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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本研究樣本係

抽取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共505名為樣本，以「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問卷」為研

究工具，所得量化資料採取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

差相關、同步多元迴歸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主要結論包括： 

一、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屬中上程度，平均分數高低依序為樂觀層面、正

向情緒層面和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 

二、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不同的國民中學教師在幸

福感及其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三、內控人格特質與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而外控人格特質呈顯著負相關。 

四、社會支持程度愈高的國民中學教師，其幸福感愈佳，社會支持類型與幸福感

呈顯著正相關。 

五、根據統計結果，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對幸福感最具有

預測力。 

    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分別就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單位及新北市國民中學教

師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幸福感、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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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ell-being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ell-being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New Taipei City. 505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did questionnaires.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s： 

1、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resent well-being was above the 

average percentage；the layers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grades listed below in 

sequence were the optimistic value, positive emotional layer and satisfaction in life 

and work layer. 

2、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how in the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gender, marriage,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seniority and the scale of school on 

well-being. 

3、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shows between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and each 

layers of well-being. 

4、The more social supports, the higher well-being the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have；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pattern and the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ell-being. 

5、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stics, the most predicitive factors were social 

support level and gender to the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well-being.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and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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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concerned,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teachers of New Taipei City.  

 

 

Key words： well-being, beliefs in locus of control,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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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每位教師所感知的「幸福感」來源不盡相同，有的和自身背景和性格相關，有的來

自家人愛的鼓勵；有的來自親密愛人的支持包容；有的來自昔日同窗不忘初衷的加油打

氣；有的來自學校同事不吝經驗交流與分享；有的來自長官的嘉勉與肯定；有的來自學

生最直接的回饋與笑顏……當老師其實不輕鬆，但卻有各種幸福的可能！ 

本章旨在針對研究問題，說明研究者從事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重要名

詞釋義、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

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

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旨在闡述本研究之動機，透過研究動機及目的之描述，來說明研究意圖。 

壹、研究動機 

教師是推動「教育搖籃」的手，在教改過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是教改

成敗的關鍵要素（林清江，1999）。邇近，臺灣的教育正進行一連串的改革，從「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教師退休八五制」、「國中小教師課稅」、「十二年國教」等教育政策方

興未艾，無一不衝擊著身處教育最前線的基層教師。研究者任教於新北市，本研究的目

的在於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嚴峻的變革潮流中是否保有「幸福感」？本單元將

針對研究者的研究動機探討敘述如下： 

一、教師有憂鬱症傾向的數據居高不下，教師幸福感的現況值得探討 

《遠見雜誌》在2012年4月公布臺灣第一份幸福感調查報告，該報告問卷中有一題

目：「你認為哪種角色的人最幸福呢？」前七名排名依序分別為：慈善家21.3%、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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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8.5%、自己17.9%、房東10.6%、學生7.7%及公教人員7.2%。再深入探索，當中大概

只有「公教人員」（公務人員及教師）屬較「正常且務實」的工作。所以，常常能聽到

有人說：「當老師很『輕鬆』！」這論點多半是著眼於教師工作有穩定的薪水待遇、可

準時上下班、有寒暑假休息的鐵飯碗。如此看來的確是很夢幻的職業！但怎會有調查指

出老師罹患憂鬱症比例高，更何況有些還是知情不報的隱情呢？ 

研究者身處國中教育現場，看到的教師其實過得並不快活！以導師來說，早自習一

到學校馬上進入備戰狀態，舉凡：安排晨讀計畫、督促學生打掃工作、陪伴學生升旗典

禮、檢查學生回家作業、批閱家庭聯絡簿……缺一不可！更甚者，得處理突發的學生衝

突、意外傷病或家長來訪。再者，還有教授科目的進度壓力、作業批改及課堂管理等林

林總總的事務，不勝枚舉！往往處理一個學生問題，就會耗掉一整天的空堂時間，更遑

論還有三十幾個學生需要照料。這樣的工作真的「輕鬆」嗎？以兼任行政來說，有應接

不暇的公文簽辦、例行業務的執行和創新，還要滿足校長期望及社區觀感。更必須顧及

校內各處室的和諧，以免為了推動一項業務，而搞得辦公室烏煙瘴氣，政不通人不和的！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中，2020年造成人類失能（disability）前十名的疾病，第一

名是憂鬱症。另外，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造成人類社會整體疾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前十名的疾病，第二名也是憂鬱症。2011年教師節前夕，台北市教師會、

台北市教師職業工會委託台灣教育研究中心，引用董氏基金會「臺灣人憂鬱量表」進行

「2011台北市教師憂鬱傾向」調查，以電話訪談方式調查教師們的憂鬱指數，結果顯示：

憂鬱傾向已達到應該找專業機構或醫療單位協助、甚至診療程度的教師達36％，壓力負

荷已到臨界點的教師更達43％。這其中以22-30歲（90人25.6％）及超過50歲（35人10

％）群組的情形較嚴重，與其他年齡組間達顯著差異（自由時報電子報，2011）。此研

究顯示：肩負教育重任的教師，卻是罹患憂鬱症的高危險群。這些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的

教師若沒有適時的被察覺與及時接受輔導，將會是教育的一大隱憂（陳鈺萍，2004）。 

教育相關單位若繼續漠視現今不良教育環境對教師構成的壓力，遲早對教育與國家

未來發展形成更重大危機。憂鬱症是這個世紀的隱形殺手已潛伏在校園之中多年，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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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最前線的老師飽受其苦，那著實非學生之福呀！故教師具有憂鬱症傾向的數據居

高不下，亟需了解教師幸福感的現況為研究動機之一。 

二、教育政策與教學環境丕變，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幸福感值得研究 

金車教育基金會（2011）在以中小學教師為主要調查對象之「百年無私真愛問卷調

查」中，發現教師教學不快樂的來源有：受到少子化的衝擊，有80%的中小學教師感到

嚴重不安，擔心超額調校或裁減；44%的老師認為學生學習意願偏低；80%老師有感學

生素質日漸低落；80%老師認為校園霸凌問題是最需改善的問題；94%老師認為孩子需

加強品格教育；70%老師認為尊師重道觀念面臨考驗；90%認為家長配合度差、學生不

尊重老師。在現今教育環境中，教師的教育自主權、快樂與使命感逐年降低，生活中充

斥的不快樂因子何其多，這不禁讓人思考：「教職」這份工作對從事教育的老師們而言，

到底是幸福的泉源還是痛苦憂鬱的淵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調查中，卻也發現有七

成九的老師仍希望以教職做為終身志業。這是教師自身的矛盾衝突，抑或是有其他力量

支持著教師繼續任重道遠下去？ 

現代教師為因應教育政策的不穩定及社會的變遷，諸如：活化課程、少子化現象、

校園霸凌問題、家庭結構改變、新移民子女的教育問題、複雜多樣的學生特質、學生問

題行為的管教尺度、家長過度關注與干涉班級與學校事務、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新興教育

議題及相關教育單位的評鑑與考核等，使得教師的教學工作變得更加多元且複雜。站在

第一線的基層教師必須同時負責教學、輔導學生、與家長溝通及配合行政工作，其所面

臨工作挑戰與壓力自不在話下，教師必然要花費更多的心力來準備相關知識與技能。雖

說適度的壓力是成長與進步的動力（林耿立，2008），但在賴威岑（2005）的研究中，

發現中小學教師成就感最高，而憂鬱感也是所有職業中最高。 

對於一位具幸福感的教師來說，教育不是犧牲，而是奉獻；教育不是複製，而是創

造；教育不是謀生的工具，而是生活的本身（譚甲文，2007）。學校機構有責任提供教

師一個健康的工作環境，只有維持教師的身心健康與能力層次，才能使教師在教學工作

上更具說服力與能力，進而使學校經營得更有聲有色（Jesus & Conboy, 2001 ; Migno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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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rbach, 2004 ; Patricia, 2001; Regina, Diana, & Frances, 2002）。美國歷史學家Adams

曾說過：「老師的影響力是無遠弗屆的，沒人曉得影響力的邊界在哪？」（引自李弘善，

2002）。教師是學校的關鍵靈魂人物，亦是教育專業工作者，有什麼樣的教師；就有什

麼樣的學生，唯有心理健康幸福的教師才能教導出心理健康幸福的學生（王慶田，2009；

何婉婷，2010；陳慧姿，2007；黃惠玲，2008；楊朝均，2010；葛道明，1984；蕭惠文，

2009）。故了解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的幸福感以對症下藥，為研究動機之二。 

三、「正向心理學」時代來臨，國民中學教師是否能以正向情緒提升幸福感值得調查 

Resnick於1997年的文獻中認為傳統的心理學承襲文化中的反快樂哲學，多了解悲

傷、恐懼、氣憤、痛苦等負面情緒，卻對愛、信任、歡樂等正向情緒所知有限（引自常

雅珍、毛國楠，2006）。美國賓州大學心理系教授Marin E. P. Seligmen被譽為「正向心

理學之父」，Seligman在其所著《真實的快樂》（洪蘭譯，2003）中指出，心理學界研

究者不應把正常視為理所當然，而將社會資源和注意力放在變態與病態上，他呼籲心理

學界應重視快樂與健康的正向情緒。至此，國內外心理學界掀起一股「正向心理學」的

研究浪潮，也就是摒棄過往對於「不幸福」的研究；轉而探討「有哪些狀態賦予人類能

力，讓人蓬勃茁壯？光把人類拉回到零分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怎樣從零分進步到五分？」

（引自Wallis, 2005），以積極培育有利於個人、社群和社會發展的正向心理因素為使

命，用追求幸福的動力，讓人類與社會更有意義與價值（李雪莉，2004）。逐漸有學者

意識到：與其由消極面思考如何降低個體的負向情緒，不如由積極角度思考如何增進個

體的幸福與快樂感受（林淑惠、黃韞臻，2008）。預防勝於治療，如果我們能過得很快

樂、心理很健康，就不必去治療憂鬱症和其他心理疾病。 

研究者任教於新北市國中，對於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非常好奇。參考國內臺灣

博碩士論文系統，精準輸入論文名稱「教師幸福感」檢索出29筆資料。縮小範圍「國民

中學教師幸福感」只有3篇，當中有一篇王冠堯（2008）「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與教學

效能之關係研究─以台北縣為例」與本研究相近。但本研究欲就個人背景變項（性別、

婚姻狀況、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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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持為研究自變項，來探討與幸福感依變項之現況與影響，而非探討兩個變項之因

果關係。況且，近幾年教育生態丕變，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的各種

研習如火如荼開展，國民中學教師在這一波教育改革之下，能否以正向情緒安然處之？

希望透過本研究來調查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來界定教師快樂與否，並提供相關單

位提升教師幸福感之依據，為研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 

二、了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程度及類型之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知覺幸福感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程度變項對 

    幸福感的預測力。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名詞釋義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擬探討下列問題，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問題 

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現況為何？ 

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程度及類型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

幸福感上是否有差異存在？ 

三、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程度變項對幸福

感的預測力為何？ 



 

6 

 

貳、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涉及幾個重要名詞，必須加以界定，茲釋義如下： 

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 

本研究所指的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係指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含15所完全中學及

5所國民中小學之國中部）現任之合格教師，含導師、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

不包括實習教師及代理、代課、兼課教師。 

二、幸福感 

本研究綜合文獻探討中各學者的看法，將幸福感的定義為「個體對整體生活滿意度

和工作成就之評估，及其反思自身正向情緒強度和樂觀態度之結果的綜合感受」。 

本研究之操作性定義為受試者在「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得分，總得分越高

表示幸福感越高；反之，總得分越低表示幸福感越低。 

三、內外控人格特質 

    內外控人格特質起源於Rotter（1954）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theory），有

人將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歸於自己的力量，這些人被稱為內控者（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r ternals）；另一些人認為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是屬於外部的環境，例如命運和運氣，這

些人被稱為外控者（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r externals）。 

    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為受試者在「內外控信念問卷」的得分，分數越高表示為外控

人格，分數越低則屬於內控人格。 

四、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係指個體藉由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的互動，獲得的各種形式的支持。社

會支持的類型可分為情緒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 

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為，係指由研究者所編的「國民中學教師社會支持問卷」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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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分數，總得分愈高，表示其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愈多；反之，得分愈少，表示其所獲

得的社會支持愈少。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根據上節之研究問題，擬訂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實施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採用問卷調查法。依據文獻探討所得理論基礎，作為擬訂

問卷內容架構的依據，並經預試者所給予的回饋及修正，研究者將引用古婷菊（2006）

所編製的「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問卷」進行量化研究，將資料整理後分析、檢核後，運

用電腦統計軟體以相關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解釋，主要在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

之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並據以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 

貳、研究步驟 

為達成研究目的，茲將研究步驟簡述如下： 

一、閱讀文獻並確定研究題目 

閱讀與蒐集和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資料，分析整理以確定研究範圍與方向，經與指

導教授討論後，確定研究題目。 

二、蒐集資料與文獻探討 

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並加以探討整理，以作為本研究之架構及變項，並進行研究

工具之編製。 

三、撰寫研究計畫 

確定研究題目與研究問題後，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資料，撰寫研究計畫，共

分三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四、編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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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獻探討分析歸納所得之資料，引用古婷菊（2006）之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問卷，

以立意抽樣做預試以建構信度及效度，形成正式問卷。 

五、進行問卷施測 

依研究計畫選定新北市地區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以分層隨機抽樣之方式進行

問卷調查。 

六、資料統計分析 

將回收問卷加以彙理、編碼、登錄、輸入電腦，並以SPSS 20.0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與整理，並進行研究討論。 

七、撰寫研究論文 

根據分析所得結果加以探討，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撰寫論文研究報告。 

茲歸納前述內容，將本研究之研究步驟歸納如圖1-1。 

閱讀文獻並確定研究題目 

 

蒐集資料與文獻探討 

 

撰寫研究計畫 

 

進行問卷預測 

 

進行問卷正式施測 

 

資料統計分析 

 

撰寫研究論文 

             圖 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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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茲將研究範

圍與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含15所完全中學及5所國民中小學之國中部）的教

師兼任行政人員（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探討幸福感之理論及影響幸福感之相關因素為研究內容，施以標準化問卷

來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根據研究結果配合研究目的作成結論，提供些許建

議。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為對象，未納入新北市以外地區

及私立國民中學教師或代理代課教師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論

有其限制，不能推論其以外之對象。 

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係採用古婷菊（2006）所編製之「國民中學教師幸福

感問卷」係量化研究，雖採標準化量表，但無法控制教師作答時的心態

與情境，也未能輔以質性分析（訪談調查、觀察、個案研究、實驗方

法……）。對於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論有其限制

和不夠深入之處。 

三、研究變項：本研究就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

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為研究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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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來探討與幸福感依變項之現況與影響，而非探討兩個變項之因果關

係。但影響教師幸福感的因素紛呈，本研究未能針對其他可能之相關因

素逐一探究，有待後續研究者之補充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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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為研究議題，配合文

獻探討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理論，了解教師幸福感之意義與測量。在進行實證研究之前，

先行探討相關文獻，以做為理論之依據。本章在文獻探討的部分，分為四節，第一節：

幸福感之意涵；第二節：幸福感之理論；第三節：幸福感之測量工具；第四節：教師幸

福感之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幸福感之意涵 

本節首先闡釋幸福感的意義與內涵，做為進一步的研究基礎。 

壹、幸福感之意義 

中國哲學中的三大主流儒、道、釋三家，雖然均未在其學說中對「幸福」做出明確

的定義，但其共同一貫的精神為追求「悅樂」，也就是幸福（張家婕，2012）。在西方

文化中的「幸福」（eudaimonia）一詞源自於希臘字，意思是指因受到善神守護而得到

的快樂，亞里斯多德認為人生的目標在追求至善，而幸福便是最高境界的善（張家婕，

2012；王敘馨，2010；陳蓎諼，2010；謝佩妤，2009）。在西方許多英語字典中，關於

幸福感（well-being）與快樂（happiness）的解釋也幾乎是沒有差異的。 

經過幾個世紀的更迭，哲學、神學、倫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及心理學領

域均大量對幸福感進行研究與定義（古婷菊，2006）。自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西方心理

學界興起正向心理學，許多學者開始以「快樂」（happiness）與「幸福感」（well-being）

做為研究的重點。但基本上，正向心理學家多將快樂與幸福感視為同義詞，在他們的研

究中，並不特別去區分這兩個概念（Diener, 2000;Veenhoven, 1994）。陸洛（1998）認

為，在中國社會中，快樂二字最常被用以解釋幸福感，兩者的概念相當接近，幸福感、

生活滿意、正負向情感有其重疊但又各自為主體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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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hieu Riecard在其《快樂學》一書指出：「快樂不單只是一種愉悅的感覺、一種

暫時的情緒或心情，而是我們存在的最佳狀態」（賴聲川、丁乃竺譯，2007）。而Richard 

Layard 在《快樂經濟學》裡所探討的也是「長期平均的快樂，而不是從這一刻到下刻

波動的情緒變化。」（陳佳伶譯，2006）。雖然用字遣詞不同，但所追求研究的都是屬

於長期性的快樂。此篇研究也將著重於能影響教師長期性的快樂，也就是「幸福感」。

以下就「西方希臘三哲觀點」、「東方儒道釋觀點」及「近代社會科學觀點」加以闡述

幸福感。 

一、西方希臘三哲的幸福感 

幸福（eudaimonia）ㄧ詞源於希臘，意即受善神守護而獲得的快樂（俞懿嫻，1997）。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強調善是一切德行的基礎。幸福人生的獲得，乃依

賴個人對靈魂的真知和對美善事物的渴望，蘇格拉底認為人生最大的意義與目標就是追

求幸福，而獲得幸福的唯一正確方法便是追求德行。柏拉圖（Plato, 427-347 B.C.）的見

解深受老師蘇格拉底影響，認為至善即是幸福。柏拉圖認為，愛是追求美德的動力。在

以愛為動力，恆久不渝追求追求美德的同時，人們必須藉著理性對欲求加以節制。亞里

斯多德（Aristotle, 381-322 B.C.）認為人所要過的乃是幸福的生活，一個人不但身體的

維生機能要健康，感覺機能也要敏銳，理性的機能更要充分的發展、具備深刻的思考能

力，如此才能得到幸福。 

綜言之，西方哲學家認為幸福即是善，能實踐德行獲得快樂並發展理性的人，，才

能達到幸福的境界。 

二、東方儒道釋的幸福感 

吳經熊（1992）認為儒家、道家、釋家是中國哲學的三大主流，而他們雖未明確出

現「幸福」的定義，但一貫的精神不外「悅樂」兩字。在中國人的觀念裡，「幸福」和

「悅樂」是同義詞。以下茲就中華文化中，儒家、道家及釋家思想中有關於幸福的論述，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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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儒家思想的幸福觀 

