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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別針對研究主題及研究目的，蒐集相關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疲勞之概述」、第二節「教師工作壓力之相關探討」、第三節「健

康生活型態之相關探討」。

第一節 疲勞之概述

壹、疲勞的定義

疲勞並非是疾病，而是生理與心理承受過大的負荷所產生的一種警

覺，個人必須要以適當的方法去排解所謂的疲勞感；許多研究都指出長期

的疲勞對身心都具相當負面影響（楊君，2002）。在生物體或非生物體都

會發生疲勞的現象，對於非生物體而言，由於缺乏感覺的偵測系統，疲勞

因而累積，終將使物質逐漸變弱，甚至失效；但是，對於生物而言，疲勞

猶如口渴、飢餓的生理反應一般，於是透過休息使疲勞得以解除，不至於

累積，身心得以修復，因此，疲勞是有益健康的感覺，是一種保護機制；

相反地，疲勞出現後，若不得休息或不予理會而強迫工作，整個人將會變

的焦慮，不安而崩潰（毛義方、陳美蓮，1994）。疲勞是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自覺症狀，國內外學者對疲勞有不同定義，其有關於疲勞的相關定義，

研究者彙整如下（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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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疲勞的定義

Grandjean

（1970）
疲勞是種複雜、常發生在正常人與病患中的一種病症。

Lewis & Wessely

（1992）

疲勞為嚴重的無力及疲倦，可能同時合併其他相關症狀，如：肌肉骨骼疼痛、睡

眠障礙、注意力不集中及頭痛等，它是一種與情緒、行為及認知多方面相關的主

觀個人感受。

Wilson,Hickie &

Lloyd （1994）

疲勞乃指經重覆或長期勞務後，生理上肌肉收縮運動或心理上的注意力持續度呈

現功能減退的現象，所以疲勞包含肌肉、身體沒力及精神上的倦怠（引自蔡尚穎、

葉英堃，1997）。

石光中（1997）
疲勞只是症狀而不是疾病，它是一種主觀的感覺，使人常感到睡不飽，有想休息

或睡覺的需求。

蔡塵（1997） 疲勞是心理及生理工作能力降低的狀態，其程度決定了能力損失的程度。

馮兆康（1998）

勞動者因工作或工作環境之關係，造成生理恆定狀態受干擾之現象，因而產生主

觀及客觀上之症狀，而無法維持一定水準之作業表現。此疲勞的形成可能包括：

能量之耗竭、疲勞物質的累積、生理反應、生化機能之失調以及自覺疲勞感等。

張富貴（2002）

疲勞是人體在日常生活中，藉由勞動生活過程產生的現象，疲勞感特別是影響作

業員工每個人的心情，使動作、判斷變得遲鈍，進而破壞工作場所人際關係的明

朗積極，阻礙了團體工作中行動的順利結合，其影響不僅於工作場所內，並波及

家庭、社會；勞動者的不安或焦慮恐會導致社會生活的不順遂、荒廢之結果。

綜合以上研究者所敘述，疲勞可定義為個人耗竭的主觀感覺，同時可

能合併其他相關之生理症狀，導致對工作的注意力困難，或是工作之後，

逐漸失去維持原有效率的能力。

貳、疲勞的症狀及產生原因

對人類而言，生理上常將疲勞分成肌肉疲勞（Muscular Fatigue）和一

般性疲勞（General Fatigue），肌肉疲勞可由相同的工作負荷中，肌肉的時

間拉長，或相同時間內的作業密度降低、作業強度減弱甚至不能作業而偵

測出來。而一般性疲勞則可以從思睡、出差錯頻率增加、缺席或甚至一些

心身症，如頭痛、頭暈、心跳、呼吸功能受到干擾、食慾不佳、消化不良、

失眠等許多不同的表現而判定。單純的肌肉使用過度，可能發生急性的、

且侷限於肌肉疼痛的肌肉疲勞；而一般性的疲勞原因則很多，包括內在的

表 2-1-1 各研究者對疲勞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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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人健康或心理因素，外在的如：工作或環境狀況等，並且可能與肌

肉疲勞同時出現。圖2-1-1顯示疲勞之原因及累積性（毛義方等，1994）。

圖 2-1-1 疲勞之原因及累積性（資料來源：毛義方、陳美蓮，1994）

引起疲勞的原因包括：1.環境因素，如作業環境中的熱、通風狀況、

採光等。2.工作性質，如工作之單調性或困難度、工作持續時間、負荷量

及輪班制度。3.工作特性，如工作者之年齡、體能狀況、婚姻狀況及生活

習慣等（毛義方、陳美蓮，1992）。

一般來說，許多因素都可能導致疲勞症狀：

一、生理因素：如懷孕、運動、工作、熱帶氣候、高原地區等。

二、身體疾病：如糖尿病、惡性腫瘤、巴金森症、肝硬化、慢性病毒感染、

缺鐵性貧血、副甲狀腺機能亢進、腹部手術等。

三、醫原性因素：服用鎮靜劑或安眠藥、使用抗高血壓藥等。

四、非器質性精神疾病：如憂鬱症、類身體化疾患、焦慮症、精神分裂症、

神經衰弱等（李昱、張明永、許家璋、文榮光，1997）。其中最常見

的是心理認知上的因素，例如壓力、生活習慣或情緒上的焦慮和憂鬱

等（陳美玲，2003）。

環境、氣候、採光、噪音

心理因素：

責任、擔心、衝突

疾病、疼痛及營養

疲勞感恢復疲勞

肉體及精神性工作

強度及持續時間

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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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德生（1998）將疲勞分為肉體的疲勞（physical fatigue）和精神的疲

