嗎？我說明天要考數學，他

們也沒在讀嗎？ 

我有教他們把課本答案蓋起來，你自己再算一次，看對不對，懂不懂。

他們都以為他們懂了，可是考試出來就……，好啦！另外一個應該也是

他題目比較少、配分比較重，一題就十分。所以你只要應用題錯三題，

就是七十分。甚至更低，不及格這樣。然後他們，不知道，我們班計算

比較慢一點點，常常寫不完。（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認為上課步驟也調整過了，也教過考試前的複習方法，成績還是

不佳，從對話中也可以感覺得到樹老師已經想不到辦法了。而在挫折因應歷程

前三階段中，不論逃避或是面對，結果都一樣毫無起色，讓樹老師產生習得無

助感，進而影響了復原力的生成。 

三、 歸因錯誤 

當老師將學生犯錯或是遭遇到的挫折事件，前面文獻也提到歸因於自己

無法掌控的因素時，這樣的失敗歸因便是歸因錯誤。樹老師曾與研究者分享她

看到的一本書，故事是這樣的。 

 



 
- 122 - 

我之前有看過一本書，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就是那個老師很認真

的在改那個孩子的字體，就改的滿江紅一整片，然後那個小孩改了是改

了，還是寫很爛很醜、寫錯這樣子。然後多年後，他遇到了這個小孩子

的媽媽，就是家長，就是聊到這件事情，那媽媽就跟他說……，還是那

個小孩親自跟他說？不知道我忘記了。就是當年啊，他這樣亂寫字，他

是有點在處罰老師。（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將這篇故事套到自己的經驗，她分享到，她在改作文時，男生們

都比女生的簿子改的久，尤其一個學生要改特別久，就是亮亮，因此樹老師也

受這個故事的影響，認為學生這麼做是為了處罰她。 

我還曾經跟亮亮說：「你為什麼要惹我生氣？你在處罰我嗎？」「你是不

是處罰我？你對我有什麼不滿嗎？你一直讓我生氣。」「你一直做讓我傷

心的事。你在處罰我嗎？」我這樣跟他講。「沒有啊！」他應該也想說：

「怎麼會這樣問？」之類的。（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另外，前述的階段七，樹老師因為學生搶球場事件沒第一時間就找她處

理，反而自己跑到別班去被罵回來，而認為學生這麼做是因為不夠把她當老

師，雖然將近畢業，這時的她仍十分在意學生對她的看法，也希望得到學生的

認同，認同她是可以為他們處理公道的老師。 

他們發生很多事情，都會讓我覺得他們事情都不先跟我講，都先跑去跟

那個班的老師講，然後他們就被那個班的老師罵回來。怎麼講呢，就是

會讓我覺得「所以你是不把我當老師?是覺得我沒辦法幫你嗎？」（樹老

師訪談 20170416） 

但是就由研究者的觀察發現，其實學生並沒有想這麼多，只是單純覺得

自己有理說得贏便衝動行事，不是因為認為樹老師沒有能力幫他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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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因為樹老師的學生和他班發生糾紛時，樹老師也會這樣就讓他班老

師處理和處罰，讓她又不禁想「所以別班老師講的話都是話，我講的話都不是

話？」其實這也歸咎於學生的心性就是較會懼怕較不熟悉的老師，並非真的不

把樹老師放在眼裡，所以這樣的錯誤歸因也容易讓老師自己感到更挫折，因為

這不是有個明確可以解決的方法，這樣的想法可能會導致樹老師更加沮喪及難

過，樹老師接受訪談的當下才剛過該事件不久，因此她的難過在訪談過程中還

是可以明顯感受到，她自己也這麼說「就覺得有點心痛，禮拜五那天我是哭著

開回家的，就是想到這件事情。」 

本來已進入較正向的挫折因應階段七，卻仍有可能因為突發事件導致的

錯誤歸因，使初任教師無法從挫折中復原。而如前面文獻探討所提，對同樣一

個事件，人們可能有不同方式的解釋，當歸因為屬於內在不可控因素，會讓個

人強烈的感受到挫折感；反之，若歸因是外在不可控，則會讓個人因覺得錯不

在自己，而不會有太強烈的挫折感產生（王以仁等，2005）。而正確的失敗歸

因對初任老師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者發現由於初任教師樹老師容易以客觀數字（成績）及與學生的互

動來看挫折，但是較為可惜的就是沒有去探討成績背後的意義，是因為發生了

什麼問題，這樣的檢討也不見得有幫助，只會因為困在低分數中，而一直覺得

自己的努力沒有相等的結果，因為若是努力錯方向也是無法到達目標的。 

四、 不敢克服困難 

由於樹老師過往求學的數學經驗不佳，令她對「數學」這項科目有些抗

拒。 

我高中數學爛到爆，是要補考的那種，我都覺得我快沒學校念，反正我

那時候有點憂鬱，我應該有點輕度的憂鬱症這樣子。（樹老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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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6） 

始終不敢跨越到數學領域當中，一直若有似無的逃避增進自己的數學教

學知能，這樣不敢克服困難的結果也會導致難關一直存在，一直跨越不了、突

破不了，便會一直產生挫折，當然這也是危害復原力生成的危險因子。 

當樹老師在分享班上數學成績不佳，不知道有什麼方法解決時，研究者

提供了一個本身過去的學習習經驗做為建議，研究者建議樹老師可以每天抄十

題數學題目在黑板上，並請學生利用早自修時間做計算練習，便可以慢慢練解

題的速度跟數感。而她雖然認同，卻馬上說明她無法照做的理由。 

可是第一個這樣我會很累，因為我每天都要出題目，就我已經很不喜歡

數學了，好不容易脫離了，還要弄數學題，然後我還要改數學題，我就

覺得「噢！好煩。」 （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如果樹老師一直不肯克服自己的心魔，那麼這個困難便會永遠存在，想

當然爾，不敢克服困難便會成為復原力的危險因子。 

 

陳尹雯（2016）針對教師復原力因子的歸納，教師復原力的危險因子有

反覆的教育政策、工作負荷、不和諧的親師關係、缺乏關懷的支持系統、難以

調適的組織文化。而從樹老師的訪談中發現，其實會造成復原力的危險因子反

而都較偏個人的層面，而教育政策與組織文化部份反而沒有特別影響到教師復

原力。 

而樹老師雖面臨了不少教學挫折，中間也有些危險因子干擾復原力的生

成，但是她總能一次次從挫折中爬起，從中復原，因此可知復原力的保護因子

力量更不可小覷，接下來將分析說明樹老師在挫折因應中所幫助提升復原力的

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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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提升挫折復原力的保護因子 