  儒家以孔孟思想為主，曾昭旭（1989）指出：孔子認為要達到幸福的境界，必須經

由德行的修養。論語里仁篇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省也。」及述而篇之「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見到中國哲人對品德操守的堅

持。論語述而篇之「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更可看出，快樂並非建立於物質生活之上，視取之無道的富貴如浮雲，即使

粗茶淡飯也能感受堅守道義之樂。 孟子盡心篇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說明了儒家所謂的幸福在於推己及人，且認為道

德修養是幸福的重要方法及條件（吳靜誼，2008）。 

（二）道家思想的幸福觀 

  王邦雄（2011）認為，老子學說是一部協助人們達到幸福境界的知識寶典。老子期

望人類的行為能以無為的精神來達到幸福的境界，老子用無知無欲的方法 

來解決人生問題，引導每一個人活出生命的美好。老子認為一切的名利都不如身心的自

在；人生的可貴之處並非朝外在的開發、追逐，而是內在的知足與自足，如此便能常感

安定與舒適（楊慶豐，1991）。 道家追求的是一種無為而治以順應自然的心境，最終達

到逍遙自樂的內在寧靜。 

（三）釋家思想的幸福觀 

  黃智慧（1991）指出，釋迦牟尼認為真正的幸福是遠離欲望、捨棄一切私念，以追

求心靈的和諧安寧。在般若心經中提到「遠離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涅槃是佛教的最

高境界，是人生的歸宿，亦即是圓滿、解脫，也是人世間最快樂的事。今日的福報乃因

過去種下善因，而今日的修持則是替未來耕耘福田，因此我們要行善積德與造福、廣結

善緣，並在自己了悟正道有能力協助他人之時也能救度苦惱的芸芸眾生。唯有行善造福，

才能如汲井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釋證嚴，1992）。 

  總結來說，儒家的幸福：在於德行修養與理想實踐之中；道家的幸福則是一種淡泊

名利的身心寧靜自適。釋家的幸福乃是一種無欲無求的內在和諧，又企求能入世普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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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創造幸福。 

三、社會科學觀點的幸福感 

    Wilson（1967）認為，幸福感就是所謂的快樂。社會科學家所謂的幸福感是一種個

人正向、主觀的感受，而非外在的客觀評斷標準（施建彬，1995）。幸福感的研究起源

於1950年代，傳統研究有兩個主要的分流：一為主觀幸福感，另一為心理幸福感。主觀

幸福感代表個人對其情感及生活品質的整體評價；而心理幸福感則強調個人在面臨生活

挑戰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追求有意義生活及自我實現的潛能（Keyes, Shmothin, & Ryff, 

2002）。 

    因人、因時、因地、因事而制宜，形成現今國內外學者專家對於幸福感所強調與重

視的觀點略有不同的現象，因而總結歸納出許多面向的解釋定義（古婷菊，2006；巫雅

菁，2001；林子雯，1996；施建彬，1995；陳鈺萍，2004；張家婕，2012）。與幸福感

（well-being）一詞相關的概念與詞彙也是包羅萬象，如：滿足感（satisfaction）、快樂

（happiness）、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情感平衡（affect balance）、幸福主義

（eudaimonia）、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幸福感覺（sence of well-being）、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心理健

康（mental health）、認知評斷（cognitive evaluation）、知覺生活品質（perceived life quality）

（王敘馨，2010；陳蓎諼，2010；楊宜音、張志學、彭泗清，1997）。然而，學者們所

使用的詞彙及對幸福感所下的操作型定義雖都不同，但其定義均隱含著相似的幸福感的

概念及內涵。張家婕（2012）將社會科學家對幸福感的定義，歸納整理如表2-1： 

表 2-1 國內外學者幸福感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幸福感定義 

施建彬 1995 
個人判斷整體生活滿意的程度，並由認知、情感這兩個相關向

度著手進行評估所得之綜合結果。 

林子雯 1996 
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結果。包含生活滿意、情緒

及心理健康三方面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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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陸洛 1996 
個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正向心理狀態，包含整體的生活滿意、正

向情緒的體驗及無心理的痛苦；是一種整體不可分割的概念。 

何瑛 1999 

個體知覺到自己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及理想得到實現所產生的

一種情緒狀況，且是由需要（包括動機、慾望、興趣）、認知、

情感等心理因素與外部誘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種複雜、多層次

的心理狀態。 

顏映馨 1999 個人從情緒和認知的角度對生活整體情況進行的評量結果。 

黃信二 2000 
能夠在自身之外別無目的，有著其本身的快樂，是靈魂一種合

乎德行的現實活動以及幸福的獲得必須借助本性、習慣與理性。 

邱富琇 2004 
個人主觀的幸福感受，乃為個人從情緒和認知角度對自己本身

及整體生活情況做一評估的結果。 

刑占軍 2005 
個人對現實生活的主觀反應，與個人生活的客觀條件有相當密

切的關係，並且體現了個人的需求和價值。 

吳月霞 2005 受試者對自己平日生活及正向情感的滿意情形。 

林芝怡 2005 
由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情緒強度所整體評估而

成。 

陳玲婉 2005 
個人情緒及認知層面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評估結果，兼顧到情

緒及認知的層面。 

劉淑利 2006 

個體在生活上各方面所帶來的整體感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有

一評價，即個人在身心靈各方面所感受到的恬適與滿足程度，

通常是個體對自己生活上主觀的認定。 

顏秀芳 2007 對自己整體或生活上的身心需求之滿足。 

謝玫芸 2008 
個體於生活經驗中的認知、情緒與身心健康狀態的感受情形，

使個體可以主觀意識本身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 

黃惠玲 2008 
個體對正向情意的體驗，包括對整體生活生活和各領域生活的

滿意程度。 

蔡明霞 2008 
個人對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及身心健康四個向度整

體需求滿足程度之主觀經驗。 

吳靜誼 2008 

個人主觀的心理感受，它包括了個人對生活滿意度、愛與被愛、

實現自我、成就感、友好的關係、社會活動層面的整體評鑑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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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張書豪 2008 
個體與外界長時間互動過後所總合出會使個體想一再體會的正

向情緒。 

郭珮怡 2008 
一種個人主觀的經驗，採取認知及情緒層面觀點，兼顧個人認

知所呈現的長期穩定特質與情緒在生活事件上的短期波動。 

蕭惠文 2009 
個人生活中的整體主觀感受，乃是從個體情緒、認知與身心健

康等方面對生活整體情形所進行評估的結果。 

謝佩妤 2009 
個人主觀的感受，個體擁有正向情緒、對生活滿意、對未來樂

觀以及對特定領域的滿意，就會感到幸福。 

鐘偉晉 2009 

個人對於生活滿意的認知、工作成就的覺知、正向情緒經驗與

身心健康狀況的整體主觀評價程度，做為個人主觀滿足程度的

反映。 

曾艾岑 2009 
個人的人格特質和價值觀體系對客觀世界的生活事件，所知覺

的主觀的滿足感或快樂感，包括生活滿意度及正負向情緒因素。 

何婉婷 2010 
個人主觀的對生活情境的整體評估，包括了主觀認知、情緒反

應與社會支持互動等滿意程度。 

黃雅琪 2010 
個體主觀地對生活體驗的感受情形，包含心理健康之狀態，及

對生活的滿意程度與對正、負向情緒的評估。 

羅培文 2010 

個體對整體生活之需求滿足和主觀感受、進行評估後而得的評

價，整體生活包涵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及身心健

康等。 

楊朝鈞 2010 
一種主觀心理感受，是個人對其生活品質的整體評估，包括認

知層面的生活滿意度和情意層面的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 

鍾秀琴 2010 
個人對生活中認知、情緒與心理健康三方面的正負強度的整體

感受。 

莊雯琪 2010 
個人正向情緒多於負向情緒，進而將此感覺延伸使個人獲得心

理滿足的程度。 

賴華祥 2011 
一種情緒上正向反應的表現，對於生活上之情況滿足情景，使

得身體與心靈都能達到極佳的狀態。 

昌育全 2011 
個人對生活中認知、情緒與心理健康三方面正負強度的整體感

受，除了是主觀的個人感受，亦可能受到外在環境影響。 

Wilson 1967 
幸福感就是快樂，幸福是個人的主觀經驗，也就是對幸福感的

評定，應兼顧個人情感與認知兩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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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資料來源：張家婕（2012：頁12）。幼兒園教師幸福感與教學效能之關係—以新竹市為

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Andrews& 

Withey 
1976 

個體正向情緒的增多及負向情緒的減少，以及對整體生活的滿

意程度。 

Campbell 

et al. 
1976 

是物質條件的擁有，人際關係的歸屬以及成就自我的自我實

現，其面向包含了整體的情感與生活的感受。 

Diener 1984 
一種主觀的情緒狀態，包含正向情感、低度的負向情感，以及

一般的生活滿意。 

Argyle 1987 

對整體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反映出對生活滿意判斷的結果。

並藉由正向情緒的提高、負向情緒的降低與對生活的滿意，這

三個向度的評估結果共同形成最後的幸福感。 

Dirsken 1990 個人對於過去與現在事件影響的體會及感受。 

Veehoven 1994 
幸福反映在個人對其生活的喜歡程度，是一種正向的情感，以

正負向情感的高低情形來說明幸福感。 

Meyer& 

Diener 
1995 

認為幸福感、快樂和生活滿意度三者意義相當類似，均指個人

主觀對於幸福感的評價，其中快樂是指個人主觀且短暫對生活

滿意的感受。 

Lucas et al. 1996 
由正向情感、較少的負向情感與生活滿意三個分離的構念所組

成。 

Diener&Suh 1998 

認為主觀幸福感與經濟指標、社會指標是評鑑一個社會生活品

質的三種主要方法。而主觀幸福感是唯一的主觀指標，可見它

是了解個人與社會生活品質的重要測量指標。 

Diener et al. 1999 
個人對於生活品質整體的評估，而其中包括了三個層面:情緒反

應、生活滿意度，及對個人處境地位的評估。 

Buss 2000 
個人對於此刻或是指全部生活中，一種感到實現自我抱負、生

命有意義且愉快的一種持續性的感覺。 

Lu et al. 2001 個人以正向情緒控制負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意高低之評價。 

Brinkman 2002 人類對於自身生活品質整體性的評價程度。 

Crosnoe 2002 身體健康、心理適應與否、社會活動，以及財務穩定度。 

Singh 2002 個人主觀的感受，常因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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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國內外學者從早期到近期對於幸福感的定義有很高的相似性。本研究

綜合文獻探討中各學者的看法，將幸福感定義為「個體對整體生活滿意度和工作成就之

評估，及其反思自身正向情緒強度和樂觀態度之結果的綜合感受」。 

貳、幸福感之內涵 

根據上述之幸福感的定義，可將幸福感之內涵大致分成著重「情緒層面」、著重「認

知層面」、著重「情緒與認知層面」和著重「心理健康層面」等四類（顏映馨，1999）。

茲分述如下： 

一、著重「情緒層面」的幸福感 

著重此層面的學者，強調「幸福感是一種情緒的反應，表示人們的幸福感來自於生

活上較少的負向情緒感受、較多的正向情緒感受和對自己的生活滿意程度」。賴威岑

（2005）認為，幸福就是個人所知覺到的一種正向多於負向的情緒或認知感受而已。此

論點認為個人幸福感易受生活事件的影響，呈現短期的情緒波動現象，但卻無法說明長

期幸福感穩定的特質。陸洛（1998）認為，此觀點偏重於以個體的主觀情緒來界定幸福

感的有無或多寡，忽略了人類認知觀點對幸福感帶來的穩定影響。因此，若只從情緒層

面定義，將無法了解一個人的整體幸福感程度，也無法反映幸福感長期穩定的特質。 

二、著重「認知層面」的幸福感 

著重此層面的學者認為「幸福感的高低是對生活評估後所得的結果，而生活滿意度

代表個人對生活整體層面的評價，也代表個人幸福感的程度」。Diener（1984）提出個

人認知對幸福感的影響，認為幸福感是對生活整體進行評估後的結果，生活滿意度即代

表其對生活整體層面的評價，滿意度越高代表個體的幸福感越高。偏重此層面的缺點，

是忽略了短期情緒波動對幸福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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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顧「情緒與認知層面」的幸福感 

此觀點是兼顧情緒與認知兩個層面而對幸福感進行解釋，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從認

知與情緒方面，對生活作整體的評估」。Andrews 與 Withey 在 1976 年首先提出幸福感

是個人的主觀經驗，同時包含了正向情感、負向情感和對整體的生活滿意三個部分（施

建彬，1995）。此觀點兼顧認知與情緒層面，也避免只注重短期的情緒波動或長期的生

活感受，較能對幸福感的內涵及影響因素，進行全面性的探討。因而，此定義也成為近

年來研究者最廣為採用的定義。 

四、著重「身心健康」層面的幸福感 

    林子雯（1996）認為，「幸福感是一種近似於身心健康的狀態，並以心理健康的測

量來代表一個人的幸福感」。但此觀點忽略了短期情緒波動與長期穩定人格特質對幸福

感的影響，且只從身心健康的角度便評定幸福感的高低，則有待商榷。 

    在實證研究中，常有不同名詞表達相同的概念或相同名詞卻代表不同意涵的現象。

林子雯（1996）將幸福感的相關名詞、定義及內涵作一歸納，如表 2-2所示： 

表 2-2 幸福感的定義與相關名詞歸納表 

幸福感相關名詞 定義 內涵著重層面 

快樂 

（happiness） 

1.包括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效
果。 

2.正向情緒的研究。 

3.包括生活滿意、情緒和心理健康的評估。 

情緒、認知 

情緒 

情緒、認知 

心理健康 

幸福感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效果。 

2.正、負向情緒的研究。 

3.著重於心理健康概念的測量。 

情緒、認知 

情緒 

心理健康 

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及生活滿意的整體評估效果。 

2.包括生活滿意、情緒和心理健康三方面的評
估。 

情緒、認知 

情緒、認知 

心理健康 

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1.正、負向情緒和特殊領域滿意程度總加的結
果。 

2.心理健康的測量。 

情緒、認知 

 

認知 

生活滿意 

（life satisfaction） 

1.以認知角度對生活整體層面進行評估。 認知 

資料來源：林子雯（1996：頁37）。成人學生多重角色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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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雯（1996）整合了情緒和認知層面，並加入身心健康的探討，張家婕（2012）

根據國內學者看法，歸納出幸福感發展脈絡五個階段，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幸福感發展脈絡階段表 

階段別 發展重點 評量標準 著重內涵 

第一階段 

學者認為幸福是由外在的評量標準 

所決定，尤其是道德的評量標準，當 

個體達到此標準時，幸福才會產生。 

外在的道德 外在評量標準 

第二階段 

學者認為幸福感是生活中較多的正 

向情緒與較少的負向情緒之總和，開 

始以主觀的感受來分析幸福感。 

主觀感受 情緒 

第三階段 

學者認為幸福感是個體對過去一段 

時間的生活，進行整體評估後的感 

覺，著重認知活動的影響。 

認知活動 認知 

第四階段 

學者認為幸福感是由個體對生活的 

滿意程度及對主觀感受的正負向情 

緒整體的評估。 

主觀感受與認

知活動之整合 
情緒與認知 

第五階段 

學者認為幸福感是個體對生活中情 

緒、認知與身心健康三方面的正負強 

度之整體感受與評估。 

主觀感受、認知

活動與身心健

康之整合 

情緒、認知與

身心健康 

資料來源：張家婕（2012：頁 20）。幼兒園教師幸福感與教學效能之關係—以新竹市

為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綜上所述，第一個階段學者著重在「外在的道德評量標準」；第二個階段則聚焦在

「正向情緒」的強度；第三階段強調「認知活動」的影響性；第四階段則進入「整合模

式」的研究狀態，是 80 年代學術界最廣為引用的內涵定義（Diener & Emmons, 1985）。

第五階段是為第四階段整合模式的進階，除主觀正負向情緒感受、認知活動外，另加進

身心健康層面的整體評估。本研究綜合文獻探討中各學者的看法，認為幸福感形成的原

因複雜，故內涵須包含「情緒、認知與身心健康」三個層面。研究者茲就幸福感的定義

及內涵層面歸納出關係圖，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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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幸福感層面歸納圖 

 

 

 

 

 

 

 

 

 

 

幸 

福 

感 

 

        身心健康 

 

     生活滿意度 

                                                             

 

 

 

 

正負向情緒 

認知層面 

身心健康層面 情緒層面 



 

22 

 

第二節 幸福感之理論 

    關於幸福感，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個體的幸福感受，因而形成不同內涵的

幸福感理論。大致可分五個理論來探討，分別為需求滿足理論、特質理論、判斷理論、

動力平衡模式、符號互動理論等（古婷菊，2006；李美蘭，2005；林子雯，1996；侯辰

宜，2007；施建彬，1995；陳鈺萍，2004；陳慧姿，2007；張家婕，2012；黃惠玲，2008；

謝佩妤，2009；謝玫芸，2008；顏映馨，1999；蕭惠文，2009；Ryff, 1989），分述如下： 

壹、 需求滿足理論（need satisfaction theory） 

需求滿足理論認為個人的幸福感源自於需求的滿足，倘若個人的需求長期無法滿足，

便會引發不幸福的感受；反之，若個人經歷某些事件後其需求能獲得滿足，就會產生幸

福的感覺。與需求滿足取向相關的理論又可分為三個學派： 

一、目標理論（telic theory） 

此派研究者認為幸福是個體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及目標，個人之目標達成與否是影

響幸福感之關鍵因素（Omodei & Wearing, 1990）。本理論假設每個人都有內隱的需求，

幸福就是由需求的滿足或目標的實現而來的（吳靜吉、郭俊賢，1996），而 Maslow（1968）

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與目標理論相當類似，可分成七種層次的需求，即生理、安全感、