勞（mental fatigue），前指激烈運動或重勞力工作所致的肌肉酸痛、睡眠

不足及營養不良等；後者指需要高度的專注和認知、嫻熟技巧、和持續警

覺等，來處理講求精確和效率的複雜工作，症狀如表2-1-2所示。

表2-1-2 疲勞之症狀 （資料來源：溫德生，1998）

肉體疲勞之症狀 精神疲勞的症狀

反應時間延長（指對光、聲音等刺激） 增加應激性

肌力減弱 減少注意的持續能力

血中乳酸濃度增加 增加錯誤的頻率

血中葡萄糖濃度減少 焦慮和鬱卒

延遲瞳孔對光的反應 易於失眠

增加視覺的調節時間 近期記憶力不佳

增加電解質自皮膚表面喪失 性慾低下

減少循環血液容積 對他人建議及批評難以容忍

增加尿液中皮質固醇和兒茶酚胺代謝的濃度 社交活動顯得退縮

減少肌肉儲存肝醣 個人嗜好變的興趣索然

增加神經肌肉協調性的不穩定 增加咖啡、香菸、和酒精之依賴性

形容邋遢、不修邊幅

而若以醫學的觀點來說，引起疲勞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分為器質性

和非器質性疲勞兩種：

一、器質性（organic）的疲勞

許多疾病都可能與器質性的疲勞有關，例如：鬱血性心衰竭、肝臟疾

病、腎功能不良、慢性肺部疾病、纖維肌肉炎、慢性疲勞症候群、貧

血及其他惡性血液疾病、自體免疫疾病、藥物及酒精濫用、惡性腫瘤、

慢性感染、內分泌及電解質、睡眠異常、營養缺乏等等。

二、非器質性（non-organic/psychogenic）的疲勞

發生原因有二：

（一）精神及心理問題：如焦慮症、憂鬱症及好勝心等。

（二）生活型態：如工作狂、缺乏運動、生活作習不正常、不當飲食等。

其中非器質性的原因佔了60-80%左右，工作勞累及睡眠問題亦是常

見的原因（石光中，1997；蔡崇煌、高以信，1996；陳建志、林光

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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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世紀以來，心理學家們常將壓力歸納為誘導心理疲勞的主要

原因，1971年 Colquhoun 提出倒U曲線（inverted U curve）說明壓力、疲

勞和覺醒、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適當的壓力可提振枯燥單調工作的精神

覺醒，增加工作效率，是屬於正面或建設性的（positive or constructive）；

但過多壓力反而產生精神耗竭，減少工作效率，是屬於負面或破壞性的

（negative or destructive）。圖2-1-2所示為覺醒與行為表現的倒U型關係

圖，注意在覺醒狀態最低時（A），所予的覺醒程度波動（F），將導致行

為表現較大的損害（V），但若覺醒狀態較佳（B、C），亦即接近顛峰點

（O），則對行為表現的影響較小（引自溫德生，1998）。

圖2-1-2 覺醒與行為表現的倒U型關係圖，Colquhoun，1971（引自溫德生，1998）。

綜合以上疲勞症狀及成因之探討，可歸納出影響疲勞的因素是複雜

的，無論是外在環境、心理因素及生理因素皆可能產生個體之疲勞感，然

而，排除身體上的疾病所引起的疲勞之外，在工作壓力負荷過重及日常生

活型態（飲食、睡眠等等），對個體疲勞程度都有相當之影響。

覺醒程度

行
為
表
現

V

F

A B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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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內疲勞感之相關研究

已開發國家對工作場所的工作壓力一直十分重視，而疲勞常是勞工感

受到心理壓力的最初症狀（引自王肇齡、黃志中、楊俊毓，1990）。姜逸

群（1998）針對574位台北縣公私立幼稚園教師進行調查，發現幼稚園教

師平均有4.9個疲勞症狀，最常見的疲勞症狀有：感覺總是有事掛在心上、

聲音嘶啞、口乾舌燥、健忘的情形愈來愈多、肩膀酸痛。馮兆康（1998）

調查中部356名護理人員自覺疲勞盛行率及其相關因子，顯示疲勞症狀盛

行率前5名依序為眼睛疲勞、想睡、打哈欠、想躺下、腰痛；而護理人員

自覺影響疲勞因子前5名依序為工作量大、需輪班、福利待遇、身體狀況

欠佳、工作壓力大。蔡明煌（1997）針對電腦顯示終端機(VDT) 作業人員

工作前後所產生的疲勞及生理狀況做調查，發現其自覺疲勞感盛行率前5

名分別為眼睛疲勞、口乾、想睡、肩痛、腰痛。毛義方、陳美蓮（1996）

對高溫作業勞工調查，其自覺疲勞感盛行率前5名分別為口乾、眼睛疲勞、

想睡、打哈欠、腰痛。張富貴（2002）調查台北市某醫院清潔人員疲勞生

理狀況評估及工作危害調查，在自覺疲勞症狀方面，以疲勞類型來看，內

勤工作人員屬於一般型，外勤工作人員屬於肉體勞力型。許紘愷（1996）

對台北市內公共巴士駕駛員之工作疲勞狀況調查，發現駕駛員的自覺疲勞

以肩部或頸部酸痛、口乾及腰痛等症狀為主，且工作後各症狀的盛行率均

有增加。蔡忠融（1998）對室內作業電信作業人員疲勞及生理狀況進行調

查，研究結果顯示，電信室內作業中的話務人員及櫃臺人員工作後的眼睛

疲勞盛行率高達88%及81%，口乾分別為70%及56%，但兩者的疲勞形態不

同，話務人員為一般型，櫃臺人員為精神工作型；而機房人員不論工作前、

後自覺疲勞症狀的盛行率都較話務人員及櫃臺人員低。話務人員的疲勞主

要是來自於長時間的電腦操作所引起，而櫃臺人員大部分自覺工作量是不

穩定且承受相當大的工作壓力。

以上近年來疲勞之相關研究顯示出，在不同行業，其表現出之疲勞症

狀也有所不同，其與本身工作性質有相當之關聯。由以上之研究也可發

現，國內有關疲勞感之探討，對象大多以勞工為主。顯示教師疲勞感之研

究有必要再做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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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