本研究個案樹老師在兩年的教學生涯中，雖面臨了許多次的教學挫折，

而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危險因子，但在樹老師七階段的因應歷程中，更有許許

多多的保護因子，保護樹老師不致被挫折打敗，甚至可以回彈得更有力量，繼

續往前走，而關於樹老師提升挫折復原力的保護因子經研究者整理後可分為七

點，詳細說明如下： 

一、 與朋友家人分享心情訴苦 

如同前述，樹老師會在心情低落，深感挫折時，與大學好友，現在也在

小學擔任代理教師的圓圓分享心情，甚至是訴苦。又或者她也會回到家與妹妹

或爸媽分享。 

有時候她也遇到一些事，她就會打電話給我，或是 po FB，那我看到就會

回她。那我自己有什麼事情，我也是劈哩啪啦打一堆，然後我們兩個每

次的結尾都是「唉！你不用回我沒有關係。我哭一哭就好，我睡醒就好。」

「謝謝你聽我訴苦，好多了。」這樣。我們都結尾都是這樣，我們給彼

此的結尾都是這樣。（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就像與圓圓彼此療傷一樣，因為圓圓也會與樹老師分享她最近發生的教

學挫折，要為自己的負面情緒找到出口。樹老師也說雖然並不是每件挫折都會

與他們分享，有時候是自己消化了，但是不會說沒事了，只是不提起而已，「它

還是在我內心深處」，所以應該還是得找到情緒宣洩的出口，否則每個小挫折

累積下來，也可能成為復原力的危險因子。 

二、 各地研習充電 

除了找到情緒的出口，樹老師也說她認為到處研習，就像充電一樣，也

可以幫助她度過教學挫折。從階段一到階段七，樹老師都持續保有參加研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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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除了學校安排的固定進修時間，樹老師總會自己額外在寒暑報名自己有

興趣的教學研習，而每次充電完就可以把快熄滅的熱情大火再燃燒起來。 

我這次去夢 N，那些所謂有熱血的老師，我都會很佩服他們，怎麼可以

這麼有熱情的待在這裡？而且她的熱情是，你聽她的演講你會覺得「天

啊！她還在燃燒。」就是她的火種還沒有滅，而且燒的很旺。每次聽完

演講都覺得「恩，我回去要試她那個方法。」（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所以樹老師說她很喜歡參加研習，因為她每學到一次新的方法，也會想

要帶回去跟學生分享，而每次聽到這些所謂教育界的名師演講，都會感到被鼓

舞，可以再次提振精神往下走。而這也是幫助教師面對挫折後生成復原力的保

護因子。 

三、 與同儕討論解決方法 

樹老師的學校會為每一位初任教師安排一位「薪傳導師」，這薪傳導師會

協助初任教師熟悉環境，有何問題也可以向他請教。而樹老師的薪傳導師是同

學年的 1 班老師。樹老師坦言因為對方是男老師，而且教育理念不太相同，所

以有什麼問題她比較常會一直往 4 班跑，一方面是女老師，另一方面她也覺得

小事情往隔壁跑最快了。 

我自己本身很少問他（1 班師）啦！只是他有時候會晃到我們班，我們

班教室很空，他們資深老師改作業都很快，一下作業就改完了，然後他

們班上就沒有事做，然後就會開始晃到誰的班級上去聊天，他們常會聚

集在我們班，因為我一直沒有改完作業，我必須在我座位上聊（笑），就

他們就講我就聽，有時候是沒有聽，他們也知道，他們有時候開會就會

在我們班上聚集，班上沒有小孩子的話。或是看誰的班小孩不在，然後

我們四個就在那邊。（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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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樣是隔壁的 2 班男老師則與樹老師的教學理念相近，而 2 班老

師也是年資十多年、經驗豐富的老師，因此樹老師遇到教學上的挫折也會常與

他請教或討論。 

可能就是理念不一樣吧！像 1234 嘛，我跟 2 班老師比較合得來，他是男

生，我覺得我們的理念比較像，就我們傾向於讓學生動手做，就是上課

進度弄到，倒沒有什麼關係，你就是要學會人生的、生活的一部分。不

是只有工作什麼的，那其他兩個我就覺得，當然也沒有說這樣不好，只

是方式不一樣，就是他們跟學生會比較有距離感，我覺得啦！我覺得，

就是他們是用威嚴在帶。我是比較偏向剖心剖肺，把整個心掏出來的那

種。（樹老師訪談 20170312） 

但整體而言，樹老師那一學年的氣氛很不錯，四位導師也都感情蠻好的，

所以常會在閒聊時就一起討論如何解決近期班上的問題。另外，由於班上部分

較容易出現問題行為的孩子，中年級時都是虎老師所帶的，對這些學生的狀況

很了解，因此樹老師偶爾也會往樓下跑，找虎老師討論班上學生的狀況，而虎

老師也談到她若碰見樹老師都會問一問她的帶班狀況、時常關心她。 

不會故意去問她 o 不 ok，就是因為她剛好，他們班升旗的時候就排我們

班隔壁，所以在隔壁就會看一下。「最近那個誰誰誰……？」或是走過去

跟他們班小朋友講一下，有沒有乖一點什麼的。因為我本人就是比較雞

婆，也不是雞婆就是外放的，所以看到那個年輕的妹妹，都會問一下 ok

嗎？其實她後來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他們班。（虎老師訪談 20170321） 

在樹老師服務的學校，同事間相處融洽，也常會彼此討論教學狀況，讓

初任教師能夠在遭遇教學挫折時仍有外在系統的支持力量，無論是階段一時，

樹老師的積極外求支援；抑或是後續階段的自求突破，樹老師總能主動或被動

的獲取同事們的建議和教學分享。而會產生挫折就表示教學遇到問題，若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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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同儕間的討論而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答案，也就能夠從挫折中復原。 

四、 班上家長的支持與認同 

雖然樹老師是初任教師，但是班上的家長大都信任他，也只支持她的教

學理念，因此感受到外在系統的支持，也能讓初任教師不那麼害怕嘗試。 

我應該把你教好，才對得起你父母，雖然我們班的父母，還好，家長應

該是，不知道耶！應該算是認同我嗎？因為我目前沒有聽到家長對我很

不滿或什麼的，然後我從小孩那邊聽到的回饋都算是不錯的，然後有些

家長比較願意來班親會的，比較常聊的就覺得還 ok。（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可以放心的帶班級而不用怕家長會有反對意見。這樣友善的周遭環境，