隸屬與愛、自尊、知、美與自我實現需求等的滿足。當各層需求或目標被滿足後，幸福

感就應運而生。 

二、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此理論重過程而非結果，不同於目標理論將幸福看成是一種目標、結果。活動理論

認為幸福是人類活動的副產品，透過有意義、健康的活動參與的過程中，來滿足個人工

作、休閒、人際互動與社會支持的需求，進而促使個人感到成就感與幸福感（Argyle, 1987；

Diener, 1984）。這些需求可能是意識的需求，也可能是潛意識的需求，活動理論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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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潛意識需求後所獲得的幸福感（施建彬，1995）。 

三、苦樂交雜理論（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本理論認為快樂和痛苦其實是來自同一根源，常常相伴而生。所以，不曾體會痛苦

的人就不能體會到真正的幸福（Houston, 1981）。所以當個體長期陷於需求被剝奪的感

受，失去的愈多、承受的痛苦愈大，一旦需求獲得滿足，就表示得到它時會愈快樂，所

獲致的幸福感將相形強烈（Diener, 1984）。 

綜上所論，需求滿足理論認為幸福感的產生來自於目標的達成、活動的參與和與痛

苦經歷的比較。 

貳、 特質理論（trait thoery） 

特質理論主要在解釋幸福感的感受力因人而異，是因為個人特質的因素所造成。不

同的人格特質對事情的看法、處理方式與態度不同，會有不同的行為反應（李美蘭，2007）。

不同的人格特質對幸福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和體會，由於切入的觀點不同，因此又可以分

為兩個學派： 

一、人格特質論（trait theory of personality） 

Cost 和 McCrae（1980）提出人格特質理論，認為幸福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Lu

（1999）提到此理論時將幸福視為穩定的人格特質，強調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而

Seligman（2002）認為幸福感會受到正向特質的影響，例如長處與美德等，它能帶來美

好的感覺、滿足與幸福感，透過後天學習可以改變負向特質，而獲得「學習樂觀」的人

格特質。由此可知，擁有幸福人格特質的人，可能是其先天即擁有容易觸發愉快神經的

生理機制，亦有可能是後天學習來的結果（Veenhoven, 1994）。因此，個體對於外在發

生事件的反應與看法，取決的關鍵係源於自我長期穩定的人格特質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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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連結理論（association theory） 

此理論是以認知、記憶及制約的觀點來解釋為何有些人特別容易感到幸福的原因，

他們認為幸福感較高的人易以正向認知角度來看待對事件，幸福感就容易產生

（Stone&Kozma, 1985）。所以當個人透過正向認知的運作來對事件做解釋時，較容易產

生幸福感（Diener, 1984）。倘若個體能夠建立強大的正向記憶連結網路並且學會習慣以

正向角度思考時，大多能獲致快樂與幸福感。 

參、 判斷理論（judgement theory） 

判斷理論認為個人的幸福是來自於「某些標準」與「真實情況」相較之下的結果。

如果真實情況超過這些標準，則幸福感油然而生；反之，則會有不幸福感產生（Diener, 

1984）。由於參照標準的不同，可再區分為五類： 

一、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強調和「他人」做比較，其比較的對象可能包括家人、朋友、同事、處境與自己相

近的人，或是不認識的人。所以，幸福是來自於與他人比較之後的結果，比較之後若優

於對方，則獲得幸福的感受，反之，若較遜於對方，則有不幸福的感覺，這正說明為何

個體遇到境遇比自己差的人相較之下反而擁有較高的幸福感（Argyle,1987）。 

二、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 

強調和「自己」做比較，並依據自己過去的狀況作為判斷標準影響。其理論認為一

旦個人適應了某事件且此事件不再引起任何情緒反應時，這適應過程即成為內在經驗，

成為日後判斷的標準。Diener (1984）認為若當前所發生的事件比這些「標準」好時，

個體便會產生幸福。 

三、範圍—頻率理論（range-frequency theory） 

此理論係修正適應理論所得的理論，強調個體以自己過去的狀況作為判斷標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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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亦隨外在事件影響而不斷改變（施建彬，1995）。而所謂「範圍—頻率」是指個人

已經達成的成就目標和想要達到的期望抱負之間的範圍，當此範圍愈大時，則個人所感

受到的幸福感將越高（李美蘭，2007）。  

四、期望水平理論（aspiration level theory） 

又稱為抱負水準理論，認為個人幸福與否取決於理想與現實兩相比較之後的結果、

差距。一般而言，個體的理想期待往往高於實際現實的狀況，而如果理想期待和實際現

實間的差距愈小，個體的幸福感就會愈高（施建彬，1995）。 

五、多重差異比較理論（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又稱多元差距比較理論，係由 Michalos（1985）提出，認為影響個體幸福感的原

因，來自於個人所想要或所希望的，與個體實際所擁有間的差距，其差距越小，幸福感

則越高。該派理論主張，個體是否具有幸福感，是在心中經過多方比較之後的結果，包

括和他人比較（社會比較理論）、和過去比較（適應理論）、和期待比較（期望水平理論）

等。由上可知，人們用以選擇衡量的幸福很多有六個因素：1、有關他人擁有的；2、過

去曾經擁有過最好的東西；3、現在希望得到的；4、希望將來獲得的；5、值得得到的；

6、自己認為需要的（楊宜音等譯，1997）。 

綜觀上述，判斷理論為幸福感提供了判斷的標準，然而其缺點在於無法解釋個人在

不同的情境下為何會選擇不同的判斷標準。 

肆、 動力平衡模式（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此理論認為幸福是受穩定的人格特質和短期間變動的生活事件所影響。 Heady 與

Wearing（1989）認為每一個人都有一個主觀幸福的平衡水準，認為個體的幸福感不僅

來自於長期穩定的人格特質，還會受到短期正負向生活事件的影響。個體大部份時間受

到人格因素的影響，幸福感多半保持在穩定的平衡狀態，但當幸福感因外在環境影響而

提高或降低時，此時人格特質會發揮平衡水準，將幸福感回復到原本穩定的狀態（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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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1995）。 

伍、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此理論認為幸福感來自於生活與他人互動的正向行為。符號互動理論認為符號是互

動的核心概念，符號包括了語言、非語言行為（握手、親吻等）、文字及符號。研究發

現社會接觸互動的增加，能導致幸福感的增加，人際關係的品質提供社會支持之親密性，

是幸福感的主要來源（Argyle, 1987），Cohen 與 Syme（1985）也認為接受社會支持能

增進幸福感，陸洛（1998b）指出幸福感的來源除了「個我」層次的滿足、愉悅、掌控、

成就之外，可能具有「社我」層次人際和諧的特性。 

上述的五個理論中，發現幸福感的研究可分成三種不同的思考模式，茲分述如下： 

第一類型是「由上而下」（top-down model）的思考方式： 

    DeNeve 與 Cooper （1998）認為「由上而下理論」強調，在判斷幸福感程度中，

人格特質的重要性。其思考模式認為幸福感取決於整體人格特質所造成的影響，強調幸

福感之高低取決於個體看待事情的思考習慣，可知個體對外在事件的反應會受到個人整

體人格特質的影響（Diener, 1984）。Veehnhoven（1993）在研究中採用由上而下的模式，

以人格等心理特徵的測量來探測幸福感的來源，而得上層的人格因素影響下層的具體生

活經驗，進而影響幸福感，個體若能以開朗的心情面對環境，則較容易自我成長，並提

高個人幸福感（Ryff, 1989）。特質論近似於「由上而下理論」，認為幸福感是受整體個

人特質影響其對事物的反應。 

第二類型是「由下而上」（bottom-up model）的思考方式： 

    正向事件與體驗的累積產生了快樂和滿足的個人，本模式以生活事件的角度解釋幸

福感的形成，主張幸福感的建立有賴於個人在生活中經歷多少快樂事件而定（Argyle, 

1987）快樂來自於許多正向、愉快事件的總和，隨著個人生活中正向經驗的累積，個人

會逐漸發展出快樂的傾向（Diener, 1984）。故「由下而上理論」則是著重於個人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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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向事件對判斷幸福感程度的重要性。據此，需求滿足論近似於「由下而上理論」，

認為幸福感是由正向生活事件與體驗的累積。 

第三類型是「整合」的思考方式，整合「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的思考模式： 

    「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思考模式是互補而非互斥，且交互作用存在於兩者之

間（施建彬，1995；陸洛，1996；Diener, 1984 ; Diener et al., 1999）。也就是說當個人的

生活態度是積極正向的話，其幸福的感受將會愈高，而高幸福感程度者，較不易產生不

愉快的生活經驗（Diener, Smith, & Fujita, 1995）。此整合模式不僅可由個人特質部份來

說明幸福感長期穩定的特質，同時也合理的解釋生活事件對幸福感所產生短期性的影響，

意即除了肯定生活事件所帶來由下而上的影響外，也同意個人特質會產生由上而下的效

應。支持理論有「判斷理論」與「動力平衡理論」，兩者皆認為幸福感則是受人格特質

與生活事件雙重影響所致。 

幸福感不是理論所能完全涵括，但是透過理論的剖析可幫助我們掌握幸福感的本質。

張家婕（2012）歸納整理出幸福感之相關理論表格，更可一目了然幸福感理論的脈絡，

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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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幸福感相關理論整理表 

模

式 
理論派別 理論觀點 優點 限制 

由

下

而

上

思

考

模

式 

需

求

滿

足

理

論 

目標理論 
幸福感的獲得，來自

於個人目標的達成

或參與活動過程中

的滿足。 

重視人生目標 

訂定以及目標 

的整合與合理 

性。 

無法解釋人格特質

對幸福感的影響力。 
活動理論 

苦樂交雜理論 

符號互動理論 

幸福感來自於社會

接觸、彼此交流與互

動的增加。 

經由互動過程以

符號表達意念、

價值和思想。 

接收者對符號的解

讀可能與實際情境

或表達者原意有所

出入，易造成誤解。 

由

上

而

下

思

考

模

式 

特

質

理

論 

人格特質理論 
幸福感是取決於個

人看待事物的心

態，由於個人特質及

認知的不同而對幸

福有不同程度的感

受與體會。 

可解釋人格特 

質對幸福感的 

影響力。 

無法解釋生活事件

對幸福感 

的影響力。 

連結理論 

整

合

思

考

模

式 

判

斷

理

論 

社會比較理論 

幸福感是將目前自

己實際的生活狀況

經由與他人或自己

兩相比較而獲致的

相對結果。 

兼顧人格特質和

生活事件對幸福

感的影響力，並

提出判斷幸福感

的參照標準。 

無法說明參照標準

何時運作及如何選

取參照標準。 

期望水平理論 

適應理論 

範圍-頻率理論 

多重差異比較 

理論 

修正理論 

動力平衡理論 

幸福感是一種動力

平衡態，幸福感的維

持與改變受到固定

的人格特質與變動

的生活事件影響。 

探究外在生活事

件及人格特質對

幸 福 感 的 影 響

力，改變幸福感

是來自單一因素

的想法。 

實證研究無法清楚

分辨人格特質與生

活事件間的相對關 

係。 

資料來源：張家婕（2012：頁 35）。幼兒園教師幸福感與教學效能之關係—以新竹市為

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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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幸福感之測量工具 

近年來，幸福感的研究方興未艾，多以問卷來測量幸福感之高低。研究愈多，所關

注的面向就愈完整，更能一窺究竟。茲整理國內外較具代表性的工具如下： 

壹、國外的幸福感測量工具 

一、整體情感與幸福指數（Indices of General Affect and Well-Being） 

    Campbell 於 1976 年將此測驗發展的「幸福指數」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整體情

感指數」共 8 題，以語意差異的形式呈現為七點量尺，二是「生活滿足感」1 題，加權

後算出幸福感的高低。本量表曾對 2160 位 18 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施測，信度方面，整

體情感指數的 Cronbach α 為.89，與生活滿足感的相關為.55，再測信度為.56；幸福指數

的再測信度為.43。效度方面，整體情感指數與與快樂感的分數相關係數為.52，幸福指

數與測量害怕和擔憂的分數的相關係數是.20 至.26。（莊耀嘉、黃光國，1981）。 

二、整體幸福狀況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為一自陳式且具結構性的量表，共有 33 個題目，包括對健康的憂慮、精力、滿足

與有趣的生活、沮喪/快樂的心情、情緒/行為的控制與放鬆相對於緊張/焦慮等六個分量

表。本量表信效度，男性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1，女性為.95；隔三個月之再測信度為.85；

與焦慮量表、抑鬱量表的綜合相關係數為.69，是具全國代表性的資料。（楊宜音譯，1997） 

三、牛津幸福量表和牛津幸福問卷（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 和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OHQ） 

    Argyle 與 Crossland（1987）將貝克憂鬱量表（Back Depression Inventory）負向表

列，再增加 11 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向度，最後增刪成為 29 題，每題有 4 個不同幸福

程度的敘述句，形成具有正偏態量尺的幸福感量表。此量表的信度：內在一致性係數

為.87 至.90，再測信度為.78。在效度方面與自陳的整體幸福十點量表的效標關聯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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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3。Argyle 與 Hills（1998）在較大量樣本施測的因素分析上得到七個向度：生活滿

意（satisfaction with life）、效能（efficacy）、社交/移情（sociability/empathy）、正向觀點

（positive outlook）、幸福（well-being）、喜悅（cheerfulness）和自尊（self-esteem）。 

    Argyle 與 Hills（2002）將此量表重新修訂為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OHQ），

OHQ 採李克特式六點量表，共 29 題針對 172 個年齡在 13-68 歲之間的大學生及其朋

友、家人進行施測。此量表的信度：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1。效度：在建構效度上，與

OHI 的相關係數為.80。且除了外傾特質以外，其他人格特質的變項均比 OHI 與其的關

聯性高。在因素分析上，判別出八個向度：生活是有意義的（life is rewarding）、活力

（mentally alert）、自我滿意（pleased with self）、在事物中發現美（find beauty in things）、

生活滿意（satisfied with life）、會管理時間（can organized time）、看起來具吸引力（look 

attractive）和快樂的回憶（happy memories）。 

    陸洛與施建彬於 1995 年譯自 OHI 再增刪為 48 題的中國幸福感量表（CHI），其內

在一致性 α 係數為.95，再測信度為.66。 

四、心理幸福感量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s, PWS） 

PWS 是 Ryff 於 1995 年所設計的（Ryff & Keyes, 1995），她認為心理學上的幸福感

是個體努力挑戰、實現自我獨特的天份。將其分為六個向度：包含自我接受、和其他人

有正向的關係、自主、對環境的掌控、對生活有目標（purpose in life）和個人的成長。

共 12 題，採李克特式六點量表，分數愈高幸福感就愈高。內在一致性係數為.80。此量

表與 The Center for Epideniologic Studies-Depressed Mood scale（CES-D）和 The Zung

（1965）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的相關係數在 -.50~.68 之間（引自 Keyes & 

Magyar-Moe, 2003）。 

五、社會幸福感量表（Social Well-Being Scales） 

Keyes（1998）發展社會幸福感模式，據此設計其量表可分為五個向度：社會整合、

對社會的貢獻、社會的凝聚力、社會的接受度和社會實現。此量表的內在一致性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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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80，與焦躁症狀的測量（A measure of dysphoric symptoms）相關係數-.30。此量表與

上述的心理幸福感量表（PWS）的相關性達.44（引自 Keyes & Magyar-Moe, 2003）。 

六、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MC）主觀幸福感量表 

麥克阿瑟基金會是全球最具獨立規模的基金會之ㄧ，它們於 1995 年將 Ryff 的心

理幸福感量表、Keyes 的社會幸福感量表及 Emotional Well-Being（正向情感、負向情感、

生活滿意度及快樂）整合起來以測量主觀幸福感。其內在信度的係數在.40~.70 之間，

如果採用完整的版本，則信度可高達.80。在建構效度上，則如上所述不再贅述（引自

Keyes & Magyar-Moe, 2003）。 

貳、國內的幸福感測量工具 

一、個人生活感受測驗問卷 

莊耀嘉與黃光國（1981）譯自 Campbell 於 1976 年所編制的「Indices of General Affect 

and Well-Being」增刪而成「個人生活感受測驗問卷」，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86，

也具有良好的效度。近年來也有研究者（陳嬿竹，2002；黃馨萍，2003；陳鈺萍，2004）

陸續引用此問卷來探討國小學生、高中生、家庭成員和國小老師的幸福感。 

二、中國人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CHI） 

本量表為陸洛翻譯 OHI 的 28 題，再加上施建彬（1995）所編製的本土幸福感來源

20 題，增刪符合中國人幸福感經驗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陸洛，1997）。內容包括：

和諧的親友關係、他人讚賞、物質滿足、工作成就、活得比別人好、樂觀知命、自我控

制及自我實現感等向度。每一題都提供四種不同程度的敘述句供填答者選擇。此量表經

過修正後，陸洛於 1997 年針對 494 人進行施測，其內在一致性 α 為.95，折半信度為.92。

在同時效度方面，與「快樂」的相關為.52（p<.01），而與「生活滿意」的相關為.67（p<.01）。

CHI 在台灣運用頗為廣泛，如：巫雅菁（2001）採用 CHI 測量國內大學生之幸福感。



 

32 

 

林淑惠、黃韞臻（2008）利用 CHI 針對 2007 位高中職學生進行施測，探討學校生活與

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侯辰宜（2008）將 CHI 修改為李克特五點式量表，以探討教師

主觀幸福感與教學效能間的關係，Cronbach’s α 為.97。 

三、幸福感量表 

林子雯（1996）依據 OHI 試題加以修訂，編製出一份「幸福感量表」以探討成人

學生多重角色與主觀幸福感間的關聯，採用正偏態量尺計分，四點式評分，包括四個子

量表：「自我肯定」、「生活滿意」、「人際關係」和「身心健康」，共計 24 題。其內在一

致性 α 為.933，分量表的內在一致性 α 在.79~.87 之間。 

四、國小教師幸福表現量表 

陳鈺萍（2004）參考 CHI，並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國小教師以了解國小教師幸福表現