「慢性疲勞症候群」一詞自1980年中期出現於歐美地區，其症狀表徵

與神經衰弱相似，具整體性的疲乏，同時伴隨著生理、心理及神經系統之

症狀（Greenberg,1990）。疲勞是一種症狀（symptom），而慢性疲勞症候

群是一種診斷，根據 Kenneth 定義，疲勞少於一個月為急性，若大於一個

月則定義為慢性（引自蔡崇煌等，1996）。其他研究者也對慢性疲勞症候

群下了不同定義：生理的疲倦是指身心健康的人在運動、休息與飲食方面

過或不足造成失衡的正常現象，在充分休息之後就能獲得明顯的改善。急

性疲倦是指持續時間在六個月之內，不屬於生理性疲倦且臥床休息後亦無

法改善，同樣情形若持續六個月以上是為慢性疲倦（陳建志，1998）。林

明燈、李文貴、王家駿（2004）提出，慢性疲勞症候群是指個案出現六個

月以上之強烈的衰弱疲勞，且經常伴隨著肌肉疼痛、頭痛、咽峽炎、輕微

發燒、腸胃道症狀和淋巴節疼痛等。其慢性疲勞是一種原因不明、長期性、

難以恢復的病態疲勞狀態，病患除身心的疲憊及多發性的不適會影響生活

品質之外，對個人的生活功能及工作表現也會造成重大影響（Herrcell，

2002；Liedberg，2002）。在美國曾有大型研究顯示，25%的成人曾經歷過

持續兩週以上的疲勞。當疲勞持續超過六個月，就定義成慢性疲勞症候

群。根據報導，慢性疲勞症候群女性的盛行率為0.52%，男性為0.29%（林

明燈等，2004）。疲勞是許多身心疾病常見的症狀，而慢性疲勞症候群則

是注意力、記憶力或情緒等精神上的困擾，合併數種身體症狀並達到影響

日常功能的長期疲勞（Holmes & Kaplan & Gantz,1988）。

其易發生長期疲倦者主要有以下特性：（1）長期處於某種精神壓力之

下（2）不良生活型態，如值夜班、工作過度、通車時間過長、飲食不均

衡、運動過少（3）內分泌疾病（4）血液腫瘤疾病（5）自體免疫疾病、

病毒性感染（6）焦慮、憂鬱症等精神疾病（7）藥物、酒精濫用（8）睡

眠異常（陳建志，1998）。

1988 年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中 心 （ Centers for Disea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制定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CFS）

的診斷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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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具備持續達六個月以上持續性或復發性之虛弱的疲勞感，且

要排除掉所有可能造成疲勞的慢性病因，另外疲勞的嚴重程度必須至少使

日常活動力降低到正常狀態的一半以上；慢性疲勞症候群確定病例必須符

合二項主要標準，及次要標準中的症狀標準至少六項，生理指標至少二

項；或者是症狀標準至少八項。

一、主要標準：

(一)持續性或反覆衰弱性疲勞，或個體感到易於疲勞，不因休息而緩解，

活動量減少50％，一次至少持續六周。

(二)必需透過病史、軀體檢查和適當的實驗室檢查，排除其他可產生類似

症狀的臨床狀況（如：癌症、自體免疫疾病、各種感染症、精神疾

病、內分泌疾病、藥物或毒物成癮、濫用之副作用等）。

二、次要標準：

(一)症狀標準：至少六個月，（1）輕度發燒或畏寒（2）咽喉部疼痛（3）

無法解釋的全身肌肉乏力（4）無法解釋的頸前、後，或咽峽部淋巴

結疼痛（5）肌肉的不適或疼痛（6）容易於耐受性鍛鍊後，感到長

時間的全身疲勞（7）頭痛（8）遊走性關節痛，但無紅腫（9）一個

或多個精神症狀（如：畏光、暫時性視盲、健忘、躁動不安、思考

力衰退、無法集中精神、憂鬱等）（10）睡眠障礙（嗜睡或失眠）

（11）所述症狀在疾病早期的幾小時至幾天內存在。

(二)生理指標：（1）低度發燒（2）非化膿性咽喉炎（3）頸前、後部或

咽峽部淋巴結觸痛（引自謝蕙宜、林敏雄，1996、李昱等，1997）。

「慢性疲倦症候群」亦可能是外在環境過大的壓力，人體內基因表現

異常，產生異常的基因產物（Cannon et al.,1999）。這些物質會影響神經

細胞的功能與神經傳導，導致神經功能退化，出現身體、心理與智能上的

疲倦（Peter.Manu et al.,1988）；Hansen等人於1994年提出可能包括的症狀

有：缺鐵性貧血、低血糖、環境中的過敏原、全身性感染性疾病、內分泌

功能異常、神經傳導功能失常、自體免疫疾病、生活型態與壓力、缺乏睡

眠、少動、不當的飲食習慣、長期使用某些藥物，如鎮靜劑、抗焦慮藥及

抗組織胺藥等。



15

由以上慢性疲勞症候群相關研究可知，慢性疲勞是一種原因不明、長

期性、難以恢復的病態疲勞狀態，在疲勞症狀持續六個月以上則診斷為慢

性疲勞，且慢性疲勞與過勞死有相當的關聯性。台北馬偕醫院家醫科林錦

龍醫師表示，慢性疲勞症候群的患者，在各醫院急診間愈來愈常見，而這

類患者分佈最多的行業分別為證劵業、電腦工程師、高階主管、研究人員

及老師。而不少人在換了工作之後，就不藥而癒，顯示工作壓力是導致他

們疲勞主要因素之一。

伍、疲勞與過勞死發生之關係

近來國內陸續爆發許多過勞致死的案例，顯示過勞對生命產生了相當

的威脅。「過勞死」一詞源於日本，日本國家公共協會上寬鐵常將其定義

為：「是一種心理上的狀態，不健全的工作過程擾亂員工工作和生活的規

律，導致人體產生疲勞，長時的超時工作伴隨之前存在的高血壓、動脈硬

化愈加惡化，最後邁向致命的毀滅」（引自林振賢，1996）。由此可知，

引發過勞死之相關因素相當複雜，工作壓力、原始身心疾病的狀況、自覺

疲勞的程度及生活型態皆可能是導火線。根據1988年的一項統計，當年死

於21萬名日本人當中，至少有20%以上有過勞的現象；朱恆毅醫師解釋，

過勞死是因為身體長期處於過度負荷的疲勞狀態，再加上缺乏適度的休息

與調理，進而引發猝死（葉姿岑，2002）。

根據日本近十多年來，所發生的203件過勞死案例分析中，其發病特徵

如下：（一）性別年齡及疾病因素中，男性有96.7%，發病年齡以45~50歲

為居多，其罹患腦血管疾病者占60.1%，心臟疾病占37.9%；（二）發病前

的自覺徵候分別為疲勞感、頭痛、胸痛、身體不適、感冒症狀及肩頸酸痛；

（三）發病前的勞動狀態，其職業別為白領階級居多，包含了營業員、技

術員、記者或編輯者、教職員、公務員、研究者等等。其發病誘因可歸納

為情緒不安、工作量急增、突發的工作麻煩、遠距離出差、寒冷天氣的暴

露、會議引起不安、以及疾病狀態等等；（四）生活習慣，48.3%有吸菸

習慣，而58.1%則為過量飲酒者（上畑 鉄之丞，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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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調查報告顯示，過勞死的發生與過度的工作、生活習慣及本身