也能提升樹老師在挫折中復原的能力。 

五、 學生的正向回饋及改變 

對樹老師這初任教師來說，挫折的源頭其實都是學生，無論是學業表現

低落或是問題行為的出現，都常讓樹老師覺得自己沒有把班帶好而挫折，因為

她希望自己可以成功讓學生變得更好。所以當挫折過程中，學生偶爾的可愛舉

動或是些微進步的模樣都能讓樹老師從挫折中再次復原，彷彿是最有效的靈藥

般。 

樹老師就特別提到這麼一次，當時樹老師正在訓練語文競賽選手，班上

最令樹老師操心的孩子亮亮他就突然沒來由地問樹老師說:「老師，你會去教

國中嗎？」樹老師回答不會後，孩子困惑的追問為什麼，解釋完的樹老師便反

問學生「你問這問題是什麼意思？是想再被我教還是不想被我教？」雖然當下

學生馬上回答「不想！」，但後續的舉動卻令她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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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說：「是嗎？好傷心喔！你的回答讓我好傷心喔！」因為其實他前面

已經在惹我生氣了，然後我已經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我已經有點熱淚

盈眶在看著他，然後他就突然冒出這一句，然後我就說好傷心。也確實

是（很傷心）。 

然後他就轉過頭去，我就算了，不想理他了。然後我就在弄我的選手或

是等他寫，就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他突然，他就背對著我說「想！」（樹

老師訪談 20170416） 

樹老師表示雖然這位亮亮常常惹她想哭，做的事情也都讓她非常的氣

憤，可是他今天這個舉動讓樹老師覺得「他可能希望我再繼續教他。他也不好

表達，他講完就說：『好熱喔！可以開電風扇嗎？』」。這樣的難為情的可愛舉

動讓樹老師的確得到滿滿的感動。 

我們班小孩就是這樣，明明你對他這麼生氣，可是當你對他心灰意冷的

時候，就又突然有一些……不知道耶！可能我很吃這一套。就有些舉動

就會讓我覺得他還是有救的那種感覺。（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這些正向回饋都能讓樹老師感到自己努力付出不是白費，便能從挫折泥

淖中爬起來，提升復原力。 

六、 教師性格積極正向 

雖然樹老師常開玩笑說她有顆玻璃心，時常被學生打破。但是她也總是

能在下次見到學生之前把碎掉的心又黏好。研究者認為這跟她本身樂觀積極的

個性有關係，這樣的性格幫助了樹老師從階段一到階段七的挫折因應歷程裡，

成為加分的復原力條件。在訪談身邊同事的過程中也發現，大家都對於樹老師

的正向性格十分認同，當研究者問到對樹老師人格特質的印象時，每個同事都

提到樹老師樂觀、認真積極、有衝勁、具教學熱忱，身邊同學年的 2 班老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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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樹老師總是帶著笑臉，非常努力也很積極。 

第一個她積極，我做什麼她就覺得「唉呦，好新奇喔！」她就會跟著我

做。她做事情很認真啊，就是對每件事情有她的堅持在。而且她會不斷

的去挑戰還有求新，比如說有時候我們班上的活動比較多，她就會覺得

適合他們班的，她也會跟著參考。所以她不會有惰性，她不會說為了不

要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而去推。就是不會去推卸，學校給她什麼工作她就

做，有時候會自己加了很多工作。因為她對語文類也有興趣嘛，所以她

就會去協助幫忙。行政人員也蠻信任她的，所以她也是蠻累的（笑）。（2

班師訪談 20170416） 

3 班老師更表示教師個性樂觀、正向很重要。正因為樹老師是正向積極的

個性，不僅不會擺爛不做，還會不斷挑戰自己，求新求變，可以做就做，就會

容易讓旁人想幫助她、拉她一把。 

積極正向的性格也較容易在遭遇挫折時不至於陷入負面情緒裡，而越陷

越深。這屬於復原力的保護因子，也讓初任教師能夠增加自己的彈性，就如同

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說的，復原力是可以被折彎卻能恢復甚至彈得更高的能力

（劉恆昌，2016），不會被折斷而一蹶不振，積極正向的性格也會把每次的挫

折當成更加卓越的養分，吸取每次挫折的失敗經驗，才能邁向更好的成功。 

七、 「莫忘初衷」內在信念 

當研究者問到是「什麼原因或因素會幫助到你度過每一次的挫折？」樹

老師回答了四個字「勿忘初衷」，雖然聽起來是陳腔濫調，卻是很實在。因為

所有事情都需要動機，而這動機便可以成為支持初任教師走下去的動力。 

我覺得初衷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它是一個可以撐你走下去的一個

很……，算是一個很好的動力。就是我當初為什麼想要當老師，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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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幫助那些小孩子，變得更好。這樣子。（樹老師訪談 20170416） 

初任教師通常懷抱著美好的憧憬進到教學現場，越大期待也越容易失

望，所以遇到挫折時，要經常想想自己內在信念為何，當初拼命努力考教甄，

終於游上岸了，難道就要隨便放棄掉自己一直以來的努力嗎？只要是站在學生

角度，希望學生變得越來越好，就不能放棄掉自己也不能放棄掉學生。 

不難發現，從文獻探討中，研究者整理了各家學者（王淑女，2011；向

倩瑢，2009；曾文志，2005；蕭文，1999；顏郁心，2002；Benard,1995；Doll 

&Lyon ,1998；Groberg,1995/1997；Konrad &Bronson,1997；Smokowski,Reynolds, 

& Bezruczko,1999；Tusai & Dyer,2004）對於教師復原力保護因子的看法，不

論是教師專業研習、外在支持網絡、教師發言人-教師會、建立教師學習社群

等外部的支持系統，的確是深深影響也幫助了教師復原力的提升。而從樹老師

的訪談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外部的支持系統，教師本身的信格及信念也是提

升復原力的重要影響因子。 

參、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挫折復原力的運作模式 

在面對每一次的教學挫折時，會因為事件的不同而改變危險因子及保護

因子的前進後退。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研究者就整理出了幾位學者提出的復原力

運作模式，分別有四種，一為受壓力事件與保護因子的種類之間的適配性而影

響之免疫模式；其次為壓力事件與個體的歸因共同運作的補償模式；三為具備

潛藏增強作用的壓力事件，與個體能力成曲線關係的挑戰模式（王慧豐，2009；

朱楠森，2000；梁寶苓，2011；許燦祥，2011；Garmezy,1985）；最後則是 Richardson

（2002）提出的復原力重建歷程。 

因此，無論運作模式為何，復原力的出現應強調兩項重點，一是直接降

低或減少危險因子，二則是藉由增加保護因子以中和危機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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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kins, Catalano, & Miller, 1992）。而本研究個案樹老師在兩年的教學中，