指標，編製「國小教師幸福表現量表」。此量表採李克特式五點量表，分為：「背景變項」、

「社會支持」、「人格特質」、「教師幸福表現」及「個人生活感受」（其指數代表主觀幸

福感受）五大項，各分量表的 α 值分別為.91、.88、.81、.80，而總量表的 α 為.89。她

針對 452 名國小教師施測，以了解其主觀幸福感之現況，並分析背景變項與主觀幸福

感間的關連性，並提出社會支持對教師的主觀幸福呈顯著相關。 

五、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 

古婷菊（2006）以「OHI」、「OHQ」與「CHI」為架構，參照屈寧英於 2004 年對

OHI 的修訂及陳鈺萍「國小教師幸福表現量表」等相關研究，編製為「國民中學教師

幸福感量表」，採李克特式五點量表。分為四層面：「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

「工作成就」，各因數的 α 為.89、.90、.87、.84，總量表的 α 為.94，信度極高。 

綜上所述，台灣現有的幸福感量表多翻譯或修訂自國外量表，牛津幸福感量表和牛

津幸福感問卷為援引和修訂的大宗。針對台灣民情（CHI）及教師職業所需之細項編譯

成測量教師幸福感的問卷工具，歸納整理為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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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國內教師幸福感量表一覽表 

研究者 量表名稱 構面/向度 

陳鈺萍（2004） 國小教師幸福感表

現量表 

事業成就、自主性、物質滿足、人際關係 

古婷菊（2006）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

感量表 

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陳慧姿（2007） 高中教師幸福感量

表 

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身心健康、人際關係、

工作成就 

許秋鈺（2007） 幸福感量表 生活滿意、人際關係、自我肯定、身心健康 

蔡明霞（2008） 幸福感量表 生活滿意、工作成就、家庭關係、身心健康 

黃惠玲（2008） 教師幸福感量表 工作成就、人際和諧、健康狀態、經濟狀況、

樂天知命、活得比旁人好、短暫快樂、自尊

滿足、自我規畫 

謝佩妤（2009） 國民中、小學教師幸

福感問卷 

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鐘偉晉（2009）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

感量表 

樂觀表現、身心健康、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楊倩華（2010） 臺北市公立幼稚園

教師幸福感問卷 

生活滿意、樂觀表現、身心健康、工作成就 

詹宜真（2011） 教師幸福感問卷 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工作成就 

張家婕（2012） 教師幸福感問卷 生活滿意、工作成就、人際關係、正向情緒 

身心健康 

陳紋瑤（2013） 國小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幸福感覺知量

表 

生活滿意、人際關係、工作成就、身心健康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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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韓愈：「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肩負教育學生潛移默化的職責，唯有

心理健康的老師，才能教出心理健康的學生；唯有幸福快樂的老師，才能教出幸福快樂

的學生（張家豪，2008）。以下茲就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作闡釋。 

壹、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研究 

國內近幾年開始重視教師的心理衛生這個議題，研究者從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及其全

球資訊網中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識加值系統」中，茲「教師幸福感」相關研究歸納整

理如表 2-6。 

表 2-6 國內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對象 

方法 
變項 研究結果摘要 

陳鈺萍 

（2004） 

國小教師

的幸福感

及其相關 

因素之研

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社會支持 

人格特質 

自主性 

事業成就 

1.社會支持與幸福感呈正相關。 

2.外向性、和善性、嚴謹自律性、聰穎開放

性等人格特質與幸福感呈正相關。 

3.神經質特質與幸福感呈負相關。 

4.主觀幸福感受程度屬中等程度。 

吳筱雯 

（2005） 

桃園縣國

中已婚女 

教師生活

壓力與休

閒參與、休

閒滿意及

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桃園

國中

已婚

女教

師 

 

問卷

調查 

生活壓力 

休閒參與 

休閒滿意 

1.國中已婚女性教師幸福感屬中高程度。 

2.最近一個月經歷到「正向情感」的頻率略

超過一半的時間。 

3.最近一個月經歷到「負向情感」的頻率略

低於一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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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古婷菊 

（2006） 

 

國民中學

教師幸福

感及 

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內外控特質 

社會支持 

1.幸福感接近中上程度。 

2.不同性別、任教領域教師之幸福感無顯著

差異。 

3.不同婚姻狀態的國民中學教師對幸福感之

「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異。 

4.不同任教年資的國民中學教師在對福感之

「正向情緒」、「工作成就」層面有顯著差

異。 

5. 不同擔任職務的國民中學教師對「幸福感

整體」及「正向情緒」與「工作成就」層

面有顯著差異。 

陳得添 

（2006） 

高雄市普

通班與特 

教班國民

中學教師

社會 

支持、幸

福感之比

較研究 

高雄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社會支持 

1.高雄市普通班與特教班國民中學教師，在

社會支持、幸福感的整體層面及分層面上

均沒有顯著差異。 

李美蘭 

（2006） 

國小資深

女性教師 

幸福感之

質性研究 

國小

資深

女教

師 

質性

訪談 

背景變項 

環境因素 

個人心理 

1.具有正向積極且圓融的處事態度及有足夠

的愛心與耐心、高度的親和力。 

2.對工作充滿熱忱、樂觀的個性與正向思

考、觀念開放，關心並樂於接受新事物和

創意等人格特質。 

 

賴貞嬌 

（2006） 

台北市國

民小學教 

師健康促

進生活型 

態與幸福

感之關係 

研究 

台北

市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健康促進生

活型態 

社會人口學 

健康狀況 

1.主觀幸福感受為中等程度、自我實現、壓

力處理、睡眠、社會支持與自覺健康狀況

等變項能共同解釋。 

2.研究對象幸福感總變異量的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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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侯辰宜 

（2007） 

國小教師

幸福感與 

教學效能

之關係研 

究-以桃園

縣為例 

桃園

縣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教學效能 1.幸福感、教學效能均屬中上水準，「人際和

諧」、「教學氣氛」得分為最高，而「健康

狀態」、「自我效能信念」得分相對較低。 

2.幸福感與教學效能具有高度正相關。 

李建興 

（2007） 

幼兒教師

的自我韌 

性與幸福

感之相關 

研究 

高雄

地區

幼兒

教師 

問卷

調查 

自我韌性 1.自我韌性上，幼兒教師的「因應壓力」表

現較差，在幸福感上，「幸福記憶」比較

差。 

2.在背景變項上，只有婚姻造成幸福感差異。 

洪家興 

（2007） 

彰化縣國

中兼任行 

政教師個

人特質、

休閒參與

及工作滿

足對幸福

感之影響 

彰化

縣兼

行政

之國

民中

學教

師 

 

問卷

調查 

個人特質 

休閒參與 

工作滿足 

1.外向人格與休閒參與、工作滿足及幸福感

有顯著正相關。 

2.神經質人格與休閒參與、工作滿足及幸福

感有顯著負相關。 

陳慧姿 

（2007） 

高中教師

靈性健康 

與幸福感

之相關研 

究-以高雄

地區為例 

高雄

高中

教師 

 

問卷

調查 

靈性健康 1.高中教師的靈性健康與幸福感及各層面呈

顯著正相關。 

2.靈性健康、性別及年齡對幸福感具有預測

作用。 

3.不論是整體或分層面上，尤其以「與人締

結」是預測幸福感之主要因子。 

李健杏 

（2007） 

台東縣退

休之際教 

師生活邊

際質與心 

理幸福之

研究 

台東

縣退

休之

際教

師 

問卷

調查 

身體健康 

家庭關係 

自我概念 

學校氣氛 

休閒活動 

1.心理幸福感偏高。 

2.生活邊際因子的力量與心理幸福有顯著正

相關；生活邊際因子的負載與心理幸福有

顯著負相關。 

 

 



 

37 

 

表 2-6 （續） 

陳銀卿 

（2007） 

國小教師

工作壓力 

與幸福感

相關研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工作和諧 1.國小教師知覺中等程度的工作壓力，其中

以「學生表現」的壓力最大。 

2.在幸福感方面屬中上水準，以「關係和諧」

得分最高。 

3.教學年資6-10 年的國小教師感受較高之

工作壓力。 

陳柏青 

（2007） 

國小教師

休閒參與

工作壓力

與主觀幸

福感之相

關研究 

雲林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休閒參與 

工作壓力 

1.呈現中度的工作壓力感受。 

2.幸福感呈現中度以上的感受度。 

3.不同背景變項，在幸福感的感受上達顯著

差異。 

4.休閒參與和工作壓力、幸福感呈正相關，

工作壓力與幸福感呈負相關。 

黃惠玲 

（2007） 

國小女教

師人格特 

質工作壓

力與主觀 

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國小

女教

師 

 

 

問卷

調查 

人格特質 

工作壓力 

1.人格特質傾向於嚴謹性，工作壓力多來自

於適應變革層面 

2.主觀幸福感以「人際和諧」為主，年長者

工作壓力較低且主觀幸福感較高。 

3.友善性、嚴謹性、外向性、情緒穩定性與

開放性與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正相關。 

邱雅惠 

（2007） 

國小教師

寬恕態度 

與幸福感

之相關研 

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寬恕態度 1.幸福感約在中間傾向。 

2.寬恕態度與幸福感有中度正相關，愈能對

傷害者以行為及認知上表現寬恕及本身

具有特定宗教信仰者，則愈能預測國小教

師的幸福感。 

張書豪 

（2007） 

當老師真

好!國小教

師幸福感

之深究 

國小

教師 

 

敘述

訪談 

文本

分析 

教職生涯所

彰顯的意義

世界 

1.呈現「情感交流」、「成就感」、「正向特質」、

「正向組織」等教師幸福感。 

許秋鈺 

（2007） 

國小教師

親職壓力 

與幸福感

之相關研 

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親職壓力 幸福感狀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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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蔡明霞 

（2008） 

台北市國中

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其

角色衝突與

幸福感之相

關研究 

台北

市國

中兼

行政

教師 

問卷

調查 

角色衝突 1.幸福感現況屬中等程度以上，以家庭關係

的幸福感受最強，以工作成就的幸福感受

較弱。 

謝玫芸 

（2008） 

高雄市國小

教師外 

向性人格、

角色壓力與

幸福感之關

係研究 

高雄

市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外向人格 

角色壓力 

1.外向性人格傾向偏高，愈傾向外向性人

格，則愈能知覺幸福感的感受及「生活滿

意」的感受。 

王冠堯 

（2009） 

國民中學教

師幸福感與 

教學效能之

關係研 

究-以台北

縣為例 

台北

縣國

民中

學教

師 

 

問卷

調查 

教學效能 1.幸福感與教學效能整體屬於「中等」程度。 

2.任教21 年以上的資深教師在工作成就方

面感受度最高。 

3.幸福感與教學效能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黃偉洲 

(2009) 

台北縣國民

小學組 

織氣氛與教

師幸福 

感關係之研

究 

台北

縣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組織氣氛 1.知覺幸福感的現況屬於高度。 

2.在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等不同背景

變項下的教師知覺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3.組織氣氛開放度與教師幸福感達顯著水

準，屬於中度正相關。 

邱毓玲 

（2009） 

國小校長家

長式領 

導、轉型領

導影響兼任

行政職務教

師知覺幸福

感之研究以

台北縣為例 

台北

縣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家長式領導 

轉型領導 

1.知覺幸福感之現況屬於中上程度，以正向

情緒最高，其次是生活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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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蕭惠文 

（2009） 

高雄市國民

小學教 

師工作壓

力、因應策

略與幸福感

之研究 

高雄

市國

小教

師 

 

問卷

調查 

工作壓力 

因應策略 

1.幸福感程度屬中等以上，以「人際關係」方面

所感受到的幸福感程度最高。 

2.因應策略使用頻率愈高，所知覺的幸福感愈

高。 

曾艾岑 

（2009） 

不同世代教

師工作 

價值觀與幸

福感相 

關研究 

屏東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工作價值觀 

背景變項 

1.教師之幸福感受良好。 

2.教師工作價值觀的「利他」、「人際關係」、「自

主與休閒健康」與「自我實現」層面對整體

幸福感影響最大。 

周碩政 

（2009） 

桃竹苗區國

民中學 

兼任行政教

師之幸 

福感 

桃竹

苗國

中兼

任行

政之

教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社會支持 

人格特質 

自尊 

工作滿意 

1.幸福感為中下程度。 

2.學校規模18 到35 班的國中兼任行政教師，比

17 班以下的人，感受到較高的幸福感。 

3.內控型人格的兼任行政教師比外控型人格的

人，對於幸福感的感受較高。 

蔣其芳 

（2010） 

彰化縣國小

教師心靈特

質與 

情緒幸福感

關係之研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心靈特質 1.彰化縣國小教師對情緒幸福感的整體感覺中

等以上。 

2.年齡、婚姻狀況與健康狀況是影響彰化縣國小

教師情緒幸福感的個人背景因素。 

3.彰化縣國小教師的心靈特質與情緒幸福感具

有顯著正相關。 

4.彰化縣國小教師心靈特質對其情緒幸福感具

有預測力。 

何婉婷 

（2010） 

高雄市國小

已婚女教師

之情 

緒智力、親

職壓力與幸

福感 

之關係 

國小

已婚

女教

師 

 

問卷

調查 

情緒智力 

親職壓力 

1.國小已婚女師有中上程度的幸福感。 

2.年齡、任教年資、現任職務、家庭子女數和家

庭生命週期不同的國小已婚女師分別在幸福

感的整體和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 

3.國小已婚女師的情緒智力和幸福感呈正相關。 

4.國小已婚女師的親職壓力和幸福感呈負相關。 

5.國小已婚女師的情緒智力和親職壓力對幸福

感有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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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詹宜真 

（2011） 

桃園縣國民

中學教師知

覺學校組織

氣氛與幸福

感關係之研

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組織氣氛 1.桃園縣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程度良好。 

2.教師知覺組織氣氛與幸福感有正相關。 

3.教師知覺組織氣氛對幸福感有預測作用。 

唐順得 

（2011） 

雲林縣國小

已婚女性教

師工作壓

力、休閒滿

意度與幸福

感之研究 

國小

已婚

女姓

教師 

 

問卷

調查 

工作壓力 

休閒滿意度 

1.雲林縣國小已婚女性教師整體幸福感程度在

中等以上，以 「人際關係」層面感受為最高，

而以「身心健康」為最低。  

2.不同年資、職務、學校規模之國小已婚女性教

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以及總層面上皆未達顯著

水準。   

3.已婚女教師工作壓力與休閒滿意度對幸福感

具有預測力。 

李連成 

（2011） 

新北市國小

教師兼任行

政人員角色

壓力、幸福

感與組織承

諾關係之研

究 

國小

兼任

行政

教師 

 

問卷

調查 

角色壓力 

組織承諾 

1.本研究國小兼任行政教師幸福感為中上程

度，以「樂觀表現」知覺程度最高，「身心健

康」知覺程度最低。  

2.不同婚姻狀態、學歷、擔任職務、行政年資的

國小兼任行 政教師在整體幸福感及各層面

中均達顯著差異。  

3.國小兼任行政教師不因性別與學校規模的不

同，而有不一樣的幸福感受。 

王敘馨 

（2011） 

基隆市國民

中學教師主

觀幸福感之

調查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1.主觀幸福感接近中上程度。 

2.主觀幸福以「生活滿意」及「活力」層面感

受較低。 

3.主觀幸福感與「正向情感」、「工作滿意」、「家

庭生活」、「個人收入」、「專業發展」及「工作

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 

4.與「負面情緒」、「生活壓力」及「工作壓力」

呈現顯著負相關。 

徐美雯 

（2011） 

國民中學教

師追求快樂

取向、主 

觀幸福感與

組織承諾關

係之 

研究 

國民

中學

教師 

 

問卷

調查 

追求快樂取

向、組織承

諾 

1.教師主觀幸福感現況僅達中等程度。 

2.男性、年齡較長、最高學歷為碩士以上、任教

年資較深、擔任主任與組長已婚、健康與體

育領域的教師對主觀幸福感知覺程度較高。 

3.教師追求快樂取向與教師主觀幸福感、教師追

求快樂取向與教師組織承諾，以及教師主觀

幸福感與教師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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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林萃芃 

（2011） 

臺北市國民

小學教師社

會支 

持與教學效

能、幸福感

之研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社會支持 

教學效能 

1.臺北市國小教師具備良好的社會支持良好的

教學效能與良好的幸福感。 

2.臺北市國小教師在教學效能與幸福感上，因社

會支持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3.臺北市國小教師的教學效能與幸福感有顯著

中度正相關。 

楊馥如 

（2012） 

新北市國小

教師生活型

態、 

休閒參與及

幸福感關係

之研 

究 

國小

教師 

 

 

問卷

調查 

 

 

 

 

生活型態 

休閒參與 

1.新北市國小教師之整體生活型態、休閒參與為

中等程度，整體幸福感達中上程度。 

2.新北市國小教師之幸福感現況受性別、年齡、

職務、婚姻、子女狀況及服務年資影響而有

所差異。 

3.新北市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與休閒參與之間

有顯著正相關。 

4.新北市國小教師之生活型態與休閒參與對幸

福感有顯著之預測力。 

向翠瑛 

（2012） 

臺北市國小

已婚女性教

師主 

觀幸福感及

其相關因素

之研 

究 

國小

已婚

女教

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1.臺北市國小已婚女性教師之幸福感趨於理論

平均分數。 

2.臺北市國小已婚女性教師整體學校生活壓力

及各層面與幸福感之間為顯著負相關。 

3.臺北市國小已婚女性教師整體社會支持及各

層面與幸福感之間均為顯著正相關。 

溫妃玲 

（2013） 

新北市板橋

區國小長期

代課教師與

正式教師幸

福感之比較

研究 

長期

代課

教師 

正式

教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1.板橋區長代教師整體幸福感屬中等程度；正式

教師屬中上程度。 

2.正式教師在「生活滿意」、「身體健康」、「正向

情緒」、「工作成就」及「整體幸福感」層面

高於長代教師。「人際關係」層面無顯著差

異。 

黃薏蒨 

（2013） 

老師，你幸

福嗎？ --

國民小學教

師幸福感之

研究 

國小

教師 

深度

訪談

文件

分析 

教師職業 

人格特質 

組織特性 

1. 教學使命感、自我要求及家長肯定為投入工

作的動力。 

2. 正向人格增強解決能力，帶給學生正面的影

響。 

3. 和諧親師及同儕關係帶來成就感、肯定及支

持。 



 