疾病有很大的關係，可由外在環境，進而影響到內在環境，由於過重的負

荷（肉體的勞動、違反生理時鐘的過度勞動、長時間假日勞動、深夜勞動、

情緒、責任加重）導致不良的生活習慣（睡眠紊亂、休息時間減少、過量

飲酒及吸菸、沒時間看病、家庭生活紊亂），進而影響到身體之內在環境，

疲勞累積而產生過勞的狀態，引發過勞死（上畑 鉄之丞，1993）。台北

馬偕醫院家醫科林錦龍醫生也表示，國人生活型態改變，加上常處於壓力

之情境，導致人體因應警戒狀態，易產生過勞死。

慢性疲勞症候群發生的原因相當複雜，但不外乎與精神和壓力狀態、

個人生活型態及生理上的疾病有某些程度的關連。疲勞是主觀的陳述，很

難以客觀的方法加以定義及測量（王肇齡等，2000）；而慢性疲勞症候群

診斷相當嚴謹，必需包含主觀疲勞感及相關生理上的檢驗指標，本研究限

於人力與時間之限制，故以自覺疲勞感之強度測量為主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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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工作壓力之相關探討

過重的壓力對於身心都會造成負面之影響，根據上節之疲勞文獻探討

顯示，過大的工作壓力對個體感受到疲勞程度有很大的影響。本節將針對

壓力的定義、教師工作壓力的意義、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教師工作壓

力反應之關聯研究、教師工作壓力來源及教師工作壓力相關研究做探討。

壹、壓力的概念

「壓力」一詞源於工程學領域，指直接在物體上所施加的任何外力。

美國生理學家Cannon（1932）年首先將壓力概念應用在生物學，用以描述

個體的強烈情緒影響生理功能（引自康純怡、林文郎，2001）。根據Selye

的研究，人類在面對壓力時，其生理反應都是一樣的，腦下垂體會分泌某

種荷爾蒙，刺激腎上腺素，幫助身體對外界刺激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引自

蘇國興，2003）。在心理壓力研究相關文獻可知，「壓力」一詞為微生物

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術領域的重要概念（周立勳，1986），

其大致上可分為三類：刺激論、反應論、互動論。

ㄧ、刺激論

將壓力視為環境的刺激，此刺激來自客觀存在的社會與外在環境的事

件，它使個體產生不適感（李勝彰，2003）。認為事件的刺激即是一種壓

力，強調社會與環境中的重大變革、影響個人的重大事件、日常生活的困

擾等。亦即產生「戰或逃」的一切因子就是壓力。此論點強調的是一組原

因，忽視了個人對事件主觀感受的個別差異與反應（引自蘇國興，2003）。

二、反應論

Selye認為，不論壓力源為何，皆會誘發一系列的生理反應，稱為「一

般適應症候」，但相關證據顯示，不同的壓力源或相同的壓力源，可能對

不同的個體，產生不同的影響（陳秀卿，2000），其強調生理層面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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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論

壓力是個人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認為壓力是個體經由認知評估環

境的刺激與個體間的關係，是否超過容忍度，對自己造成負荷及危其身心

健康。壓力是個體面對外界的要求或特定事件的刺激時，其身心適應的反

應，而此種反應是以個人過去的經驗、人格特質或心理認知歷程為媒介（周

立勳，1986）。

貳、教師職業壓力的意義

職業壓力的意義是由壓力定義衍生而來，凡因職業有關情境因素引起

的壓力，都可稱職業壓力，因此，教師職業壓力乃是教師在從事學校教育

工作時，在職務上所造成的生理、情緒之負面之感受。國內外許多學者也

對教師工作壓力做了相關之研究，也提出教師工作壓力之相關定義，如表

2-2-1。



19

表2-2-1 教師職業壓力之定義（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 定義

Kyriacou & Sutcliffe

（1978）

教師因為工作而產生之負向情感反應症狀，例如：憤怒、焦慮、沮喪，甚至伴

隨生理上的疾病。（引自邱從益，2004）

Leach（1984）

教師知覺工作的要求與能力和負面效果的預期之間存在某些距離，隨之應付對

自己或他人視為重要的要求失敗、而企圖使用有效技巧以達成對個體、學校情

境因素認為重要的目標遭遇挫折所導致的結果。（引自黃義良，1999）

Litt & Turk（1985）
當教師幸福與自尊受到威脅時，且所要解決的問題超過其能力範圍時，所產生

的不愉快情緒與困擾之經驗。

周立勳（1986）
教師在面對教學工作，對潛在的工作情境因素或要求評估為威脅或有礙工作的

表現時所產生的負面情感反應。

程一民（1996）
教師在學校工作中，與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情感，這些負面情

感，限於個人知覺，包括情緒與行為層面。

黃義良（1999）
教師對於自身週遭的工作環境改變或要求，知覺到具有威脅性、壓迫性，經由

個人特質與心理為中介歷程後，內心所產生消極性和負面的情感。

陳聖芳（1999）
教師在工作環境中，有了超過個體負荷量的要求，進而造成威脅感，產生緊張、

焦慮、挫折等反應，進而引起了消極、無助感。

郭峰偉（2000）
教師和工作環境互動時所產生的結果，此結果若是具威脅性的，則會使人產生

一種被壓迫、緊張甚或不舒服的狀態。

康純怡、林文郎

（2001）

教師無法負荷或達到來自於社會上或教師本身給予過高的期待時，所產生的負

面情感反應，如焦慮、挫折、壓抑等不愉快的心理感受。

吳宗立、林保豊

（2003）

教師在和學校情境的互動中，在教學、行政、學生、家長及同事的關係方面所

產生個人無法適應而表現出負向的情感知覺與反應。

陳素惠（2003）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受工作情境刺激與個人認知兩者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生