復原力的增減也有所變化，以下分析根據前述由研究者整理的挫折因應歷程階

段來看樹老師的復原力運作模式。 

一、 外在支持系統抵抗挫折感的補償模式 

根據上述階段一，樹老師在帶班一開始，由於懷抱著滿滿教育愛，加上

教師本身性格積極正向，擁有許多可提升復原力的保護因子，而這些保護因子

便在逆境發生時，像是補齊破洞一樣的將教學挫折補起來。緩和了危機所造成

的影響層面。此時的保護因子有「教師的教育熱忱」以及「研習所得知能」、「同

事的建議、協助」等外在支持系統的協助，大過此階段「找不出問題源頭」此

危險因子。於是便在保護因子發揮補償作用下，使樹老師順利度過此階段的教

學挫折。 

二、 身心平衡的重建歷程模式 

階段二的樹老師，面臨了挫折高峰，因為學生的問題行為開始不斷出現，

而學習表現的落差也使得她十分挫敗，時常飆罵完學生後，回家悲傷落淚，

隔天到校，又再次重複上演類似的教學挫折，當時的樹老師總是沉浸在滿滿

的挫折感中，雖然不斷自我反省，卻也同時自我否定和感到委屈等矛盾心理

狀態，導致此階段的樹老師偏向情緒焦點因應，不針對問題本身尋求方法解

決，而只先專注處理在自身情緒，此時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互相抗衡，保

護因子又略勝一籌。因此樹老師也戲稱她都是每天把破碎的玻璃心重新黏好

再去上班，雖然每天一樣重新打起精神去面對學生，但是對樹老師來說不過

是把發生的挫折暫放在一旁，告訴自己那只是個過去，只是暫時將自己的身

心靈調整為以往的平衡狀態。 

三、 失落的重建歷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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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挫折因應階段的樹老師，已經遭遇許多教學挫折，由於一直沒真正

解決教學挫折問題，因此總是正向積極的樹老師，在此階段卻有短暫消極面對

挫折的情況，因為對於學生的失望，以及多次嘗試仍未果的挫敗，使得樹老師

也開始逃避及放棄動機，例如：與學生隔離、逃避參加數學研習等。此時的危

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互相拉扯，影響了復原力的生成，但也所幸此階段並沒有停

留或影響樹老師的教學生涯太久。因為當學生偶有出乎意料的進步或正向回饋

時，便成為保護因子，幫助樹老師從挫折中一點一點慢慢復原。 

四、 自我評估、複製經驗的免疫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樹老師教學挫折因應的七階段中，第三階與第四階段

的切分時間，正好是學生五升六的暑假。由於樹老師得以喘息放鬆，也有時間

與好友敘舊，才會透過內自我評估與內在價值去判斷所遭遇的困境後，適時複

製過去曾成功克服困境而得的經驗（Garmezy,1985），使自身如同產生抗體一

般，增加復原能量。此時的保護因子也蓋過危險因子造成的影響。而樹老師也

是在此階段選擇調整自己的方式及心態，以新的面貌來面對學生及進行教學。 

五、 自求突破的免疫模式 

此階段的樹老師為了積極證明自己是個有能力的教師，在尋求同事家長

學生的認同外，也追求自我突破，嘗試許多研習學到的新方法，並帶到課堂上

實際操作，雖然過程不夠熟練，學生也還尚未完全投入，但此時樹老師充滿積

極的衝勁，這個保護因子的力量也大於危險因子，因此是像對挫折產生抗體的

免疫模式。 

六、 改變看法的補償模式 

從一開始非常在意學生看法，也希望被每個學生喜歡的樹老師，到此階

段已漸漸放寬心，也開始接受不是每個學生都可以在短短兩年內受教，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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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進步的這項事實。此時樹老師的認知改變，同時還是兼具了本身正向特質

及同事朋友的鼓勵協助，同樣也累積了教學經驗，對於學生的學習狀況漸能

掌握，這些保護因子都有足夠力量能夠抵抗教學挫折，因此此階段為補償模

式。 

七、 教學挫折鞏固初衷的挑戰模式 

由於學生要畢業了，樹老師開始回顧這兩年的成長，才發現當她拉長遠

來看，當下覺得是十分難受的教學挫折，其實都是讓師生有機會更了解彼此的

途徑。此階段的樹老師對於帶班稍有心得，也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教學模

式，對學生狀況更能掌握也仍保持著積極正向的性格，此階段的保護因子超出

危險因子許多，而此階段的樹老師所遭遇到的教學挫折都沒有超出個體的能力

的負荷範圍，反而更增強樹老師想克服的鬥志，持續積極迎戰。這時候的復原

力運作模時已是回歸初衷的挑戰模式。 

在整理復原力運作模式時，研究者發現，雖然各家學者對於復原的運作

有提出不同看法，看似獨立無階段性，但是在樹老師身上卻可以看見依據不同

教學階段的發展及不同的挫折因應，復原力的模式卻是一直變動，一下子是免

疫模式，一下子又是補償模式，不是一直都是保護因子蓋過危險因子或達到平

衡。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三階段因為對樹老師而言是挫折高峰，因此這兩階

段的復原力也非緩慢提升，而是如同 Richardson（2002）認為當過去的因應方

式已經無法克服重大困境時，便會產生斷裂。在挫折因應中也極有可能面臨到

復原力的斷裂，個體便放棄了動機、希望或驅力。 

而經過研究者的整理分析，雖然各階段大致可以切出不同的復原力運作

模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樹老師在初任的兩年裡，無論是哪個階段，都靠著自

身的積極、樂觀、上進性格為自己在面對挫折時打造了保護牆，保護因子能夠

緩和人們對壓力情境或長期逆境的反應，或補償危機的負面衝擊，使個體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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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會比如果這些因素不存在時更為成功（曾文志，2005）。當樹老師面對壓力

源時，正展現了保護因子的強大力量。看得出來在面對教學挫折時，初任教師

本身的樂觀積極很重要。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瞭解到，挫折復原力為一變動的動態歷程。不管