42 

 

表 2-6 （續） 

江亭瑩 

（2013） 

臺北市特殊

教育學校教

師幸福感之

研究 

特教

老師 

 

問卷

調查 

背景變項 1.台北市特教老師屬幸福程度。 

2.各向度以「人際關係」最高，依次為「工作成

就」、「身心健康」、「生活滿意」。 

3.任教高職部的特教老師幸福感最高，國小部最

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相關研究，就教師幸福感之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和

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五個部分，加以分析與說明： 

一、就「研究方法」而言： 

    國內有關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僅李美蘭（2006）採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張書

豪（2008）採敘述訪談、文本分析及黃薏蒨（2013）採多重個案深度訪談和文件分析，

其餘各篇皆採量化研究的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教師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為「現況調查與相關背景之研究」（古

婷菊，2006；江亭瑩，2013；向翠瑛，2012；李美蘭，2007；周碩政，2009；陳鈺萍，

2004；曾艾岑，2009；黃薏蒨，2013；溫妃玲，2013）。第二種為「幸福感與其他變項

之相關研究」，如：生活壓力、工作壓力、教學效能、情緒管理、休閒滿意、社會支持、

人格特質、組織承諾、組織氣氛腳色衝突……等。本研究係屬第一種，即探討背景變項

與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與研究。 

三、就「研究對象」而言： 

    在研究者所列之相關研究中，大部分是針對國小教師，部分針對國民中學教師，僅

一篇研究高中教師（陳慧姿，2007）和特教老師（江亭瑩，2013）。研究者任教於新北

市國中，想一窺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現況及背景變項所產生的差異，故於此種相關研

究。當中僅三篇關於國民中學教師的論文（王敘馨，2011；古婷菊，2006；周碩政，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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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缺乏新北市之相關研究，故研究者將透過問卷調查，進行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

福感之相關研究。 

四、就「研究結果」而言： 

    研究國民中學教師的文獻中可知，國民中學教師的幸福感程度大多達中等或中等以

上，唯周碩政（2009）研究中發現桃竹苗地區國中兼任行政教師的幸福感為中下程度。

在背景變項的研究上發現，普通班教師與特教班教師的幸福感無顯著差異（陳得添，

2006），擔任行政職的教師幸福感為中等或中等以下（周碩政，2009；蔡明霞，2008）。

他們也發現幸福感與人格特質、工作滿意、生命態度、情緒智力、工作價值觀、組織認

同、社會支持、休閒參與、教學效能等成正相關（王冠堯，2009；古婷菊，2006；何婉

婷，2010；吳筱雯，2006；林翠芃，2011；周碩政，2009；洪家興，2007；侯辰宜，2007；

陳得添，2006），與工作壓力、角色衝突、內控、神經質人格呈負相關（古婷菊，2006；

向翠瑛，2012；吳筱雯，2006；洪家興，2007；何婉婷，2010；陳銀卿，2007），但周

碩政（2009）的研究中，發現內控型兼任行政教師比外控型教師對於幸福感的感受力較

高。 

五、就「不同背景變項」而言： 

影響幸福感的因素相當繁複，影響教師幸福感的個人背景因素包括：年齡、性別、

工作年資、最高學歷、婚姻狀況、子女數、任教科目、擔任職務、學校規模、服務地區……

等。本研究欲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之幸福感，茲從性別、婚姻狀況、最高學歷、服

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社會支持等九個相關影響因素

說明如下：  

（一）性別  

早期研究大致發現女性的幸福感高於男性（陸洛，1998；Argyle, 1987）；國內研究

者邱毓玲（2009）以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為對象，發現幸福感會因性別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不過，有些研究則發現兩性間差異量非常小，因而男女在整體幸福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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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差異（施建彬，1995）。周碩政（2009）研究桃竹苗區國民中學兼任行政教師，

亦發現幸福感不會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蔡明霞（2008）以臺北市立國中兼任行政

職務之教師為研究對象，得到不同性別的教師的幸福感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之結論。但

陳慧姿（2007）、謝玫芸（2008）及江亭瑩（2013）分別以高中教師、國小教師及特教

老師作為研究對象，都發現男性教師整體幸福感女性教師。 

由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對性別對幸福感的程度影響的觀點並不一致，故

需要進一步加以探究。 

（二）婚姻狀態 

Argyle（1987）指出結婚的人比未婚、離婚或寡居的人更為幸福。周碩政（2009）

以桃竹苗區國民中學兼任行政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已婚的國中兼任行政教師，其幸福

感較未婚的人要高；李連成（2011）、侯辰宜（2007）、黃惠玲（2008）、楊馥如（2012）

等人的研究也都同樣指出婚姻狀況會影響其幸福感，已婚的國小教師，其幸福感較高。

但陳鈺萍（2004）、陳德添（2006）、古婷菊（2006）、陳慧姿（2007）及蕭惠文（2009）

之研究則顯示婚姻狀況與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 

由以上可知，婚姻狀況於幸福感各層面的影響並無定論，故值得進一步探究。 

（三）最高學歷  

    Campbell 在 1981 年根據美國的研究資料中提出：高學歷帶給人們較高的幸福感，

但此效應有隨著時間下降的趨勢（施建彬、陸洛譯，1997）。國內研究亦發現不同教育

程度之教師在整體幸福感上有顯著差異，如：李連成（2011）指出「碩士以上」之國小

兼任行政教師幸福感受較佳；蔡明霞（2008）研究發現「研究所畢」的國中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在幸福感受程度上較高，且達顯著水準。但陸洛（1998）認為教育程度與快樂、

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並無相關且不存在直接的關聯；謝玫芸（2008）、黃偉洲（2009）、

蕭惠文（2009）亦指出不同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幸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 

    由以上可知，最高學歷於幸福感各層面的影響並無定論，故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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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年資  

    周碩政（2009）「行政年資在 16 年以上的國中兼任行政教師，比行政年資在 3 年以

下的教師，擁有較高的幸福感」；邱毓玲（2009）「臺北縣國小兼任行政職務工作教師，

會因服務年資之不同，在知覺幸福感差異情形上有顯著差異」；謝玫芸（2008）發現服

務年資 21 年以上之國小老師幸福感較其他老師為高；曾艾岑（2009）指出資深教師比

資淺老師更具幸福感，另外，何婉婷（2010）、黃偉洲（2009）、楊馥如（2012）針對國

小教師的研究亦發現服務年資與幸福感知覺有顯著差異存在。但古婷菊（2006）、陳慧

姿（2007）、侯辰宜（2007）、陳銀卿（2008）研究結果亦顯示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在整

體幸福感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由以上可知，服務年資對於幸福感的影響並無定論，故值得進一步探究。 

（五）擔任職務 

    Lin 與 Lai（1995）認為高職位的工作，因需進行監督管理和協調等的活動可能會

增加人際衝突的可能性，而導致心理較不幸福。古婷菊（2006）的研究現，不同職務的

國民中學教師在整體幸福感及正向情緒工作成就之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專任教師的

整體幸福感顯著高於導師；何婉婷（2010）已婚國小女性教師為對象的研究，顯示現任

職務不同的國小已婚女教師，在物質滿足、事業成就、人際圓滿和整體幸福感上，皆顯

示教師兼任行政工作者高於級任導師。但在陳鈺萍（2004）、侯辰宜（2007）、曾艾岑（2009）、

林萃芃（2011）、向翠瑛（2012）及楊馥如（2012）等分別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研

究中，均認為擔任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其整體幸福感並無顯著差異。 

    由以上可知，擔任職務對於幸福感的影響並無定論，故值得進一步探究。 

（六）任教領域 

    探討任教領域對於教師幸福感的研究甚少，潘道仁（2003）指出任教領域差異對實

施學校教師在「實施現況」整體自評結果造成影響。曾守誌（2004）研究發現不同任教

領域的導師在工作壓力上有顯著差異。由於台灣教育長期以來升學主義掛帥，擔任傳統

主科（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的教師比其他科目的教師來得壓力沉痾。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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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推行十二年國教欲達到多元進路、適性揚才及優質銜接，試圖減輕學生升學壓力，讓

教師可以正常化教學及發展各科課程特色。然而，主科教師是否會因此提升幸福感和緩

解教學壓力，其他非主科領域的教師是否會因教育改革而導致幸福感的升降，令人好

奇。 

    本研究欲探討任教領域對於教師幸福感是否會造成差異，主科老師的幸福感為何，

值得進一步探究。 

（七）學校規模 

    蔡明霞（2008）研究亦發現學校規模為「25-48 班」的臺北市國中兼任行政職務之

教師在幸福感受程度上較高，且達顯著水準。向翠瑛（2012）研究學校規模在 49 班以

上的臺北市已婚女教師幸福感大於 24 班以下之教師。但李連成（2011）研究有不同結

果，發現國小兼任行政教師不因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幸福感受；唐順得（2011）

研究亦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已婚女性教師在幸福感各層面以及總層面上皆未達顯

著水準。  

    由以上可知，國民中學教師之幸福感會因學校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故需進一步探

究。  

    綜合上述，經過研究者整理過去相關文獻後，發現不同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

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及學校規模等個人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影

響程度觀點並不一致，需再進一步探究。 

（八）內外控人格 

     Rotter 於 1954 年根據社會學習理論提出內外控人格傾向，是一種個體對於自我行

為結果或生活中事件責任隸屬的信念。外在控制信念（Belief in external control），簡稱

為「外控」（External control），外控者較消極、聽天由命、依賴被動 ，或認為環境太複

雜，致使他無法預知事件的結果。相反的，內在控制信念（Belief in internal control），

簡稱為「內控」（Internal control），內控者較獨立自主、主動積極，或認為事件的結果

是由自己的能力屬性造成的，可以自己加以控制預測。Veenhoven（1984）整理美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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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研究，發現幸福感和內外控信念具有高度相關，越相信自己能掌控生活者，幸福感

越高。陸洛（1999）指出控制信念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施建彬（1995）認為心理健康與幸福感存在高度相關，過去有關心理健康的研究指

出內控者的心理較健康（吳紅鑾，1995）。人格特質是每個人內化的潛在性格，本研究

以 Rotter 內外控人格特質來探討幸福感是否有所差異。 

（九）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涵蓋兩個概念：社會與支持。社會係指個人所接連的社會環境，支持則指

情感和工具性支援行動（單小琳，1990）。 

    本研究將探討教師的社會支持形式包括：情緒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訊息性支持。

情緒性支持係指給予個人自尊、情感、關愛與同情，讓個人有歸屬感。工具性支持係指

對被支持者提供財務、服務、協助或其他直接的幫忙。訊息性支持係指給予支持者忠告、

建議、分享來幫助其解決問題（古婷菊，2006）。對於教師而言，社會支持的來源有家

人、同儕、家長、行政人員和學校。可透過情感支持（情緒性）、教學支持（訊息性）、

行政支持（工具性）來了解學校內的社會支持功能是否發揮（黃薏蒨，2013）。本研究

將援引社會支持來探討幸福感之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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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本採用調查研

究進行資料蒐集，並配合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設計問卷，以獲得客觀有效之實證數據，

以達成研究目的。本章分為六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實施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對「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及相關因素的

影響程度；並分析不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人格特質、社會支持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

看法之差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婚姻狀態 

3.最高學歷 

4.服務年資 

5.擔任職務 

6.任教領域 

7.學校規模 

8.人格特質 

◎社會支持◎ 

§程度 1.高社會支持 

      2.中社會支持 

      3.低社會支持 

§類型 1.情感性支持

2.工具性支持 

      3.訊息性支持 

教師幸福感 



 

50 

 

    茲就圖 3-1 之重要內涵分別敘述如下。 

壹、背景變項 

本研究背景變項分為教師個人背景變項、社會支持兩部分，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

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人格特質。社

會支持包括：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分述如下： 

一、個人背景變項： 

（一）性別：分為「男性」、「女性」兩類。 

（二）婚姻狀態：分為「已婚」、「未婚」等兩類。 

（三）最高學歷：分為「一般大學畢業」、「師大、師院(含教育大學)畢業」、「研究所

(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畢業」等三類。 

（四）服務年資：分為「5 年（含）以下」、「6-10 年」、「11-20 年」、「21（含）年以

上」等四類。 

（五）擔任職務：分為「教師兼行政（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等三類。 

（六）任教領域：分為「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體育與健康」、

「藝術與人文」、「綜合領域」等七大領域。 

  （七）學校規模：分為「12班以下」、「13-44班」、「45-62班」、「63班以上」等四類。   

   (八)人格特質：內控人格、外控人格。 

二、社會支持： 

（一）社會支持程度：高社會支持、中社會支持、低社會支持 

  （二）社會支持類型：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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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為教師幸福感，係指受試者在「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上所得之分

數。 

一、教師幸福感 

本研究之教師幸福感變項，係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教育資源之研究文獻而採用古

婷菊（2006）之「教師幸福感問卷」，以「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工作成

就」等四個層面進行探究，以各層面得分代表各層面表現程度，並以各層面總分代表教

師幸福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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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採問卷調查法來探究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研

究對象係以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含中小學）教師為母群體，茲說明研究對象之選取方

式與數量如下： 

壹、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以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含中小學）教師為母群體，包含主任、組長、

導師、專任教師。依據新北市教育局入口網（2013 年 7 月）所公布新北市公立國民中

學（含中小學），扣除新設校 1 所及特殊學校 1 所，共計有 78 所。其分區、班級數、

教師數等詳如表 3-1。 

表 3-1 新北市 101學年度國民中學學校班級數及教師數統計表 

區別 學校 教師數 班級數 區別 學校 教師數 班級數 

七星分區 樟樹國中 85 36 板橋分區 忠孝國中 69 29 

 汐止國中 65 29  新埔國中 135 48 

 萬里國中 20 8  板橋國中 86 44 

 
青山國民

中小學 
96 24  江翠國中 182 72 

 秀峰高中 161 63  溪崑國中 200 100 

 金山高中 99 41  重慶國中 155 74 

三重分區 三和國中 175 96  海山高中 291 133 

 二重國中 85 36  清水高中 254 107 

 光榮國中 97 35 淡水分區 三芝國中 63 27 

 明志國中 156 83  正德國中 128 57 

 碧華國中 139 56  淡水國中 110 42 

 蘆洲國中 206 120  石門國中 23 6 

 鷺江國中 126 56  竹圍高中 59 25 

 三民高中 207 83 新莊分區 中平國中 155 68 

 三重高中 153 65  五股國中 14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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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續） 

區別 學校 教師數 班級數 區別 學校 教師數 班級數 

三鶯分區 三多國中 84 39 新莊分區 佳林國中 45 21 

 三峽國中 139 62  八里國中 44 19 

 安溪國中 106 47  崇林國中 128 54 

 尖山國中 38 17  新泰國中 185 70 

 柑園國中 37 14  新莊國中 219 102 

 育林國中 81 37  林口國中 107 45 

 鳳鳴國中 56 22  泰山國中 71 27 

 鶯歌國中 161 70  福營國中 142 67 

 
桃子腳國

民中小學 
130 21  義學國中 133 58 

 明德高中 146 54  頭前國中 118 54 

 樹林高中 234 96  丹鳳高中 218 95 

文山分區 五峰國中 171 82 瑞芳分區 平溪國中 18 6 

 坪林國中 16 6  欽賢國中 14 6 

 文山國中 115 33  瑞芳國中 44 19 

 深坑國中 47 24  貢寮國中 19 8 

 
烏來國民

中小學 
35 3  雙溪高中 66 18 

 
達觀國民

中小學 
34 19 雙和分區 中和國中 141 54 

 安康高中 123 51  永和國中 296 123 

 石碇高中 59 21  漳和國中 81 33 

板橋分區 中山國中 167 89  福和國中 230 109 

 中正國中 206 99  積穗國中 100 40 

 光復國中 80 33  自強國中 85 44 

 土城國中 118 48  永平高中 170 74 

 大觀國中 110 39  錦和高中 222 102 

 

貳、樣本選取方式 

為求樣本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預試問卷採立意取樣，正式問卷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

將以「學校規模」區分為四群，其區分是參考以前新北市協助校務酌減總時數學校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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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依據，分別是「12 班（含）以下」、「13 班至 44 班」與「45 班至 62 班」、「63

班（含）以上」進行抽樣。其統計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新北市國民中學學校規模數量統計表 

學校規模 12 班（含）

以下 

13 班至 44

班 

45 班至 62

班 

63 班（含）

以上 

學校總數 7 30 16 25 

百分比 10% 38% 20% 32% 

 

一、預式問卷的樣本選取 

本研究依學校規模，在預試問卷樣本的選取方式如表 3-3 所示： 

表 3-3 預試問卷樣本選取方式表 

學校規模 12 班（含）

以下 

13 班至 44

班 

45 班至 62

班 

63 班（含）

以上 

主任 2 2 4 4 

組長 1 3 4 6 

導師 2 7 10 12 

專任 1 4 7 8 

合計（77） 6 16 25 30 

 

二、正式問卷的樣本選取 

本研究對象係依據新北市教育局入口網（2013年7月）所公布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

（含中小學），扣除新設校1所及特殊學校2所，共計有78所。為求正式問卷樣本的適切

性，正式問卷的調查對象扣除已進行預試調查的4所學校後，再從74所學校中，選擇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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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約50％之大小為正式樣本，每所學校依其學校規模大小發放，預計共發放765份正

式問卷。分配數量如表3-4所示: 

表 3-4 正式問卷發放分配表 

學校規模 12 班（含）

以下 

13 班至 44

班 

45 班至 62

班 

63 班（含）

以上 

學校數 3 12 9 11 

問卷數 18 192 225 330 

合計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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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調查研究工具乃基於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文獻探討，研究者採用古婷菊

（2006）所編「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調查問卷」內容包含「教師個人基本資料」、「國