理、心理或行為的反應症狀。

蘇國興（2003） 教師與工作環境交互作用下，產生生理或心理的緊張狀態。

邱從益（2004）
教師在從事學校教育工作時，在職務上所賦予的責任所產生負面，不舒服的感

受。

綜合以上教師工作壓力描述，教師工作壓力可定義為：教師從事教學

工作時，與人、事、物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生理、心理或行為的反應症狀。

参、教師工作壓力理論模式

從教師工作壓力的定義中可得知，影響教師工作壓力的因素可包含幾

個面向，分別為個人因素、工作環境、學生、家長等等。本研究茲引用以

下幾位學者提出之教師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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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ㄧ、Kyriacou & Sutcliffe教師工作壓力模式

Kyriacou 和 Sutcliffe 被認為是教師工作壓力研究的先驅 ，其所主張

的教師壓力工作模式，認為教師的壓力感受來自教師知覺環境的需求，而

環境的要求可能來自他人所施加的壓力，也可能是自我施加的壓力。

Kyriacou & Sutcliffe教師工作壓力模式可由圖2-2-1表示。

圖 2-2-1 Kyriacou & Sutcliffe 教師工作壓力模式（資料來源：引自邱從益，2004）

此模式有四條回饋路線：

A：表示有特定因應間的關係，如果因應作用無法減低壓力事件的發生，

則會評估此壓力更具威脅性。

B：表示教師在壓力徵候下運作時，更易覺知更多的壓力事件。

C：表示處於身心俱疲壓力狀況下的教師，會將事件評估的更有壓力。

D：表示教師過去處理壓力成功與否的經驗，影響其對未來的評估及因應

策略。

此一模式顯示教師工作壓力可能的壓力源，某些無法經由適應機轉

紓解的壓力若持續存在，在長期壓力影響下，將產生慢性病壓力症狀（梁

瑪莉、林惠美，2004）。

7.教師個人特質：教師的屬性變項、人格需要、適應信念、
態度、價值系統

1.可能的
壓力源：
物理與心
理的

2.評估對個人
安全自尊和安
全的威脅

3.實際的
壓力源

4.適應
機轉：減
少感受
到威脅

5.教師壓
力：負向情
感，有關心
理，生理和
行為反應

6.慢性壓力症
狀：心身症、
心臟病、潰
瘍、生理疾病

8.屬非職業
的壓力源

A
B

C



21

二、Tellback 的教師壓力模式

Tellback、brenner & Lofgren（1983)的教師工作壓力模式，其主要特點

在指出學校的社會特質對壓力源的影響，是由刺激到反應的過程（引自王

素芸，1992）。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Tellback、brenner & Lofgren 教師工作壓力模式（資料來源：引自康純怡、林文郎，2001）

壓力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王素芸，

1992）。學校社會的環境中的特性，可能是教師產生壓力的來源，從而成

為實際的壓力源，進而導致教師的緊張；如果教師本身又是屬於 A 型性格

等易於易緊張的特質，經過評估的過程，緊張便會不斷出現，此時壓力就

會對於個體發生身心方面的損害。壓力的不良作用產生後，若是無良好的

適應，則適應機轉無法發生功能，個體最後將無法承受壓力，終要退出工

作場合，以避免身心的傷害。在此教師的特質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職業

與非職業的壓力源經由評估而成為壓力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個人心理調適

與減少壓力源一樣重要。

根據以上兩種工作壓力模式，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教師工作壓力來源是多面向的，許多因素的壓力源彼此交互作用。

（二）教師採取因應策略的適當與否，會減輕實際壓力源或造成壓力反

應。

1. 學校、社會特質

3.可能的
壓力源

4.實際的
壓力源

5. 一般壓
力緊張

6. 身心健
康損傷 7. 退出工作

2. 教師
特質

非壓力性
壓力源

評估 適應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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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在工作壓力下會產生各種對壓力的反應。

（四）持續的工作壓力會造成身心疾病與不利工作的負面影響。

肆、教師工作壓力反應之關聯研究

有關工作壓力與其產生結果的關聯，許多研究均支持高壓力的工作結

果必然會降低工作效率、影響身心的健康，並且影響個人的成長與認知。

壓力本身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雖無法具體呈現但可藉由各種症狀的察覺感

知到壓力的存在（康純宜、林文郎，2001）。Kyriacou & Sutcliffe（1978）

調查發現有十六種壓力症狀，依次是疲勞、挫折、憤怒、緊張、焦慮、壓

抑、神經質、頭痛、心跳加快、沒有能力應付的感覺、失聲、高血壓、恐

懼、胃酸、流淚、出汗（引自王以仁，1992）。其壓力之反應大致上可分

為生理、心理及行為等三方面的反應：

一、生理方面

Selye（1976）將壓力的生理反應分為三階段：

（一）警覺反應階段（alarm reaction stage）：當個體遭到外在壓力源的刺

激時，迅速的將訊息傳至全身，身體內部開始出現生理症狀。

（二）抗拒階段（resistance stage）：若壓力的情況持續，便會進入第二階

段。個體會選擇一些因應壓力的方式，去抵抗壓力源，希望讓壓力

降低。但因身體應付了部份壓力，對仍繼續發生的壓力源，可能無

法再應付，因此第一階段的症狀又重新出現了，如果壓力源持續增

加，就會進入第三階段。

（三）耗竭階段（exhaustion stage）：依據 Selye 對動物實驗的結果，認為

個體對壓力源之適應能量是有限的，因此，若個體在抗拒階段不能

克服或排除壓力而仍持續長時間在壓力源之下，那麼個體會逐漸感

到能量耗竭，無法再抗拒壓力，而身心俱疲，甚至疾病纏身（引自

梁瑪莉、林惠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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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方面

心理方面的壓力反應，常指情緒壓力反應與認知壓力反應兩部

份：

（一）情緒壓力反應：包括正面和負面的情緒，一般壓力帶來的情緒為負

面較多。

（二）認知壓力反應：當壓力的來源被知覺有威脅性時，承受的威脅愈大，

認知效能與彈性思考的能力就會降低（梁瑪莉等，2004）。

三、行為方面

面對壓力的不同，個體會產生不同的壓力行為反應。一般而言，其反

應症狀分為兩類，一為個人方面的症狀，另一類為針對工作機構方面的行

為症狀（王秀慧，1999）。

根據各研究者（陳建志，1998；康純怡、林文郎，2001；江建勳，2002；

蘇，2003；梁瑪莉等，2004；邱從益，2004；施嫈瑜、李明濱、李世代、

郭勝達，2004）研究資料顯示，其因工作壓力所產生的生理、心理及行為

上的症狀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工作壓力所產生的生理、心理及行為上的症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生理反應