在哪個職業，挫折復原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項能力。因為在生涯及職涯中都會

遇到許多困難及障礙需要跨越，中途若是跌倒了，也要懂得從挫折中再站起

來。所以挫折復原力沒有停止或是有終點的一天，它會隨著遭遇到的挫折事

件，以及環境中的各種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互相變動、影響，或增或減的一個

動態歷程。 

而初任教師雖在教師職涯裡的最前段，但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在本

研究可以看的出來，身為初任教師的樹老師雖然經歷過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教學

挫折，但是最終都還是能好好的從挫折中復原。這依靠的是許許多多內外在的

保護因子幫忙，也由此可知要提升復原力，必須增加保護因子的數量或是增加

保護因子的強度，才能抵銷掉可能同時存在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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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就前面第四章呈現的結果分析與探討做一個簡

要的結論；第二節則根據研究分析討論的部分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分析第四章樹老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的因應歷程及其復原力運作模式，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壹、 初任教師的教學挫折來源主要為教師知能與期望間的落差及歸因錯

誤 

樹老師在短短兩年內經歷了不少挫折，在生理層面因身為初任教師，所

以面臨到能力、經驗不足的現象；心理層面則會因期望與實際間的落差，以及

個體價值觀、態度與周遭環境的衝突而感到挫敗；最後，認知層面，樹老師對

於自身教學成效不佳的失敗歸因錯誤也是導致教學挫折感的因素之一。 

而這些來源更可區分為內在及外在，內在是屬於個人可控制、較為主觀

的部分，透過探討分析，發現樹老師在教學挫折的內在因素有「教學知能不

足」、「自認輩分低而信心不足」、「教師性格為易自責的完美主義者」、「對學生

期望太高」以及「無法理解學生犯錯原因」。而外在因素是屬於個人以外的週

邊環境，非個體能控制、較為客觀。樹老師的教學挫折外在因素則有「教學時

間不足」、「學生各項表現差強人意」、「與同事的看法不一致」、「努力無法獲得

家長認同」。 

其中學生的表現部分更可細分為「學生的秩序常規不佳」、「學生的課堂

反應不熱烈」、「學生的學習成果落後」、「學生的負面回饋」，從樹老師的訪談

中，發現她最常提到的挫折都是和學生的行為表現有關，畢竟教學最直接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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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師生互動，加上初任教師容易將學生的各種表現與教師自己的能力做連結，

樹老師曾說：「人家都說什麼樣的老師，就教出什麼樣的班級。」因此，當學

生的表現不佳時，初任教師最容易感到挫折。而這背後可能也歸咎於初任教師

的經驗或相關教學知能不足。 

初任教師總是對於職場有著美好的想像，良好的師生互動、融洽的學習

環境、穩定守規的班級氣氛等，但是由於經驗不足及教學知能的欠缺，對於學

生的學習及心性尚未能完全掌控得透徹，因此總有些眼高手低，當實際操作

後，學生表現不如預期時，教師便會感到強烈的挫折感。本研究個案樹老師便

是如此，當樹老師的教學知能（包含班級經營技巧）無法順利有效的掌控班級，

以達到樹老師心中預設的目標，這與期望間的落差，便是主要造成樹老師感到

教學挫折的原因。而研究者也發現內外在因素幾乎是互相影響也互相牽連，內

在部分，因為樹老師對學生及課堂管理有著高度的期望，所以當自身能力不

足，無法讓外在因素（學生表現）有所進步時，自身能力與期望的落差、學生

實際表現和預期目標間的落差，就是導致初任教師感到挫折的主要因素。 

而後續的探討也發現當樹老師調整（降低）對學生的期望，又將自己的

教學知能透過研習提升時，兩者間的落差越來越少，越趨於平衡時，初任教師

越不容易感到挫折。 

貳、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可分為七大階段 

透過第四章的討論及分析，發現樹老師的教學挫折因應歷程如下： 

一、 階段一：積極尋求外在支持系統 

最一開始，初任教師總是帶著滿滿熱忱，此時的樹老師就算遇到許多教

學挫折，但總能透過積極詢問同事，而得到解答。這階段的樹老師積極尋求外

在支持系統，熱忱蓋過挫折感，因此階段一的因應，也讓這些教學挫折不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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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樹老師的教學及生活。 

二、 階段二：不斷自省及自我否定 

到了階段二，樹老師也迎來了挫折高峰，此時，樹老師向外求助的頻率

大幅降低，轉為個人自省及反思。但也是在這樣的自省中導致該初任教師不斷

自我否定，因為只有自己埋頭苦幹，沒有他人的開導及建議，挫折事件一直找

不到方法解決，此階段的樹老師常會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卻無法改變現況而感

到委屈。所以此階段的樹老師抒發完負面情緒後，還是遭遇同樣的問題，不斷

惡性循環。 

三、 階段三：消極逃離挫折情境 

經歷過階段二的挫折高峰，樹老師感到心灰意冷，遭遇到教學挫折時甚

至會想逃避或隔離學生。個性積極的樹老師在此階段也難得的消極了起來，但

所幸此階段的狀態並沒有持續太久便進入到下一個關鍵階段。 

四、 階段四：重新定義挫折情境 

進入到初任教師挫折因應的關鍵期，此時恰好碰上學生五升六的暑假，

樹老師的身心俱疲得以喘息，也透過分享及進修，改變了挫折認知、重新定義

了過往的挫折情境，此階段的樹老師恢復過往的積極，也對於過去的挫折放寬

心，不再過度糾結了。 

五、 階段五：證明自我能力、自求突破 

進入教學第二年，對於班級的掌握已經略有心得的樹老師，希望把握學

生畢業前的時間，而非常積極地證明自我能力，不斷嘗試新方法，也在面對挫

折時，選擇繼續突破，非置之不理。 

六、 階段六：接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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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樹老師已不像從前地完美主義或是將學生標準訂太高，此時的