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內外控信念量表」及「教師社會支持量表」等四個部分，

藉以探究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感受程度。但因為古婷菊以全台灣國民中學教師

為母群體，而本研究僅就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施測，為求本問卷堪用於新北市，故作預

測以作項目分析及信、效度，以能編製成正式施測問卷。茲將問卷預試過程、內容及填

答與計分方式說明如下： 

壹、問卷預試過程 

一、實施問卷預試 

為瞭解問卷實施的可行性，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由研究對象的母群體中選取

四所學校預試對象，寄發預試問卷。 

二、進行預試結果之統計分析 

將預試問卷回收後，運用SPSS 20.0統計軟體進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等統計分析方法，藉此篩

選題目與修正，以提升問卷內容的信效度。 

三、印製正式問卷 

待預試問卷經統計考驗與篩選後，再與指導教授討論，經修正後定稿，最後形成正

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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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試問卷調查內容與計分方式 

一、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共分為四部分，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本研究之教師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

「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 

（二）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目的在了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現況，本

問卷採用古婷菊（2006）所編製的「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

將教師幸福感的向度歸納為「正向情緒」、「樂觀」、「生活滿意」、

「工作成就」等四個層面。 

（三）內外控信念量表：目的在瞭解國民中學教師內外控人格特質，本問卷採用古婷

菊（2006）修訂學者吳靜吉與吳子輝的「內外控信念量表」，用以

分析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內外控人格特質。 

（四）教師社會支持量表：目的在瞭解教師社會支持程度，本問卷參考古婷菊（2006）

修訂的「教師社會支持量表」，用以蒐集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社

會支持程度與類型。 

二、計分方式 

本調查問卷中「基本資料」依實際填寫。「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採 Likert 的

五點量表（Likert-five-point-scale）計分，依受試者的看法由「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

分別給予 1 到 5 分之計分，分數愈高，代表教師幸福感知覺程度愈高，反之則代表教師

幸福感程度愈低。知覺程度依據平均數 1.4 以下為低等程度，1.5~2.4 為中下程度，2.5~3.4

為中等程度，3.5~4.4 為中上程度，4.5 以上為高等程度的標準。其題項分布情形及得分

狀況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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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題項分布情形及得分 

層面 題號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幸福感整體 1-20 20 25 100 

正向情緒 1-5 5 5 25 

樂觀 6-10 5 5 25 

生活滿意 11-15 5 5 25 

工作成就 16-20 5 5 25 

 

「內外控信念量表」採半迫式，每題包括 A、B 兩種陳述句，分別代表對同一事件

的不同看法或信念，受試者必須從兩個敘述句中擇一與自己想法較相近者。計分時，以

「外控信念」計分，總分得分最高為 11 分，最低為 0 分，分數越高表示越外控、分數

越低表示越內控。內外控信念量表計分標準如表 3-6。 

表 3-6 內外控信念量表計分標準表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答案 B B A B B A A A B A B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所測之社會支持，1-8 題為情緒性；9-13 題為訊息性；14-17

題為工具性。本量表在計分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方式，依受試者在「從未如此」到「經

常如此」分別給予 1 到 4 分之計分，分數越高，代表社會支持越高。其題項分布情形如

表 3-7。 

表 3-7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題項分布情形表 

層面 題號 題數 最低分 最高分 

社會支持整體 1-17 17 17 68 

情緒性 1-8 8 8 32 

訊息性 9-13 5 5 20 

工具性 14-17 4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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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試問卷之實施 

本問卷採用古婷菊（2006）之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調查問卷，但因為古婷菊是以全

台灣國民中學教師為母群體，而本研究僅就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施測，為求本問卷堪用

於新北市，故作預測來進行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而編製成正式施測問卷。 

研究者於 2014 年 4 月進行預試，採立意抽樣，回收問卷 77 份，有效樣本 77 份。

茲將各量表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說明如下： 

一、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 

（一）項目分析 

    為確認「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題目的堪用程度，乃針對預試題目進行「項目

分析」。採用以下兩種方式作為編選題目之根據： 

1、極端組法──決斷值（Critical ratio，CR 值） 

    又稱臨界比、t 值內部一致效標法。決斷值採「獨立樣本高低分組 t 檢定」來進行 

平均數差異檢定，以檢驗二組在每個題項的差異，其 t 值愈大鑑別度愈好。亦即將預試

樣本在該量表總分高低取極端的 27%分為高低兩組，然後計算個別的題目在兩個極端組

的得分平均數，具有鑑別度的題目在兩個極端組的得分應具有顯著差異（邱浩政，2002）。

如果題項之 CR 值達顯著水準（p<.05 或 p<.01），表示題目能鑑別出不同的受試者的反

應程度。 

    由表 3-8 所示，本預試問卷的 20 個題目之 CR 值達顯著水準(p<.05 或 p<.01)表示具

有鑑別度，故保留所有題目。 

2、單組法──題項與總分相關係數 

    其原理算出受試者在某一題之得分與測驗總分的相關，相關係數越大，代表該題項

的鑑別度越高（周文欽，2002）。 

    由表 3-8 可知，本預試問卷之題項的相關係數皆達顯著（p<.05），表示題項具有鑑

別度，故保留所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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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項目分析表 

題目 t檢定 顯著性 
相關 

係數 

保留 

題目 

1.我發現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是有趣的 6.740 .000
**

 .796
**

 ○ 

2.我的心情大部分都很好 6.840 .000
**

 .774
**

 ○ 

3.我常感到喜悅興奮 7.761 .000
**

 .770
**

 ○ 

4.我常笑容滿面 6.031 .000
**

 .693
**

 ○ 

5.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6.673 .000
**

 .737
**

 ○ 

6.我對未來很樂觀 6.768 .000
**

 .741
**

 ○ 

7.我熱愛我的生活 8.245 .000
**

 .848
**

 ○ 

8.我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有目標 5.481 .000
**

 .774
**

 ○ 

9.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 6.080 .000
**

 .758
**

 ○ 

10.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 4.528 .000
**

 .682
**

 ○ 

11.我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很滿意 6.842 .000
**

 .799
**

 ○ 

12.我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 8.479 .000
**

 .788
**

 ○ 

13.我的生活非常如意 7.887 .000
**

 .812
**

 ○ 

14.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7.655 .000
**

 .741
**

 ○ 

15.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7.549 .000
**

 .691
**

 ○ 

16.我能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好的影響 7.083 .000
**

 .748
**

 ○ 

17.工作時我能帶給別人幸福 7.066 .000
**

 .803
**

 ○ 

18.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 7.196 .000
**

 .737
**

 ○ 

19.我的工作表現總能帶給我成就感 6.519 .000
**

 .761
**

 ○ 

20.我能專注工作 4.415 .000
**

 .720
**

 ○ 

* p<.05  ** p < .01 

 

（二）效度分析──因素分析 

    本量表之效度以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為主。因個體的行為常是內隱且彼此

相關的，必須透過間接的方法來推論，故構念效度是一種從理論的觀點來解釋測驗的效

度，亦即實際之測驗分數能解釋此心理特質有多少（王保進，1999）。最常用來考驗構

念效度的方法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因素分析主要在測量某一潛在特質，

並釐清潛在特質的內在結構，能夠將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測量分數，抽離出背後的潛在

構念的統計分析技術（邱浩政，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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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分析的方法很多，但大體來看，其計算步驟一般為（王保進，1999）： 

1、求出一份測驗所有題目之相關係數矩陣，並根據相關矩陣估計每一個題目的共同性

（communality）。 

    共同性愈高，表示該題目與其他題目可測量的共同特質愈多。可採用「KMO 與

Bartlett檢定」，KMO是「取樣適切性量數值」（Kaiser-Meyer-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之大小，作為判斷依據。當 KMO 值越大時，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之 KMO 值為.910 > .5，所以適合因素分析。Bartlett 的球形

考驗，顯著性為.000 < .05，達顯著水準，代表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因此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如表 3-9 所示。 

表 3-9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量數。 .910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180.503 

df 190 

顯著性 .000 

 

2、選擇適當方法，抽取出適當數目的共同因素。 

    抽取共同因素時，應把握住的原則是能保留最少的因素，但可以解釋最大的變異量

（王保進，1999）。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最常用的方法，

其目的及因素結構的簡單化，希望以最少的共同因素，能對總變異量作最大的解釋。因

此抽取的因素越少越好，但抽取因素之累積解釋的變異量則越大越好（吳明隆，2003）。 

 

3、選擇適當的轉軸方法 

 最大變異法（Varimax method）進行正交轉軸，並採用學者Kaiser所提的標準，保 

留特徵值大於1者，轉軸後進行因素分析且抽取具有共同因素負荷量的題項。因素分析

所抽取的三個因素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70.809%，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因素分析之結構

矩陣結果，如表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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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表 

元件 

初始特徵值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累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累積% 

1 11.552 57.762 57.762 4.942 24.710 24.710 

2 1.472 7.361 65.123 4.835 24.177 48.887 

3 1.137 5.685 70.809 4.384 21.921 70.809 

4 .996 4.979 75.787    

5 .730 3.650 79.437    

6 .536 2.681 82.119    

7 .508 2.542 84.660    

8 .451 2.255 86.916    

9 .418 2.089 89.005    

10 .357 1.784 90.789    

11 .304 1.521 92.309    

12 .270 1.350 93.659    

13 .258 1.289 94.948    

14 .230 1.148 96.097    

15 .196 .978 97.075    

16 .158 .789 97.864    

17 .134 .669 98.533    

18 .121 .604 99.137    

19 .095 .474 99.612    

20 .078 .388 100.000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4、檢驗所求得的因素是否與編製測驗的理論相符合，以確定所編製量表之構念效度 

    完成轉軸後，從表3-11可知，其中第1題在成份2、3之因素負荷量相近，第7題在成

份2、3之因素負荷量相近。王保進（1999）表示題項若同時在兩個以上的結構負荷量都

很高或相近時，將會造成解釋上的困難，較可行的做法是研究者根據當時編製測驗時，

該題目歸屬於哪一個因素，就將它歸於那一個因素。所以，研究者根據所編的問卷認為

第1題應歸類於第3類，而第7題應歸類於第3類。 

    但此三個因素與問卷原作者設定的四個層面不相符合。考量到因素分析的結果，將

原本設定的「生活滿意」和「工作成就」層面合併為「生活與工作滿意」；而另外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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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構面之下的題項與本問卷設定的因素題項與理論架構有些許出入，故依據因素負荷

量與題意，將其重新歸類。因此，將教師幸福感量表的三個層面調整為「正向情緒」、「樂

觀」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幸福感因素分析之結構矩陣結果，如下表3-11： 

表 3-11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矩陣表 

題號 題目 
元件 

1 2 3 

18 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 .770 .366 .114 

19 我的工作表現總能帶給我成就感 .721 .171 .410 

13 我的生活非常如意 .720 .358 .311 

12 我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 .701 .223 .420 

17 工作時我能帶給別人幸福 .616 .295 .477 

16 我能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好的影響 .610 .373 .308 

14 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602 .343 .324 

11 我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很滿意 .589 .388 .405 

15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569 .462 .143 

3 我常感到喜悅興奮 .320 .781 .239 

5 我常笑容滿面 .375 .777 .125 

4 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349 .750 .095 

2 我的心情大部分都很好 .313 .731 .301 

6 我對未來很樂觀 .217 .705 .372 

10 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 .370 .037 .776 

9 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 .338 .210 .776 

8 我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有目標 .179 .454 .732 

20 我能專注工作 .315 .218 .731 

1 我發現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是有趣的 .180 .592 .631 

7 我熱愛我的生活 .331 .573 .580 

 

（三）信度分析 

    因素分析完成後，為進一步瞭解問卷的可靠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考驗

問卷內容之內部一致性，數值愈高表示問卷內容之一致性愈大，反之，則愈小。一份信

度係數較佳的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在.80 以上，如果是分量表，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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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係數最好在.70以上（吳明隆，2003）。本量表所進行的內部一致性考驗，求得Cronbach’s 

α 值為.961，如表 3-12 所示。各題項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均未大於 .961，如表

3-13 所示，因此具有內部一致性。 

表 3-12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可靠性統計量表 

 

Cronbach's α 值 項目的個數 

.961 20 

 

 

表 3-13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之項目整體統計量表 

題號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尺

度變異數 
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1 68.97 149.593 .771 .958 

2 68.77 150.237 .747 .958 

3 69.04 150.824 .744 .958 

4 68.87 151.012 .656 .959 

5 68.87 150.954 .707 .959 

6 68.81 150.733 .711 .959 

7 68.64 147.160 .827 .957 

8 68.66 147.852 .743 .958 

9 68.59 147.406 .722 .959 

10 68.59 149.319 .638 .960 

11 69.06 150.287 .775 .958 

12 68.80 147.090 .757 .958 

13 68.93 149.285 .789 .958 

14 68.84 150.337 .710 .959 

15 69.17 151.275 .654 .959 

16 68.93 151.604 .720 .959 

17 69.03 148.463 .778 .958 

18 69.20 150.394 .705 .959 

19 68.93 149.430 .730 .959 

20 68.53 151.267 .688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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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社會支持量表 

    本問卷係採用古婷菊（2006）編製的「教師社會支持量表」，為求量表適用於新北

市國民中學教師，茲將量表加以預試，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效度分析。 

（一）項目分析 

    為確認「教師社會支持量表」題目的堪用程度，乃針對預試題目進行「項目分析」。

採用以下兩種方式作為編選題目之根據：1、極端組法──決斷值（Critical ratio，CR 值）；

2、單組法──題項與總分相關係數。綜合以上兩個方法加以分析，量表中 17 題具有鑑

別度。如表 3-14 所示： 

表 3-14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之項目分析表 

題目 t檢定 顯著性 
相關 

係數 

保留 

題目 

1.我能得到傾聽，當我痛苦時 4.801 .000
**

 .525
**

 ○ 

2.我能得到他人的鼓勵，當我失志時 6.062 .000
**

 .594
**

 ○ 

3.我能得到他人的安慰，當我心情不好時 5.137 .000
**

 .632
**

 ○ 

4.我能得到同理，當我訴說壓力時 5.405 .000
**

 .552
**

 ○ 

5.我的憤怒與挫折能得到他人的接納 8.497 .000
**

 .649
**

 ○ 

6.我能得到陪伴，使我面對困難時不會孤單無助 6.988 .000
**

 .714
**

 ○ 

7.我得到他人對我身心狀況的關懷 5.631 .000
**

 .628
**

 ○ 

8.我的表現能獲得讚美 10.286 .000
**

 .681
**

 ○ 

9.我能得到專業成長和進修的機會 6.301 .000
**

 .635
**

 ○ 

10.我能得到教學經驗分享的機會 6.481 .000
**

 .723
**

 ○ 

11.我能得到建設性的建議 6.988 .000
**

 .732
**

 ○ 

12.我能得到教學相關的有效資訊 9.218 .000
**

 .680
**

 ○ 

13.我能與他人經驗分享，探討事情的成因 8.450 .000
**

 .626
**

 ○ 

14.我能得到教學資源上的實質性協助 8.536 .000
**

 .750
**

 ○ 

15.我能得到他人提供的服務，當我需要時 7.231 .000
**

 .747
**

 ○ 

16.生活中能獲得他人在物品等實質性資源 7.038 .000
**

 .645
**

 ○ 

17.我能得到支援，當我急需金錢時 4.485 .000
**

 .489
**

 ○ 

* p<.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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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度分析 

    本量表之效度以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為主。本量表原有17題，再進行因素

分析後，其計算步驟一般為（王保進，1999）： 

1、求出一份測驗所有題目之相關係數矩陣，並根據相關矩陣估計每一個題目的共同性

（communality）。 

    本量表之KMO值為.815 > .5，所以適合因素分析。Bartlett的球形考驗，顯著性為.000 

< .05，達顯著水準，代表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因此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如表3-15

所示。 

表 3-15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之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量數。 .81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692.052 

df 136 

顯著性 .000 

 

2、選擇適當方法，抽取出適當數目的共同因素。 

    抽取共同因素時，應把握住的原則是能保留最少的因素，但可以解釋最大的變異量

（王保進，1999）。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最常用的方法，

其目的及因素結構的簡單化，希望以最少的共同因素，能對總變異量作最大的解釋。因

此抽取的因素越少越好，但抽取因素之累積解釋的變異量則越大越好（吳明隆，2003）。 

3、選擇適當的轉軸方法 

     最大變異法（Varimax method）進行正交轉軸，並採用學者 Kaiser 所提的標準，

保留特徵值大於 1 者，轉軸後進行因素分析且具共同因素負荷量的題項；再依因素負荷

量之多寡，刪除因素負荷量較低（<.75）的題目。 

    所抽取的三個因素共可解釋 63.527%的變異量，且所求得的因素與編製測驗的理論

相符合，故該量表在測量社會支持上，具有良好的構念效度。社會支持因素分析之結構

矩陣結果如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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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表 

元件 
初始特徵值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總數 變異數的 % 累積% 總數 變異數的 % 累積% 

1 7.311 43.008 43.008 4.652 27.364 27.364 

2 2.174 12.786 55.794 4.150 24.413 51.777 

3 1.315 7.733 63.527 1.998 11.750 63.527 

4 .927 5.450 68.977    

5 .900 5.293 74.271    

6 .798 4.695 78.966    

7 .545 3.205 82.171    

8 .520 3.056 85.227    

9 .447 2.630 87.857    

10 .403 2.371 90.229    

11 .378 2.221 92.449    

12 .323 1.899 94.348    

13 .303 1.783 96.132    

14 .212 1.247 97.379    

15 .203 1.194 98.572    

16 .152 .896 99.468    

17 .090 .532 100.000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4、檢驗所求得的因素是否與編製測驗的理論相符合，以確定所編製量表之構念效度 

    完成轉軸後，因素分析抽取的3個共同因素之成份分析表，其中第15題在成份1、3

之因素負荷量相近。王保進（1999）表示題項若同時在兩個以上的結構負荷量都很高或

相近時，將會造成解釋上的困難，較可行的做法是研究者根據當時編製測驗時，該題目

歸屬於哪一個因素，就將它歸於那一個因素。所以，研究者根據所編的問卷認為第15

題應歸類於第3類。 

    此三個因素與問卷原作者設定的三個層面相符合，但因素構面之下的題項8和題項

14與本問卷原先設定的層面有些許出入，故依據因素負荷量與題意，將這兩題重新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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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訊息性工具」。因此，將教師社會支持量表的三個層面正式命名為「訊息性支持」、