疲倦、心跳加快、流汗增加、肌肉緊張、呼吸速度及方式的改變、新陳代謝

加速、血壓升高、心律不整、頭痛、過敏、消化系統功能改變（腹瀉或便秘）、

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功能改變、肌肉皮膚系統疾病、口乾舌燥、頭昏眼花、

潰瘍。

心理反應
消極、厭倦、不滿、生氣、迫害、冷淡、認命、幻想、健忘、敏感、心不在

焉、焦慮、憂鬱、精神官能症、失眠。

行為反應
疲憊、濫用藥物、抽菸、飲酒、坐立不安、飲食習慣改變、失眠、工作倦怠、

離職、生產力低、缺勤、決策效能不佳、自殺、發生意外事故。

由以上對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可知，壓力初期時即會產生輕微的生理

反應，若無適當的調適，或尋求減緩壓力之方法，不僅會讓個體感到身心

俱疲，甚至在日常生活行為的反應上，也會產生危害健康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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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工作壓力來源

教師工作壓力之來源，並非為單一因子，可能由多種因子交互作用而

成。林靈宏（1992）將壓力區分為五種壓力因子：（1）與工作有關（2）

組織中的角色（3）事業生涯發展（4）組織中的關係（5）與外部的介面

等五項。此外也強調人本身的因素，如：人格、過去的經驗知覺也會影響

壓力的產生，如圖 2-2-3 所示。

圖 2-2-3 工作壓力的來源（資料來源：林靈宏，1992）

在相關調查方面，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工作壓力來源研究結果並不一

致，其相關之研究及文獻， 整理如表 2-2-3 所示。

 個人的差異
 人格
 知覺
 過去的經驗

壓力

 與工作有關
 組織中的角色
 事業生涯發展
 組織中的關係
 與外部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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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教師工作壓力來源（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工作壓力來源
Kyriacou &

Sutcliffe（1978）
英國綜合中學教師

1. 不足的工作條件
3. 不良的學校風氣

2. 學生的不良行為
4. 時間緊迫

陳貞芳（1996） 花東地區國小教師
1. 人力不足
3. 角色過度負荷

2. 行政工作
4. 角色能力不足

程一民（1996） 台北縣國小教師
1. 工作負荷
3. 教學工作
5. 個人發展

2. 人際關係
4. 行政支持
6. 違反教育倫理

蔡金田（1998） 中部國小教師
1. 工作過度負荷
3. 專業不適合任感

2. 行政支持

王秀慧（1998） 中部地區高職教師
1. 學生行為
3. 學校行政

2. 教學資源

黃義良（1999）
台南縣國小兼任行
政工作教師

1. 人際關係
3. 時間壓力

2. 工作負荷
4. 專業知能

陳聖芳（1999） 台東地區國小教師
1. 與同事關係緊張
3. 工作負荷
5. 缺乏工作外在報酬

2. 行政不支持
4. 師生家長關係

郭峰偉（2000）
高雄及台南縣市國
中教師

1. 與學校和行政人員的關係
3. 學生的學習方面
5. 角色方面

2. 工作負荷
4. 學生的不良行為
6. 教師專業發展

李彥君（2001） 中部地區小學教師
1. 工作負荷
3. 行政支持
5. 人際關係

2. 心理需求
4. 學生表現

陳素惠（2002） 我國綜合高中教師

1. 工作負擔
3. 角色壓力
5. 外部因素
7. 個人因素

2. 組織因素
4. 課程問題；
6. 教學問題
8. 學習輔導

黃宏建（2002） 台中縣國中教師
1. 教師生涯發展
3. 工作本身內在因素
5. 組織架構與氣氛

2. 工作中人際關係
4. 組織中的角色

楊淑麗（2003）
台中縣市、彰化、南
投、雲林縣國中教師

1. 工作負荷
3. 學校行政
5. 學生輔導

2. 人際關係
4. 缺乏專業認同

蘇國興（2003） 我國國民中學教師
1. 班級教學
3. 學生行為
5. 工作負荷

2. 行政影響
4. 專業不適任感

綜觀國內外有關教師工作來源之相關研究，發現教師工作來源大致來

自下列幾方面：同事主管之人際關係、學生學習及行為問題、工作過度負

荷、學校行政支持不足、與家長之溝通、教師專業發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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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師工作壓力相關研究

個人之不同背景變項特質，對於不同情境及文化也有不同的感受，在

工作壓力感受上呈現差異。本研究僅針對有關教師性別、擔任職務、年資

與婚姻狀況等變項與工作壓力的關係之文獻加以探討，以做為設計本研究

問卷之參考。

ㄧ、性別與教師壓力

Moracco ＆ McFadden（1982）的研究認為女性教師在同事關係與工

作負荷量方面的壓力較男性教師大；林純文（1996）、葉龍源（1998）、

蔡純姿（1998）及楊淑麗（2003）的研究發現，女性教師知覺到工作壓力

大於男性；蔡璧煌（1989）、程一民（1996）的研究均認為男性教師之工

作壓力較大；而 DeFrank ＆ Stroup （1989）及蘇國興（2003）等人研究

發現，性別不會影響工作壓力。

二、年齡與教師壓力

Moracco ＆ McFadden（1984）的研究發現，年齡較輕的教師在

待遇、同事關係方面的壓力較大；DeFrank ＆ Stroup（1989）的研究發現，

年齡較輕的教師在待遇方面的壓力較大，而年齡較大且教育程度較高的教

師在同事關係方面的壓力較大；國內研究方面，周立勳（1986）的研究認

為，年齡較輕的教師在班級教學、學生行為、行政上的支持、專業不適任

感的壓力較年紀較大的教師壓力大；但葉龍源（1998）及楊淑麗（2003）

的研究則認為教師工作壓力並不會因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婚姻狀況與教師壓力

黃義良(1999)及楊淑麗（2003）發現在整體工作壓力或部分壓力層面

上已婚者高於未婚者；但程一民（1996）、蔡純姿（1996）、陳聖芳（1998）、

葉龍源(1998) 、曾吉雄（2000）及蘇國興（2003）研究發現，婚姻狀況不

影響教師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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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背景與教師壓力