她已經學會調整心態，凡事盡力就好。一樣努力為學生付出，但是已經不會過

度將學生表現與自身做連結，這樣的調整不僅讓教學挫折變少，從挫折中復原

的時間也大幅縮短。 

七、 階段七：回歸初衷 

此時的樹老師回顧過往面對挫折的因應歷程，逐漸找到自己的盲點，也

漸漸找到自己的教學模式。不再過度緊繃，回歸初衷，希望幫助學生更好的念

頭時常陪她度過教學挫折，此階段的她也更游刃有餘。 

而每個因應階段特色都是受挫折認知及挫折反應所影響。從樹老師的訪

談中不難發現，初任教師的挫折認知是經常來回變動的，從一開始的「認為自

己的能力不足」到「認為學生要跟他作對」；有時因受同儕教師影響，認為凡

事盡力就好。從「希望每個學生都喜歡樹老師並且受教」到「不再強求每個孩

子受管教都要聽得進去並馬上改進」；管教方式的想法也從「嚴厲責罵快速有

效」到「願意多花時間好好和學生深聊溝通」。偶然想起先前的悲慘代課經驗，

樹老師也會想雪恥而更積極進進修及調整作法。 

而這些挫折認知的轉變也同樣影響了樹老師所做出的挫折反應。在這歷程

中的轉變，從旁人的角度來看，同事認為她對教育的熱情都還沒改變。樹老師

則認為自己從挫折中復原的時間縮短了。 

在情緒反應部分，樹老師從因應歷程階段一的慌張、焦慮；因應歷程階

段二的憤怒，進而傷心及失望。進入到階段三甚至已經因為不斷嘗試卻沒成效

而感到無助。但有趣的是，當進入到階段四的情緒反應轉為較冷靜、平靜，不

再如同第一年的情緒反應激烈，或許是因為教師認知轉變，也或許是因為對於

學生會發生的問題行為或班經狀況已較為得心應手，不再如此手忙腳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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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反應部分，在階段一樹老師積極的問同事、到處尋求解決方法，

階段二對學生生氣地破口大罵、甚至到了挫折高峰的階段三則會選擇逃離現

場，或請學生離開到隔壁班。教學面則是會逃避參加自己需增能的數學研習。

直到階段四時，樹老師找到了心情抒發的管道，開始會妥善處理自己的負面情

緒，讓自己的情緒有個宣洩的出口。另外，樹老師十分善用寒暑假時間，她會

到處參加研習找方法，已儲備用來面對將來的教學挫折及考驗，更會進行放鬆

心情的活動，例如文藝展覽等，並非讓自己一直處於緊繃狀態。 

而無論是哪個因應階段，樹老師只要遇到教學挫折，總會不斷思考及自

省哪裡做的不好，這也反應了樹老師的人格特質屬於反求諸己、自我要求高的

完美主義者。而這些歷程中的改變，可能是受自我內在信念的影響、受學生家

長回饋的影響、受同儕教師的影響，抑或是過去帶班經驗的影響，而不管是什

麼因素影響，都充份展現出樹老師強大的挫折復原力。 

研究者也發現，在初任教師的挫折因應歷程中，如何看待自己的教學很重

要，因為學生的問題沒辦法一下子全部處理完，不能太急，必須要循序漸進，

所以初任教師面對的教學挫折的方式實為重要。 

參、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挫折復原力的運作模式隨著因應歷程而來回變動

四種模式 

根據樹老師的教學挫折因應歷程，可將其復原力的運作模式作為分析，一

樣區分為七階段特色，如下： 

一、 外在支持系統抵抗挫折感的補償模式 

此時的保護因子有「教師的教育熱忱」及「研習所得知能」、「同事的建

議協助」等外在支持系統，大於「找不出問題源頭」此危險因子，像補破洞般

地將教學挫折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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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平衡的重建歷程模式 

此時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互相抗衡，每次的挫折後，樹老師只是暫時

處理了自身情緒，調整為以往的平衡狀態。 

三、 失落的重建歷程模式 

此時的危險因子「多方嘗試後仍無法改善狀況的習得無助感」及「歸因

錯誤」較多，正與保護因子互相拉扯，影響挫折復原力的生成，所幸該階段並

無停留太久，學生偶爾的正向回饋也會變保護因子，幫助樹老師從挫折中復原。 

四、 自我評估、複製經驗的免疫模式 

此階段的樹老師，透過自我評估，事實複製過去成功克服困境的經驗，

生成的保護因子如抗體般，蓋過危險因子的影響，並幫助樹老師增加復原能量。 

五、 自求突破的免疫模式 

尋求自我突破的樹老師，擁有的保護因子是她正向積極的性格，也如抗

體般，蓋過危險因子的影響，遇到教學挫折也能馬上調整，並免疫。 

六、 改變看法的補償模式 

認知改變的樹老師，也已經累積教學知能（保護因子），此時的保護因子

都有足夠力量抵抗危險因子的影響，讓她從挫折中復原。 

七、 教學挫折鞏固初衷的挑戰模式 

此階段的樹老師，找回積極的熱情，也累積教學知能及屬於自己的教學

方法，更能掌握學生狀況等保護因子已超出危險因子許多，不僅教學挫折沒有

超出個體的負荷範圍，反而增強樹老師想挑戰克服的鬥志。 

不管在哪個職業，挫折復原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項能力。因為在生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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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中都會遇到許多困難及障礙需要跨越，中途若是跌到了，也要懂得從挫折

中再站起來。所以挫折復原力沒有停止或是有終點的一天，它會隨著遭遇到的

挫折事件，以及環境中的各種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互相變動、影響，或增或減

的一個動態歷程。 

而初任教師雖在教師職涯裡的最前段，但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在本

研究可以看的出來，身為初任教師的樹老師雖然經歷過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教學

挫折，但是最終都還是能好好的從挫折中復原。這依靠的是許許多多內外在的

保護因子幫忙，也由此可知要提升復原力，必須增加保護因子的數量或是增加

保護因子的強度，才能抵銷掉可能同時存在的危險因子。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的分析與討論，分別對學校機構、初任教師、未來方向等

方面提出建議。 

壹、 政府、學校機構方面 

從本研究發現，初任教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外在的支持系統能夠成為

教師提升復原力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者對政府、學校機構方面提出下列的建

議： 

一、 初任教師導入研習應增加剛過初任階段教師心路歷程分享及延長共

學社群年限 

初任教師在任教的前幾年總會面臨到許多教學挫折，要順利度過這些教

學挫折，除了教師本身人格特質要正向外，初任教師在面對困難時，也應該多

多向同儕尋求協助，不用怕被看不起，因為不論是情緒抒發或是尋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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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重要的支持系統。 