「情緒性支持」及「工具性支持」。教師社會支持因素分析之結構矩陣結果，如下表3-17： 

表 3-17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之轉軸後的因素負荷量矩陣表 

題目 
元件 

1 2 3 

14.我能得到教學資源上的實質性協助 .792 .160 .301 

 9.我能得到專業成長和進修的機會 .791 -.010 .193 

8.我的表現能獲得讚美 .773 .265 -.055 

12.我能得到教學相關的有效資訊 .749 .177 .152 

10.我能得到教學經驗分享的機會 .710 .221 .225 

13.我能與他人經驗分享，探討事情的成因 .661 .387 -.150 

11.我能得到建設性的建議 .650 .384 .187 

15.我能得到他人提供的服務，當我需要時 .584 .263 .522 

 3.我能得到他人的安慰，當我心情不好時 .196 .845 .000 

 4.我能得到同理，當我訴說壓力時 .104 .808 -.023 

 2.我能得到他人的鼓勵，當我失志時 .216 .741 .011 

 5.我的憤怒與挫折能得到他人的接納 .262 .691 .157 

 1.我能得到傾聽，當我痛苦時 .018 .658 .304 

 7.我得到他人對我身心狀況的關懷 .272 .635 .180 

 6.我能得到陪伴，使我面對困難時不會孤單無助 .317 .592 .368 

17.我能得到支援，當我急需金錢時 .033 .160 .808 

16.生活中能獲得他人在物品等實質性資源 .444 .056 .724 

（三）信度分析 

    信度就是量表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因素分析完成後，為進一步瞭解問卷的可靠性。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考驗問卷內容之內部一致性，數值愈高表示問卷內容之一

致性愈大，反之，則愈小。一份信度係數較佳的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

在.80 以上。如果是分量表，其信度係數最好在.70 以上（吳明隆，2003）。本量表所進

行的內部一致性考驗，求得 Cronbach’s α 值為 .904，如表 3-18 所示。因此具有內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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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 

表 3-18 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之可靠性統計量表 

Cronbach's α 值 項目的個數 

.904 17 

三、內外控信念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內外控信念量表」，主要採用古婷菊（2006）參考吳靜吉與吳子

輝（1975）依「洛氏內外控量表」（Rotter’s internl-External Control Scale）所共同修訂的

中譯本而編製成的量表。為求本量表適用於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故將此量表加以預試，

進行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相關說明如下： 

（一）項目分析 

    為確認「內外控信念量表」題目的堪用程度，乃針對預試題目進行「項目分析」。

採用以下兩種方式作為編選題目之根據：1、極端組法──決斷值（Critical ratio，CR 值）；

2、單組法──題項與總分相關係數。綜合以上兩個方法加以分析，量表中除了第 5 題外，

另外 10 題具有鑑別度，故刪除第 5 題。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內外控信念量表之項目分析表 

題目 t檢定 顯著 
相關 
係數 

保留 
題目 

1.  
A.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政治的興趣不夠。    

B.不管人們如何努力制止，戰爭是永遠會存在的。 
3.391 .002

**
 .369

**
 ○ 

2 

A.到頭來，人們仍會得到他們在這世界上應得的尊

敬。B.不幸的，無論一個人怎樣的努力，他的價值常

被忽視。 

4.329 .000
**

 .526
**

 ○ 

3 
A.不管你怎樣的努力，有些人就是不喜歡你。          

B.無法使別人喜歡他們的人，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        
2.705 .010

**
 .439

**
 ○ 

4 
A.成功是由努力下功夫所致，與運氣甚少，或絕無關

係。B.能得到好的工作，主要是得天時地利之便。 
3.256 .002

**
 .360

**
 ○ 

5 

A.普通老百姓能對政府的決策發生影響。            

B.世界是由當權的少數人所統治，一般小老百姓實在

無能為力，發揮不了什麼作用。 

1.765 .085 .306
*
 ╳ 

 



 

70 

 

表 3-19 （續） 

6 

A.誰能成為老闆，往往是靠誰運氣好，能先佔地利。    

B.能使一個人事情做得對，是靠能力，與運氣甚少，

或毫無關係。 

5.122 .000
**

 .557
**

 ○ 

7 

A.以世界大事而言，我們大部分都成為我們所無法瞭

解，也無法控制的犧牲者。                         

B.積極的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人們就能控制世界大

事。 

9.349 .000
**

 .708
**

 ○ 

8 
A.很難知道一個人是否真的喜歡你。                

B.你的朋友有多少，是根據你的人有多好而定。 
4.494 .000

**
 .536

**
 ○ 

9 

A.只要有足夠的努力，我們就能掃除政治腐敗。       

B.政客在位所作所為，一般人無能為力，很難發生制

裁作用。 

5.755 .000
**

 .578
**

 ○ 

10 

A.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對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無能

為力。                                            

B.我無法相信，機會或運氣在我生命中佔重要的地位。 

4.291 .000
**

 .453
**

 ○ 

11 

A.人們寂寞，是由於他們未曾努力友善待人。         

B.極為努力討好別人是沒多大用處的，如果他們要喜

歡你，他們就喜歡你了。 

5.432 .000
**

 .591
**

 ○ 

* p<.05  ** p < .01 

 

（二）信度分析 

    信度就是量表的可靠性和穩定性，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係數來考驗問卷內容之內

部一致性，數值愈高表示問卷內容之一致性愈大，反之，則愈小。一份信度係數較佳的

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在.80以上，如果是分量表，其信度係數最好在.70

以上（吳明隆，2003）。本量表所進行的內部一致性考驗，求得Cronbach’s α值如表3-20

所示。未刪題前的Cronbach’s α值為 .689。但刪除第5題後的Cronbach's α值提高為 .706。

又發現若刪掉第4題，Cronbach's α值提高到.708，各題項刪除時的Cronbach's α值均未大

於 .708，如表3-21所示，因此具有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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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內外控信念量表之可靠性統計量表 

Cronbach's α 值 項目的個數 

.708 9 

 

表 3-21 內外控信念量表之項目整體統計量表 

題號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變異數 

修正的項目總

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1 4.33 4.717 .233 .707 

2 4.94 4.345 .370 .686 

3 4.46 4.397 .319 .695 

6 4.89 4.248 .387 .683 

7 4.53 3.876 .580 .643 

8 4.56 4.105 .433 .673 

9 4.63 4.063 .438 .672 

10 4.57 4.393 .274 .705 

11 4.59 4.159 .395 .681 

 

（三）正式量表內容與計分 

    依據以上項目分析與信度考驗，刪除第4、5題，共9題成為正式量表。計分時，以

外控信念計分，總得分最高為9分，最低為0分，分數越高則表示越外控。內外控信念量

表正式計分標準表，如表3-22所示： 

表 3-22 內外控信念量表之正式計分標準表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答案 B B A A A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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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分為蒐集調查對象資料、印製正式調查問卷、寄發問卷、回收與催

覆問卷、登錄資料與檢核、處理資料等六階段，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蒐集調查對象資料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學教師，經抽樣完成後，預先蒐集樣本學校

的資料，如聯絡電話、通訊地址與聯繫可協助發放問卷之負責人（教務主任或教學組長

等），以便日後聯繫與問卷的寄發。 

貳、印製調查問卷 

透過網路找到問卷原作者古婷菊（2006）的服務學校後，寄出請託函及問卷使用授

權書，請古婷菊本人簽名後寄回。收到問卷使用授權書後，印製問卷及準備發放。 

參、寄發、回收與催覆問卷 

以掛號方式將正式問卷寄達至樣本學校，進行正式問卷施測。為方便填答者作答與

提高問卷之回收率，隨函附上請託函、禮券以及回郵信封。正式問卷填答時間自2013

年5月2日至5月30日止，於6月6日完成問卷回收，共發出765份問卷，計35所學校，回收

533份問卷。 

肆、登錄資料與檢核 

    問卷回收後，先將資料做初步的檢視與整理，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505 份，

故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5.88%。再將可用之問卷進行資料的編碼、登錄與建檔，最後進

行整體檢核，以確認資料輸入無誤。本研究樣本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表，如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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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樣本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表 

變項 組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76 34.9 

女性 329 65.1 

婚姻狀態 
已婚 308 61.0 

未婚 197 39.0 

最高學歷 

一般大學 163 32.3 

師大、師院(含教育大學) 98 19.4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 244 48.3 

服務年資 

5 年以下 108 21.4 

6-10 年 96 19.0 

11-15 年 93 18.4 

16-20 年 110 21.8 

21(含)年以上 98 19.4 

擔任職務 

教師兼行政人員(主任、組長) 170 33.7 

導師 208 41.2 

專任教師 127 25.1 

任教領域 

語文 148 29.3 

數學 75 14.9 

社會 62 12.3 

自然與生活科技 74 14.7 

體育與健康 55 10.9 

藝術與人文 31 6.1 

綜合領域 60 11.9 

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 8 1.6 

13-44 班 112 22.2 

45-62 班 108 21.4 

63 班(含)以上 277 54.9 

人格特質 
內控型 224 44.4 

外控型 281 55.6 

伍、處理資料 

問卷回收與登錄完成後，依研究目的選取適切的統計方法，運用 SPSS 20.0 統計軟

體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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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分為問卷調查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方法兩部分，並採用 SPSS 

20.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以為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之參照。茲分述如下： 

壹、統計分析方法 

一、百分比（proportions）、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用以分析受試者的基本資料，了解有效樣本中教師背景變項之分布情形。 

二、平均數（mean）與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用以瞭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及各層面得分情形。 

三、t 檢定（t-test） 

本研究擬針對正式問卷施測結果，以 t 檢定瞭解不同性別、婚姻狀態、內外控人格

特質之受試者，在「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問卷得分之差異情形，並考驗其在各

項得分的差異情形。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背景變項中的教師之個人背景變項（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

學校規模）及社會支持為研究的自變項，而「教師幸福感」則為研究的依變項，進行單

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分析其平均差異，以瞭解受試者在「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

福感」的知覺差異情形，是否達到顯著性。若不同受試者之看法達顯著差異（p＜.05），

則進一步以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 

五、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考驗架構中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與社會支持類型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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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六、逐步多元迴歸（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用以分析各預測變項（自變項）對受試者的幸福感（依變項）是否具有預測力，並

採用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來處理變項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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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在分析與討論「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問卷」的調查結果。本章共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分析。第二節為分析說明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對於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影響。第

三節為探討國民中學教師的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的預測力。 

第一節 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本節調查新北市 505 名國民中學教師的資料加以分析，由表 4-1 得知，新北市國民

中學教師之幸福感的整體情形。 

壹、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教師幸福感包含三個層面，分別為「生活與工作滿意」、「樂觀」、「正向情緒」。此

三層面或整體得分愈高，代表其幸福感情形愈佳，反之則表示幸福感情形愈差。茲分析

與討論如下： 

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現況分析 

由表 4-1 可知，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各題平均得分為 3.54 分，顯示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幸福感情形屬於中上程度。其次各層面平均數介於 3.45 至 3.67 之間，得分高低依

序為：「樂觀」（Ｍ＝3.67）、「正向情緒」（Ｍ＝3.49）、「生活與工作滿意」（Ｍ＝3.45）。 

表 4-1 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分析表 

層  面 題數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與工作滿意 9 3 3.45 .86 

正向情緒 5 2 3.49 .88 

樂觀 6 1 3.67 .91 

幸福感整體分析 20  3.5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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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研究結果與陳鈺萍（2004）、古婷菊（2006）、陳銀卿（2007）、陳柏青（2007）、

蔡明霞（2008）、王冠堯（2009）、蕭惠文（2009）、蔣其芳（2010）、徐美雯（2011）等

結果相符。如表 4-2 所示，進一步探究幸福感各層面而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

以「樂觀」層面感受最深，例如：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得分第一）、我能專

注工作（得分第二）、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得分第三）。而「正向情緒」層面屬於中

等程度，例如：我的心情大部分都很好（得分第八）。另外，「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我

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得分第五）的得分較高，但「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

過我想要的生活」及「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卻為最低分。本研究認為，可能是教師

工作身心負荷量太高，以致許多既定的工作目標受到時空延宕而難以實現。但老師的薪

資待遇比起其他職業相對穩定，故即使在工作上無法施展，但仍可維持一定生活水平。 

表 4-2 新北市教師幸福感量表之各題平均數排序表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0 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 3.89 0.92 1 

20 我能專注工作 3.78 0.87 2 

9 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 3.77 0.94 3 

8 我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有目標 3.69 0.94 4 

7 我熱愛我的生活 3.67 0.93 5 

12 我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 3.62 0.84 6 

14 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3.58 0.85 7 

2 我的心情大部分都很好 3.55 0.84 8 

6 我對未來很樂觀 3.51 0.92 9 

1 我發現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是有趣的 3.50 0.82 10 

4 我常笑容滿面 3.50 0.90 10 

5 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3.50 0.91 10 

13 我的生活非常如意 3.50 0.85 10 

19 我的工作表現總能帶給我成就感 3.48 0.87 14 

16 我能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好的影響 3.47 0.86 15 

17 工作時我能帶給別人幸福 3.46 0.86 16 

11 我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很滿意 3.38 0.86 17 

3 我常感到喜悅興奮 3.37 0.83 18 

15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3.26 0.92 20 

18 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 3.26 0.8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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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幸福感與背景變項、人格特質、 

社會支持的關係 

本節旨在分析及探討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依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

緒、樂觀等三個層面之實際情形加以分析，並綜合討論研究發現與文獻探討的異同，茲

分述如下： 

壹、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幸福感之差異情形分析 

針對不同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與學校規模

進行分析，以瞭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差異情形，茲分析如下。 

一、不同性別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性別教師對學校經營策略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3。 

表 4-3 不同性別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活與工作 

滿意 

男 176 32.14 6.88 
2.848** 

女 329 30.40 5.97 

正向情緒 
男 176 18.12 3.96 

3.003** 
女 329 17.05 3.74 

樂觀 
男 176 22.80 5.11 

2.693** 
女 329 21.64 4.27 

總量表 
男 176 73.27 15.16 

3.012** 
女 329 69.40 12.99 

**P＜.01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性別之教師知覺幸福感整體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t=3.012、

P=.003＜.01），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性別之教師在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

（t=2.848、P=.005＜.01）、正向情緒層面（t=2.981、P=.007＜.01）、樂觀層面（t=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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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1），均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教師對幸福感的知覺具有顯著的差異

情形。 

此結果與陳慧姿（2007）、謝玫芸（2008）、江亭瑩（2013）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但與其他學者的幸福感性別並無差異的研究結果不同（方暄涵，2010；古婷菊，2006；

邱雅惠，2007；周碩政，2008；侯辰宜，2007；詹宜真，2012）。究其原因，女教師為

職業婦女，在教學工作的自我要求較為細膩，容易將全副精神投注在學生上，往往因為

學生的偶發事件而導致一整天的情緒勞務增加，回到家又必須處理家務，常常導致蠟燭

多頭燒之狀況，折損了幸福感。男教師在學校的人數較少，因此，男教師間的互動網絡

更為密切，而較能在團體間自得其樂。因此，女教師的幸福感低於男教師。 

二、不同婚姻狀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婚姻狀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4。 

表 4-4 不同婚姻狀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活與工作 

滿意 

已婚 308 31.43 6.38 
1.866 

未婚 197 30.35 6.26 

正向情緒 
已婚 308 17.79 3.88 

2.722** 
未婚 197 16.84 3.74 

樂觀 
已婚 308 22.30 4.64 

1.547 
未婚 197 21.65 4.53 

總量表 
已婚 308 71.79 14.03 

2.122* 
未婚 197 69.11 13.56 

*
P＜.05  

**
P＜.01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婚姻狀態之教師知覺幸福感整體（t=2.122、P=.034<.05）及

在正向情緒層面（t=2.722、P=.007＜.01）達顯著差異，在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t=1.866、

P=.063>.05）及樂觀層面（t=1.547、P=.123>.05），未有顯著差異。 

由此可知，不同婚姻狀態的教師幸福感整體達顯著差異與吳淑敏（2003）、侯辰宜

（2007）、謝玫芸（2008）、黃惠玲（2008）、曾艾岑（2009）、王敘馨（2010）、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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蓎諼（2010）、李連成（2011）、楊馥如（2012）、溫妃玲（2012）等研究結果相同。

另外在「正向情緒層面」已婚教師的幸福感高於未婚教師。究其原因，有家庭資源的支

持及心靈歸屬的寄託使得已婚教師能夠適時排遣負面情緒，並促進正向情緒的滋長，進

而提升幸福的層次。因此，已婚教師在正向情緒的分數上高於未婚教師。 

三、不同最高學歷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最高學歷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5。 

表 4-5 不同最高學歷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最高學歷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
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
滿意 

(1)一般大學 163 30.89 6.62 組間 505.14 2 252.57 6.399** 3>2 

(2)師大、師院 98 29.15 6.06 組內 19814.83 502 39.47   

(3)碩、博士 244 31.83 6.14 總和 20319.97 504    

總和 505 31.01 6.35       

正向
情緒 

(1)一般大學 163 17.27 3.79 組間 202.77 2 101.38 7.01** 3>2 

(2)師大、師院 98 16.30 4.24 組內 7260.39 502 14.46   

(3)碩、博士 244 17.98 3.63 總和 7463.16 504    

總和 505 17.42 3.85       

樂觀 

(1)一般大學 163 22.05 4.77 組間 193.45 2 96.72 4.627* 3>2 

(2)師大、師院 98 20.86 4.98 組內 10494.51 502 20.91   

(3)碩、博士 244 22.52 4.26 總和 10687.95 504    

總和 505 22.05 4.61       

總量表 

(1)一般大學 163 70.50 14.17 組間 2471.96 2 1235.98 6.541** 3>2 

(2)師大、師院 98 66.63 14.21 組內 94855.60 502 188.96   

(3)碩、博士 244 72.56 13.26 總和 97327.56 504    

總和 505 70.75 13.90       

*
P＜.05 

**
P＜.01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在幸福感整體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F=6.541、