陳聖芳（1998）研究指出研究所學歷教師在同事關係上感受較大的

壓力；葉龍源（1998）的研究發現一般大學畢業教師比研究所及師範體系

畢業的教師感受較大的壓力；蔡純姿（1997）和曾吉雄（2000）的研究則

指出學歷較低者（師範師專畢業）有較大的工作壓力。

五、職務與教師壓力

Kyriacou ＆ Sutcliffe（1978）、陳聖芳（1998）的研究發現兼任行

政工作教師的工作負荷壓力較大；蘇國興（2003）研究發現在整體工作壓

力上，級任教師感受的壓力大於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周立勳（1986）、謝

琇玲（1990）亦發現在班級教學上導師工作壓力大；程一民（1996）研究

發現國小教師覺知的工作壓力會因級任、科任、兼任行政職務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蔡純姿（1997）研究發現不同職務教師覺知教育改革的壓力有差

異。

六、任教年資與教師壓力

周立勳（1986）、程一民（1996）、陳聖芳（1998）、郭峰偉（2000）

及楊淑麗（2003）的研究皆認為教師工作壓力會因服務年資不同而有所差

異；黃義良(1999)的研究指出，服務總年資6-10年的兼任行政教師所知覺

到的工作壓力最大；程一民（1996）亦發現服務6年至10年教師工作壓力

大於服務10年以上者；蘇國興（2003）發現教學年資11-15年的國小教師感

受的工作壓力顯著大於5年以下與21年以上之教師。

綜合上述可知：有關一般教師工作壓力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多以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任教年資、教育背景等變項加以探討，各研究結果

也不盡相同，故值得再進一步探討。此外，教師工作壓力研究方面，以國

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最多，以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鮮少，所以國中教師的職

業壓力狀況應再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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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健康生活型態之相關探討

壹、生活型態的意義

生活型態（life style）的觀念，最早是源自於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

的領域，但對於生活型態的解釋，則常因研究旨趣及方法論的不同，而有

不一致之現象，且許多文獻之學者將生活型態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

之名詞代替。

1977年韋氏大辭典對生活型態(life style)的解釋為一個人典型的生活

方式(typical way of life)，反應出一個人的態度及其所表現出自我經常一致

的樣子(self-consistent manner)，這些均由兒童期逐漸發展出來。在健康範

疇裡，生活型態被定義為一個人可以控制的所有行為，包括影響個人健康

的危險行動，以及每天常規出現卻會對健康狀態造成傷害的任意行為

（Walker,Sechrist & Pender, 1987）；公共衛生領域中，將狹義之生活型態

定義為在病因論之導向下，易辨別及測量之危險因子（Coreil &

Levin,1985），而較廣泛的說法是指「與健康有關之行為」或健康的生活

型態。其「與健康有關之行為」的概念來自於Kasl and Cobb（1966）對健

康行為所下的定義，其將之分為三大類：

一、預防性健康行為，如健康檢查、預防注射、運動、飲食（營養）、戒

菸及繫安全帶。

二、疾病行為，如尋求醫療照護。

三、疾病角色行為，如遵從醫囑服藥、特殊飲食或運動。

Harris及Guten(1980)則將生活型態分為五大類：

一、健康習慣：如充足睡眠、對飲食提高警覺，預防過重、避免勞累。

二、安全行為：繫安全帶或其它防備裝置、常檢查各類狀況等。

三、預防性健康照護：如健康檢查、口腔檢查。

四、避免環境中的危害：如污染及犯罪。

五、避免有害物質：如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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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學者方面，高毓秀、黃奕清（1997）指出健康生活型態是一簡

單行為或習慣之組合，如：健康飲食習慣、規律運動、充足睡眠、良好休

閒活動及去除不良嗜好等。尹祚芊（2000）指出，生活型態就是生活作息、

習慣、嗜好、是否規律運動、充足睡眠及均衡的飲食等基本的日常生活狀

況，也與人的健康有著密切的相關性。

貳、生活型態與健康的關係之相關研究

加拿大衛生福利部長Marc Lalonde 於1974 年提出影響人類健康的因

素有四：

1、醫療保健體系（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2、生物因素（human biology）

3、環境（environment）

4、生活型態（life style）

其中生活型態對健康的影響最大。同時，研究也發現美國人民的死因

有50%以上是因不健康的行為及生活型態所造成，並提出應積極推動戒

菸、運動、壓力調適、減低酒精攝取、防止藥物濫用及注意飲食營養等多

項健康生活型態來維護健康（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1979）（引自陳政友，1999）。有關健康行為，要適當研究應包

括生活方式中是否有飲酒、飲食過量、運動等行為（姜逸群、黃雅文，

1991）。第一次探討行為因素與身體健康狀態的研究始於1965年Belloc ＆

Breslow等人在美國加州Alameda County的CohortStudy，此研究發現充足的

睡眠、不吸菸、吃早餐、不過度飲酒、體重控制、適度運動、規律的三餐、

不吃零食等良好的健康習慣者和健康狀態具有正向相關（Berkman &

Breslow,1983）。

近年來無論醫學、護理、或其他健康照顧的領域皆強調健康行為的重

要。蔡塵（1997）認為現代人應有規律工作、運動、飲食、睡眠，有助於

避免生活壓力，消除高張性的疲勞。此部分就文獻中所探討健康行為的影

響因素將其歸納為分為積極性的健康維護行為及消極性的健康防護行

為，其相關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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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維護行為(health protection behaviors)

（一）運動行為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分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在2003年提出了身體規律活動的科學証明：規律的運動可以增加

身體的健康，更可改善身體及心理健康（引自劉紘志，2004）。規律運動

對個體生理及心理均有實質益處，可以促進個人健康（Powell &

Paffenbarger ,1985）。美國衛生及服務部門（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DHHS, 1996）歸納相關研究指出，規律運動在心理方

面，則能降低憂鬱、增進幸福感及提升生活品質。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 ACSM，2000）亦指出，透過運動可減少造成