由於初任教師的特色會因為資歷低而信心不足，想證明自己能力而不敢

主動向他人尋求幫助的情況下，外在的支持系統更為重要。初任教師最需要的

是一個溫暖、主動關心、放鬆的支持系統。 

雖然現今各縣市教育局在籌辦初任教師研習時都有一套初任教師的支持

系統，但效果並不是非常顯著。透過樹老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對初任教師而言，

班級經營技巧及經驗分享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迫切的。且研習時的知能補充和

精神喊話的確也對初任教師而言有幫助，而除了初任教師導入研習外，研究者

建議各縣市局端邀請剛過初任三年的教師分享心路歷程及提供方法。由於現今

的跨校共學輔導員機制，是由資深的教師擔任輔導員。雖可以提供教學及班經

建議，但是距離初任階段已有些時日，在教學挫折的因應歷程方面已不那麼貼

切。另外，也建議共學輔導的跨校小組可以拉長共學時間，讓初任教師即使在

校外也可以放心的與同儕分享心情及經驗分享。 

二、 學校應建立初任教師支持系統及增加初任教師輔導管道 

研究者更建議各級學校也應該建立個初任教師的支持系統，除了像樹老

師的學校為初任教師安排薪傳導師協助熟悉環境外，應該讓自願且具熱情的資

深教師接下這份任務，否則遇到風格不同的薪傳導師，初任教師反而不常詢問

也沒有實質幫助。另外，也應該讓所有在職老師定期互相討論教學、互相幫助

的習慣及知能，教學面的支持、行政面的支持，還家長的支持對初任教師來說

都非常重要。像樹老師與同事間的交流頻繁、相處融洽，都能夠彼此支持及鼓

勵，初任教師就能透過同儕間的分享迅速度過教學挫折，並提升復原力。 

首先應該營造個友善的環境，讓初任教師有問題或困擾能勇於提問，而

身邊的同儕教師也能樂於分享及互相討教。除了幫助初任教師外，形成教師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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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系統也能促進各階段教師的教學益處。接著在教學方面，可以有適合初

任教師參加的各學科知識之研習，盡量將每個學科研習時間錯開，才不致重

複，而讓初任教師選擇一樣，就得放棄另一項的情況發生。 

接著，在校園內，除了給予學生輔導，對於教師應該也有適當的輔導機

制。而在全人中學有輔導組，這個輔導組的工作不是輔導學生，而是輔導老師，

幫助老師們能重新面對學生。如同本研究結果發現初任教師在任教過程中，所

遭遇到的挫折感沉重，若是保護因子的力量不夠可能會使教師無法從教學挫折

中復原，這樣的結果同時也影響學生受教權，因此針對教師的輔導機制也是需

要的，建議在體制內的學校應該也要有這樣的機制。 

 

貳、 初任教師方面 

從本研究發現初任教師在面對教學挫折時，挫折認知及因應策略實為重

要，因此研究者對初任教師提出下列的建議： 

一、 面對教學挫折要正向積極、冷靜分析並制定因應策略 

在學科方面，由於國民小學導師是全科教育，導師至少都一定會教到國

語及數學兩個科目，為了讓學生享有公平的受教權，教師應該努力克服因心理

因素而討厭的學科，當教師討厭某學科而不肯努力了解時，相信在教學時學生

也不可能學得好。在班級經營方面，首先建立好與班上學生的關係後，應該注

意的是教師要堅守著一開始設立的原則，不允許學生打破，並非有著帶班就必

須要兇或十分嚴厲的迷思，只要掌握好原則，人人皆可以是溫和卻有威嚴的老

師。 

在心態上，剛教學的初任教師一定都會遇到這些挫折跟困境，沒有誰是

一開始就完全順遂，而初任教師處於邊學邊做的狀態，一定會常遇到挫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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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容易產生這些挫折表示是磨練還不夠，但是要改變心態，因為一邊面對挫

折的過程中也是一邊在累積經驗，每個初任教師剛進來都會有一股衝勁，也就

是會遇到一些撞牆期，但經過時間及經驗的積累，學生的狀況也大概可以掌握

跟調適。除了時間能改變外，自己的信念也非常重要。王以仁等人（2005）曾

提及挫折的調適，他們認為要先減輕自身焦慮，再來於認知上要建立正確的「失

敗」觀念，不要逃避責任，且要客觀而冷靜的分析問題所在，最後，在行動上

便修正自己的目標、制定有效的因應措施。初任教師最容易在一開始抱有過大

期待或對學生標準過高，因此學會調整自己面對教學挫折的看法很重要。而初

任教師自己也必須時時保持著正向的積極想法，如同樹老師自己後來所領悟

的：每一次的教學挫折都是讓師生更了解彼此，可以藉此調整更適合的教學

法。因為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當初任教師可以正視教學挫折並妥善解決，

教學挫折才產生意義。 

二、 紀錄初任教師教學歷程檔案 

在訪談樹老師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樹老師透過敘說及分享，也不斷的

回顧及反省過去的自己，而她在社群網站的教學心得記錄也常令她回顧起過往

的經驗。因此，述說跟書寫都是幫助自己整理的好方法。 

李崇建老師曾說：「當老師應該要常常給自己心理建設，否則別人不支

持、學生不瞭解，如果自己再不給自己一些肯定，那極可能會無法繼續支撐下

去。」除了內心的精神喊話，同儕間的加油鼓勵外，實際紀錄下教學的歷程也

是個好方法，歷程檔案或教學日記，甚至社群網站的動態發文等，任何形式都

可以，研究者十分鼓勵初任教師在任教生涯中逐步記錄自己的教學變化，教學

創發面、學生訓輔面、班級經營面都是可以記錄的面向。寫下來，不僅可以協

助整理思緒，還能回顧時找出自己的盲點，用這樣的方法更能有效找出教學挫

折的來源，同時也可以記錄下成功的經驗以供未來繼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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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本身在進入研究場域時還是一名學生，蒐集資料時，除了吸收教

育前輩們的經驗外，也和研究參與者對話，於是自己也介入其中。整理結果時

更因為自己也已經成為初任老師，樹老師的心路歷程（那些無助及慌張）與自

己的感受雷同，而感到不孤單。 

透過資料整理分析，研究者也提醒自己在身為一名初任教師時該如何調

整心態及方法。同時也反省了自己面對教學挫折時的因應，比起樹老師，研究

者似乎更能掌握教學挫折的因應，因為了解可能面臨到的危險因子，便較能避

免嚴重的較學挫敗感。 

韓玉芬（2004）認為初任教師受社會化歷程的影響很大，他們在這歷程

中可能經驗到不同階段，而面對不同困境時，他們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策略來

因應，很重要的是，即使有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初任教師的自我價值是具有

相對自主性的，並非完全接受環境的擺佈，初任教師自身的省思及價值選擇仍

是最重要的關鍵。當初任教師隨著時間累積而記錄下來，厚厚的紀錄簿也可提

供給初任教師滿滿的成就感，透過現在社群媒體的發達，教師記錄下來的教學

分享或是心情札記都可成為共備社團裡，提供給他人的寶貴經驗。這樣的資源

共享更可以做為未來其他初任教師踏入職場前的重要參考。 

三、 保持正向積極態度，並莫忘初衷 

不光是初任教師容易被撞牆期的大量挫折，磨光熱情。有些人教到一定的

年紀或年資，也會產生職業倦怠。樹老師也這麼分享一位資深老師說的：「你

不要看這些老師（教育界名師）好像講的很好，他在分享的不是他的工作，是

他的人生耶！這就是他人生的一部份。他在過他的生活，就是小孩這樣鬧，那

也是他的生活一部份，他不會想要去改變，那就是他會遇到的事情。」因此要

保持著一顆進取的心，一直想著學新的事物，保持積極的自我。最後，也是最

重要的是「莫忘初衷」，永遠要記得自己選擇當老師的動機，教育是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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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不同的事件發生，不論順利不順利、成功或是挫折，都是因為這些變