疾病的危險因子，達健康改善之效果，並且可舒緩焦慮、沮喪與壓力，達

安適狀態。規律性運動對健康有正向且一致的益處；而運動不足與威脅現

代人健康主要的疾病，如：心臟病、慢性疲勞有關（方進隆，1994）。高

松薰在1995年也提及運動不足會阻礙各種壓力的發散（引自林百也、黃長

發、顏榮宏，2002）；而適量的運動亦可以改善慢性疲勞症候群（林憶珊，

2004）。

以上研究指出，運動在促進心理、生理健康、紓解壓力及消除疲勞上

有明顯之效果，而國內研究者許哲彰（1998）及朱嘉華（1998）的研究發

現有規律運動習慣的國小教師分別佔31.5%及21.6%，許泰彰（2000）研究

發現有規律運動行為的教師占27.5%，顯示有規律運動之教師占全體不到

一半，因此，在教師運動行為的提升方面值得重視。

（二）生活飲食習慣

Pender(1987)將健康生活分析萃取六大因素，其中營養(nutrition)亦佔其

中一因素，包括日常飲食型態、食物的選擇等，如規律吃早餐，攝取低鹽、

不飽和脂肪酸、高纖維食物等。經常攝取高脂肪或高膽固醇食物、不規律

吃早餐、經常飲酒等不利健康的行為不但影響健康，縮短壽命，而且與致

病率和死亡率有密切關係。研究發現，有些人處於壓力之下，會表現出暴

飲暴食或厭食的行為（葉重新，1997；施嫈瑜等，2004）。萬芳醫院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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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針對68位民眾之飲食調查中發現：在憤怒及沮喪時傾向藉由吃來發洩的

人，當他們處於壓力下，比較有可能沉迷於高脂肪和高熱量的食物；而壓

力可能改變一些較容易受影響的人，迫使他們選擇對健康有害的食物。

（三）睡眠習慣

Pender(1987)表示健康行為中睡眠佔一相當重要的因素，充足的睡眠

(每天至少6~8小時)不但可以保持心理舒適，更可以使個器官系統安定，如

肌肉、心理方面放鬆。睡眠有調節情緒平衡與獲得情感記憶的功能，也可

使人暫時停止接觸外界的刺激，以達到鬆弛、休息、調整的目的和恢復身

心均衡的狀態（李玉如，1990），睡眠不佳會造成白天嗜睡與精神不濟（引

自朱嘉華、方進隆，1998）。國內針對492位中學生睡眠品質的研究發現

睡眠品質愈差白天功能也愈差（黃文俐，2003）。睡眠不足會產生注意力、

集中力降低、工作能力低落、疲勞感等症狀（唐一寧，1998），所以睡眠

是人類存在所不可避免的，是良好生活品質的一部份；充足的睡眠可以促

進健康與增進舒適感，並且能增加組織修復、提昇免疫力、促進心理功能

良好狀態 (Sheely,1996)；而個人壓力若調適不佳，會造成失眠的症狀（衣

葉蘭，1999），另外，蘇東平（2000）指出個人因為生活壓力而產生的緊

張、焦慮等現象，會使得個體的覺醒系統保持在緊張狀態（hyperarousal），

導致入眠困難或難以維持良好的睡眠。然而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睡眠

品質不佳者佔了42.6%（朱嘉華等，1998），其是否與職業壓力有關，值

得探討。

（四）休閒活動

高俊雄（1995）認為休閒利益的第一層面即為紓解生活壓力、豐富生

活經驗、調適精神情緒。林百也、黃長發、顏榮宏（2002）也指出，正當

的休閒可調劑身心，消除工作疲勞。許多研究的結果(郭騰淵，1991；陳淑

遙，2004；劉焜輝，1984；韓繼成，2002)都指出：教師對教書的工作適應

力逐漸走下坡，當個人感受到工作壓力時，會產生生理及心理的不適，例

如頭痛、噁心或情緒受到壓抑，而透過休閒活動的參與可減緩工作壓力的

擴張，舒緩疲憊及緊張的身心 (引自梁玉芳，2004)。朱淑儀（2003）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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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國中教師的休閒參與之調查，發現國中教師參與休閒活動之頻率稍

微偏低的，李國華(1994)以台南師範學院暑期進修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

象，調查參與休閒運動之狀況發現，參與休閒運動最感困擾的是工作、家

務太忙；而張少熙(2004)以台灣地區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很少或無法參

與休閒運動的因素是時間不足，顯示教師工作負荷是影響其參與休閒活動

重要因素。

二、健康危害行為(Health risk behaviors)

（一）吸菸

吸菸是屬於自發性的不良生活型態（賴志冠、蔡世滋，1994）。過去

許多文獻指出抽菸是目前增加身體活動功能障礙最主要的因素，陳晶瑩

（2001）指出，尼古丁成癮應視為是一種慢性病，可視為是一種藥物濫用，

且不用後會有戒斷現象：煩躁不安（dysphoric）或心情憂鬱、失眠、易怒、

挫折感、注意力不集中、心跳變慢、食慾增加致使體重增加；研究亦指出，

生活壓力多、壓力處理技巧欠佳者較容易持續吸菸之習慣（賴志冠等，

1994；梁瑪莉等，2004）。

（二）飲酒

鄭泰安（1997）指出飲酒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造成感覺及運動能力

衰退，判斷力降低，易引起意外事故及暴力事件，酗酒者因精神改變會有

自殺傾向，而飲酒者在人際關係滿意度、生活滿意度上低於不曾飲酒的非

飲酒者；飲酒者飲食、睡眠較不規則，身心較容易感到疲累（姜逸群、黃

雅文，2000）。過量飲酒會影響個人身心健康（引自王麗娟，2004）。酒

精除了基本的藥理作用外，飲酒也常常是人們用來紓解心情抑鬱以及調適

壓力的因應策略，因此，工作壓力是影響個人飲酒行為之主要因素（楊明

仁、何晵功、樊聯仁、楊美賞，1996；葉重新，1997；施嫈瑜等，2004；

梁瑪莉等，2004）。

由本節對健康生活型態探討可得知，良好的健康生活型態對壓力的紓

解有直接的幫助，例如：適度的運動、良好休閒習慣等；而長期持續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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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健康生活型態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例如暴飲暴食、失眠、吸菸及飲

酒等。長期的壓力及不良健康生活型態會造個體成身心耗竭、疲憊。黃國

銘（2003）研究指出，國中教師承受「中等程度」的壓力（引自劉俐蓉、

姜逸群，2004），而教師在休閒及運動的參與率偏低，有失眠症狀者比率

接近一半，顯示教師職業壓力、健康生活型態及自覺疲勞感之關係值得進

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國中教師為對象，探討其自覺疲勞感與職業壓

力、健康生活型態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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