化才讓教師這份職業變得有趣。 

參、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與復原力之研究」為題，使用觀察、

訪談、文件分析等質性研究法進行個案研究，研究者針對題目方向和研究對象

提出下列建議： 

一、 以研究題目而言，可針對初任教師行政、親師溝通、人際方面挫折做

更深入的探究 

本研究範圍只縮限在初任教師的班級經營及教學挫折，但從訪談中也發現

同事間的互動、行政單位任務的指派和與家長間的溝通皆會影響初任教師產生

挫折，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初任教師行政、親師溝通、人際方面挫折

做更深入的探究，以豐富多元呈現初任教師挫折的實際情形。 

二、 以研究對象而言，可深入探討專家教師和初任教師在教學挫折與復原

力的比較 

本研究著重於初任教師面臨挫折的過程及心境轉變，而如同本研究參與對

象樹老師提到的，教學現場仍有許多資深卻仍保有熱情的教師，其教學挫折及

挫折復原力的生成歷程又是如何呢？這些專家教師又是如何保持「莫忘初

衷」？這也是後續研究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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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參與同意書 

在了解「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與復原力之研究」的研究目的、進行

方式與重要性後，本人願意協助參與研究資料的蒐集過程，並接受錄音訪談以

及課堂觀察，未來視訪談進度與研究內容的需要同意增加 1~2 次訪談。 

另外，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提供我一份謄寫的逐字稿，請我協助檢核其

正確性與真實性。對於訪談內容的整理與分析，我了解訪談的內容會經由謄寫

並進行分析，研究的內容結果僅作為碩士論文及未來發表於學術場域之用，任

何關於我個人的資料必會經過隱匿而達到安全、保密的目的。 

在研究過程中若有疑慮之處，我有權利在與研究者充分溝通後，和研究者

討論本研究相關的問題，而研究者有義務解答。對於我不想談論的議題與內

容，我有拒絕表達的自由，並且不須告知原因，可以隨時提出並終止研究關係

的意願。 

關於本研究的目的與實施程序，以及資料運用範園，我已充分了解且同意

接受研究者的邀請，並願意簽名表示成為本研究的參與者。 

 

立  此  為  證 

 

研究參與者：                 （請簽名） 

研究者：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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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為協助「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挫折與復原力之研究」論文的進行，本人

同意研究資料在匿名處理，確保本人隱私之情況下，接受訪談及錄音並同意研

究者轉謄為逐字稿，以便研究之進行。錄音內容、逐字稿及本訪談同意書僅供

資料分析與學術研究之用。 

 

 

立  此  為  證 

 

 

受訪者：                 （請簽名） 

研究者：                 （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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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次訪談大綱 

一、請確認您的基本資料是否正確。(姓名、性別、年資等) 

二、請問您對於教學所抱持的信念是？(班上學生學習的狀況如何？) 

三、請問在您成為國小正式教師到現在的這段期間裡，有哪些讓您感到教學挫

折且印象深刻的事(例如：教學活動方面的課程準備、引起學生動機、學

生課業表現、作業指派等)？ 

四、請問當時對於這些令你感到挫折的事，你的想法是什麼(例如：造成教學

挫折的原因)？而當時您的感覺、反應及因應之道又是如何？ 

五、請問您因應該教學挫折後，結果如何？ 

六、請問您認為是哪些因素幫助或影響您度過教學挫折？ 

七、請問是哪些因素讓您願意繼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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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次訪談大綱 

一、請問在您成為國小正式教師到現在的這段期間裡，有哪些讓您感到教學挫

折且印象深刻的事(例如：教學活動方面的課程準備、引起學生動機、學

生課業表現、作業指派等)？(補充上次沒說完的事件) 

二、請問當時對於這些令你感到挫折的事，你的想法是什麼(例如：造成教學

挫折的原因)？而當時您的感覺、反應及因應之道又是如何？ 

三、請問您因應該教學挫折後，結果如何？請問您認為是哪些因素幫助或影響

您度過教學挫折？ 

四、回顧您的教學經驗中，哪些因素幫助你面對挫折，以重新提振精神？ 

五、請問您從一開始任教到現在，面對教學挫折的歷程有何轉變？ 

六、請問是哪些因素讓您願意繼續教學？ 

七、請問您對於教學工作有何期許，以幫助自己調適由負向到正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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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觀察後之訪談大綱 

一、請問上次事件（研究者觀察到的教學挫折）發生時，您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例如：造成教學挫折的原因）？而當時您的感覺、反應及因應之道又是

如何？ 

二、請問您因應該教學挫折後，結果如何？ 請問您認為是哪些因素幫助或影

響您度過這個教學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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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同事之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對於樹老師的整體印象為何？（如：性格、教學信念、做事風格等） 

二、請問當樹老師遭遇教學挫折時會主動尋求您的協助，或徵求您的建議與意

見嗎？若有，請問樹老師向您求助時，有哪些事件令你印象深刻？ 

三、請問當時她的情緒及採取的行動為何？您又是如何提供給她協助？ 

四、請問您認為造成樹老師教學挫折的原因為何？又是哪些因素幫助或影響她

度過這個教學挫折？ 

五、請問從樹老師剛進貴校到現在任教期間，您認為她在面對教學挫折的歷程

有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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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課堂觀察紀錄表 

觀察記錄表 

觀察主題  

時間  地點  對象/事件  

 

編碼

/時

間 

客觀事實記錄 省思記錄 

 

 

 

 

 

 

 

 

 

 

 

 

 

 

 

 

 

 

 

 

  

 

研究者省思及疑問: 

一、 

二、 

三、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