P=.002<.01）。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在生活與工作滿意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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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F=6.399、P=.002＞.05）、正面情緒層面（F=7.01、P=.001＞.01）、樂觀層面（F=4.627、

P=.01＞.05），也都均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最高學歷之教師對幸福感有顯著的差異。 

經過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研究所以上（碩、博士）教師

在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均高於師範院校（師大、師院）教師，此研究結果與蔡明霞（2008）、

鍾偉晉（2009）、李連成（2011）、詹宜真（2012）的研究發現類似。推究其因，研究

所以上老師在專業領域的追求上精益求精，故能在生活和工作上提升為更上乘的滿意度。

一旦獲致成就感，教師自身的正向情緒和樂觀程度也必定增加。而且研究所以上學歷的

教師薪資較大學畢業學歷的教師來得高，在雷同的工作項目之下，所得較高者，當然也

擁有較高的幸福感。在本研究中值得關注的是，一般大學畢業的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和各

層面的得分均比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來得高，此發現與詹宜真（2012）研究結果相同。

為何師範院校畢業的教師的幸福感會是得分最低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深入探討。 

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6。 

表 4-6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對學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服務年資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 

滿意 

(1)5 年以下 108 30.35 6.44 組間 426.26 4 106.56 2.678* 3>2 

(2)6-10 年 96 29.80 5.56 組內 19893.71 500 39.79   

(3)11-15 年 93 32.16 6.12 總和 20319.97 504    

(4)16-20 年 110 30.78 7.05       

(5)21年以上 98 32.07 6.15       

總和 505 31.01 6.35       

正向 

情緒 

(1)5 年以下 108 16.95 3.90 組間 150.95 4 37.74 2.581* 5>2 

(2)6-10 年 96 16.79 3.53 組內 7312.21 500 14.62   

(3)11-15 年 93 17.91 3.30 總和 7463.16 504    

(4)16-20 年 110 17.29 4.40       

(5)21年以上 98 18.23 3.79 
 

     

總和 505 17.42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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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續） 

樂觀 

(1)5 年以下 108 21.62 5.04 組間 194.65 4 48.66 2.319  

(2)6-10 年 96 21.32 4.45 組內 10493.31 500 20.99   

(3)11-15 年 93 22.71 3.61 總和 10687.95 504    

(4)16-20 年 110 21.75 5.33       

(5)21年以上 98 22.92 4.05       

總和 505 22.05 4.61       

總量表 

(1)5 年以下 108 69.15 14.38 組間 2131.76 4 532.94 2.799* 5>2 

(2)6-10 年 96 68.22 12.67 組內 95195.79 500 190.39   

(3)11-15 年 93 72.97 12.28 總和 97327.56 504    

(4)16-20 年 110 70.18 15.87       

(5)21年以上 98 73.51 13.04       

總和 505 70.75 13.90       

*
P＜.05 

**
P＜.01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平均數達到顯著差異（F=2.799、

P=.0026＜.05）。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在生活與工作滿意

層面（F=2.678、P=.031＜.05）及正向情緒層面（F=2.581、P=.037＜.05）均達顯著水準。

其中，樂觀層面（F=2.319、P=.056>.05），無顯著差異情形。 

經過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任教 11-15 年教師在「生活與

工作滿意」層面高於任教 6-10 年。在「幸福感整體」和「正向情緒」層面上，任教 21

年以上教師高於任教 6-10 年的教師。此研究結果與陳鈺萍（2004）、侯辰宜（2007）、

陳柏青（2007）、謝玫芸（2008）、曾艾岑（2009）、楊馥如（2012）及詹宜真（2012）

等相符。從研究結果可知，任教 6-10 年的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和各層面的得分都是最低

的。究其原因，此任教 6-10 年的教師剛擺脫初任教師的青澀成為學校最主力的生力軍，

各種業務的推展都責無旁貸，恐正好進入職業倦怠期而內外交迫。再加上又面臨了而立

之年的人生轉捩點，婚嫁、購屋、生育及生涯規劃的選擇與壓力接踵而至，青黃不接的

狀況無法像資深老師般游刃有餘，只能陷入心有餘而力不足之窘境，更遑論高幸福感呢？

而任教 21 年以上的教師幸福感整體最高，因為在教材教法、班級經營及人生閱歷上都

已駕輕就熟，孩子也大多長大自主了，因此較能以幸福的心情面對生活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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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7。 

表 4-7 不同擔任職務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擔任職務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滿
意 

(1)教師兼行政 170 31.56 7.13 組間 116.84 2 58.42 1.452 n.s. 

(2)導師 208 30.46 5.78 組內 20203.13 502 40.25   

(3)專任教師 127 31.17 6.10 總和 20319.97 504    

總和 505 31.01 6.35       

正向 

情緒 

(1)教師兼行政 170 17.76 4.03 組間 78.16 2 39.08 2.656 n.s. 

(2)導師 208 16.95 3.76 組內 7385.01 502 14.71   

(3)專任教師 127 17.73 3.69 總和 7463.16 504    

總和 505 17.42 3.85       

樂觀 

(1)教師兼行政 170 22.25 4.92 組間 48.80 2 24.40 1.151 n.s. 

(2)導師 208 21.68 4.58 組內 10639.15 502 21.19   

(3)專任教師 127 22.37 4.19 總和 10687.95 504    

總和 505 22.05 4.61       

總量表 

(1)教師兼行政 170 71.71 15.47 組間 628.77 2 314.38 1.632 n.s. 

(2)導師 208 69.41 13.00 組內 96698.79 502 192.63   

(3)專任教師 127 71.65 12.99 總和 97327.56 504    

總和 505 70.75 13.90       

*P＜.05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擔任職務之教師在幸福感整體的平均數未達到顯著差異

（F=1.632、P=.197>.05）。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擔任職務之教師在生活與

工作滿意層面（F=1.452、P=.235>.05）、正向情緒層面（F=2.656、P=.071>.05）、樂

觀層面（F=1.151、P=.317>.05）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擔任職務之教師對幸福感的

知覺並未具有顯著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與陳鈺萍（2004）、侯辰宜（2007）、黃惠玲

（2008）、謝玫芸（2008）、曾艾岑（2009）、陳蓎諼（2010）、林萃芃（2011）、向

翠瑛（2012）及楊馥如（2012）等相符合。推究原因，在十二年國教實施、多元入學進

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少子化衝擊、精進教學及提升學校效能等教育浪潮下，對國民

中學教師而言，現在「教書」只是基本配備。如何多元增能以扶弱拔尖學生的各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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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責無旁貸的當務之急。行政人員首當其衝，必須因應紛呈的教育改革，擔綱政策與

親師生間的橋梁；導師每天面對層出不窮的班級經營事務就已經分身乏術，更何況還有

教材教法得顧及；專任教師要配合學校發展社群對話或支援學校的亮點特色發展，還有

繁冗的課務要進行……各有各的困境，也就在幸福感上沒有顯著差異了。 

六、不同任教領域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任教領域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8。 

表 4-8 不同任教領域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校規模 
樣本
數 

平均數 
標準
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 

滿意 

(1)語文 148 30.36 6.29 組間 492.26 6 82.04 2.061 n.s. 

(2)數學 75 32.75 6.01 組內 19827.71 498 39.82   

(3)社會 62 30.69 6.47 總和 20319.97 504    

(4)自然與生活科技 74 31.16 6.50       

(5)體育與健康 55 31.25 6.47       

(6)藝術與人文 31 28.65 7.21       

(7)綜合領域 60 31.57 5.63       

總和 505 31.01 6.35       

正向 

情緒 

(1)語文 148 16.84 3.87 組間 146.31 6 24.38 1.66 n.s. 

(2)數學 75 18.00 3.72 組內 7316.86 498 14.69   

(3)社會 62 17.63 3.69 總和 7463.16 504    

(4)自然與生活科技 74 17.78 4.10       

(5)體育與健康 55 17.55 3.95       

(6)藝術與人文 31 16.26 3.90       

(7)綜合領域 60 17.95 3.54       

總和 505 17.42 3.85       

樂觀 

(1)語文 148 21.39 4.63 組間 187.37 6 31.23 1.481 n.s. 

(2)數學 75 22.95 4.49 組內 10500.59 498 21.09   

(3)社會 62 22.05 4.32 總和 10687.95 504    

(4)自然與生活科技 74 22.07 4.83       

(5)體育與健康 55 22.42 4.82       

(6)藝術與人文 31 21.06 5.07       

(7)綜合領域 60 22.68 4.11       

總和 505 22.05 4.61       



 

86 

 

表 4-8（續） 

總量表 

(1)語文 148 68.97 13.78 組間 2080.13 6 346.69 1.813 n.s. 

(2)數學 75 74.05 13.39 組內 95247.43 498 191.26   

(3)社會 62 70.58 13.56 總和 97327.56 504    

(4)自然與生活科技 74 71.27 14.45       

(5)體育與健康 55 71.31 14.53       

(6)藝術與人文 31 66.32 15.33       

(7)綜合領域 60 72.30 12.46       

總和 505 70.75 13.90       

*
P＜.05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任教領域之教師在幸福感整體的平均數未達到顯著差異

（F=1.813、P=.095>.05）。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任教領域之教師在生活與

工作滿意層面（F=2.061、P=.056>.05）、正向情緒層面（F=1.66、P=.129>.05）、樂觀

層面（F=1.481、P=.183>.05），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任教領域之教師對幸福感的

知覺並未具有顯著的差異情形。此研究結果與古婷菊（2006）一致。 

從研究結果可知，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整體及各層面幸福感平均數都是最低的，而語

文領域都是第二低，顛覆了主科教師的升學壓力較大而導致幸福感低落的既定印象，反

倒是最彈性自由的藝文領域幸福感最低，原因有待深究。而各科未達顯著差異，究其原

因，可能是現在都強調正常化教學，每個領域也都必須接受教育改革的洗禮。十二年國

教適性揚材及多元進路的架構底下，各領域教師各司其職，負擔也就沒有孰輕孰重了。 

七、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9。 

表 4-9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學校規模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 

滿意 

(1)12 班(含)以下 8 35.00 3.70 組間 505.31 3 168.44 4.259** 4>2 

(2)13-44 班 112 29.46 6.14 組內 19814.66 501 39.55   

(3)45-62 班 108 30.77 5.82 總和 20319.97 504    

(4)63 班以上 277 31.61 6.57       

總和 505 31.01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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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續） 

正向
情緒 

(1)12 班(含)以下 8 18.75 2.49 組間 201.58 3 67.19 4.636** 4>2 

(2)13-44 班 112 16.34 3.81 組內 7261.58 501 14.49   

(3)45-62 班 108 17.31 3.69 總和 7463.16 504    

(4)63 班以上 277 17.87 3.88       

總和 505 17.42 3.85       

樂觀 

(1)12 班(含)以下 8 25.88 1.96 組間 252.89 3 84.30 4.047** 1>2 

(2)13-44 班 112 21.09 5.14 組內 10435.06 501 20.83   

(3)45-62 班 108 21.90 4.18 總和 10687.95 504    

(4)63 班以上 277 22.38 4.51       

總和 505 22.05 4.61       

總量表 

(1)12 班(含)以下 8 79.88 6.49 組間 2643.38 3 881.13 4.662** 4>2 

(2)13-44 班 112 67.12 14.22 組內 94684.18 501 188.99   

(3)45-62 班 108 70.43 12.48 總和 97327.56 504    

(4)63 班以上 277 72.08 14.15       

總和 505 70.75 13.90       

**P＜.01 

由表中資料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知覺幸福感整體的平均數達顯著差異

（F=4.662、P=.003＜.01），且由各層面的統計結果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在生活

與工作滿意層面（F=4.259、P=.006＜.01）、正向情緒層面（F=4.636、P=.003＜.01）、

樂觀層面（F=4.047、P=.007 < .01）均達顯著水準，表示學校規模之教師對幸福感的知

覺具有顯著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與蔡明霞（2008）及向翠瑛（2012）相似。 

經過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學校規模在 63 班以上的學校在

「整體幸福感」、「生活與工作滿意」與「正向情緒」層面都高於 13-44 班的學校。學

校規模 12 班以下的學校在「樂觀」層面上高於 13-44 班的學校。整體而言，學校規模

13-44 班的學校幸福感最低。究其原因，新北市幅員廣大，城鄉差異極大。學校規模 63

班以上的學校通常位於都會區，擁有：家長社經背景較高、學生素質較好、學校經費預

算較有餘裕、人力資源充足等相對優勢的條件，而且較沒有減班超額的壓力，教師的幸

福感理應比較高。反觀 13-44 班的學校相形見絀，亟需努力發展校本特色及提升學生成

果以招徠家長青睞，又必須克服校內人力不足之窘迫，教師的負擔應運加重，可能是幸



 

88 

 

福感偏低之因。值得一提的是，12 班以下的偏遠小校在各項得分上均為最高，推敲其

因，也許是教師人數少，全校儼然成為一個大家庭，教師間凝聚力甚高，而且偏遠小校

較能拋開傳統升學包袱，戮力發展學校特色找出自身亮點，而提升教師之歸屬感、成就

感及幸福感。 

八、不同內外控人格特質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不同內外控人格特質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如表 4-10。 

表 4-10 不同內外控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活與工作 

滿意 

內控 224 32.44 6.09 
.000

***
 

外控 281 29.87 6.33 

正向情緒 
內控 224 18.08 3.66 

.001
**

 
外控 281 16.90 3.92 

樂觀 
內控 224 22.81 4.55 

.001
**

 
外控 281 21.43 4.57 

總量表 
內控 224 73.56 13.45 

.000
***

 
外控 281 68.51 13.86 

**
P＜.01  

***
P＜.001 

在內外控量表中，得分 0-4 分為內控組、5-9 分為外控組。在有效問卷 505 份中，

內控人數為 224 人，佔整體 44.4%；外控人數為 281 人，佔整體 55.6%。 

從表中的平均數得知，「幸福感整體」的總平均數，內控型教師為 73.56，外控型

教師為 68.51，內控型教師的幸福感整體較高。進一步 t 檢定，兩者之間達顯著差異

（t=.000<.001），可知不同人格特質教師的幸福感有所差異。研究結果與陸洛（1998a）

與古婷菊（2006）相同。 

內外控型教師在幸福感總量表和各層面均達顯著差異，內控型分數皆高於外控型。

推究原因，內控型教師的想法傾向認為事件的後果是由自己的能力、屬性等造成的，即

可靠自身力量加以控制或預測。因此，內控型教師較能正向思考，不歸因於外在不可抗

力之因素，幸福感也就較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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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同社會支持程度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本研究將國民中學教師在教師社會支持量表上的得分，以前後 33.3%受試者的得分

為分組點，共分為三組，分別為：低社會支持（低分組）、中社會支持（中分組）及高

社會支持（高分組）。不同社會支持程度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

如表 4-11。由表可知，高社會支持程度的總平均數最高為 75.96，其次為中社會支持度的

72.11，最低為低社會支持度的 63.54。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社會程度的國民中

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層面是否有顯著差異。若有顯著差異，再利用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 

表 4-11 不同社會支持程度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社會支持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事後 

比較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生活 

與 

工作滿意 

(1)低社會支持 159 27.48 5.33 組間 3273.54 2 1636.77 48.201
***

 3>2>1 

(2)中社會支持 171 31.57 5.56 組內 17046.43 502 33.96   

(3)高社會支持 175 33.67 6.48 總和 20319.97 504    

總和 505 31.01 6.35       

正向情緒 

(1)低社會支持 159 15.62 3.62 組間 838.02 2 419.01 31.749
***

 3>2>1 

(2)中社會支持 171 17.76 3.48 組內 6625.14 502 13.20   

(3)高社會支持 175 18.73 3.79 總和 7463.16 504    

總和 505 17.42 3.85       

樂觀 

(1)低社會支持 159 20.10 4.19 組間 951.14 2 475.57 24.519
***

 3>2>1 

(2)中社會支持 171 22.47 4.00 組內 9736.82 502 19.40   

(3)高社會支持 175 23.39 4.94 總和 10687.95 504    

總和 505 22.05 4.61       

總量表 

(1)低社會支持 159 63.54 11.84 組間 13330.46 2 6665.23 39.834
***

 3>2>1 

(2)中社會支持 171 72.11 12.06 組內 83997.09 502 167.33   

(3)高社會支持 175 75.96 14.60 總和 97327.56 504    

總和 505 70.75 13.90       

***P＜.001 

    從表 4-11 得知，不同社會支持度之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F=39.834、P=.000

＜.001）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F=48.201、P=.000＜.001）、「正向情緒」層面

（F=31.749、P=.000＜.001）和「樂觀」（F=24.519、P=.000 < .001）層面的平均數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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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且再經由雪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高社會支持的教師

幸福感高於中社會支持教師，高於低社會支持教師。此研究結果與許多實證研究相同（古

婷菊，2006；巫雅菁，2001；施建彬，1995；陸洛，1998a；陳鈺萍，2004；曾豔秋，

2002）。推究原因，國外 Griffith, Steptoe 和 Cropleyz 研究發現適應能力與社會支持的

提升，不僅可以緩和壓力增加幸福感，也會影響教師對環境壓力的評價（引自陳鈺萍，

2004）。因此，教師若缺乏社會支持，在面對問題或困擾時沒有宣洩的出口及依靠的支

柱時，幸福感將每況愈下，嚴重影響到身心健康。 

十、不同社會支持類型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差異情形分析 

    本研究探討不同社會支持類型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以皮爾遜績差相關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加以考驗，結果如表 4-12。 

（一）不同社會支持類型之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整體相關分析 

    根據表 4-12，訊息性支持、情緒性支持及工具性支持與幸福感整體呈現顯著正相關。

訊息性支持與幸福感整體的相關為 r=.337；情緒性支持與幸福感整體的相關為 r=.419;

工具性支持與幸福感整體的相關為 r=.348。表示訊息性支持、情緒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

越高，則幸福感也越高。其中以「情緒性支持」最為相關。 

表 4-12 不同社會支持類型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之相關係數 

層面名稱 訊息性支持 情緒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 

生活與工作滿意 .346** .440** .387** 

正向情緒 .314** .360** .320** 

樂觀 .296** .369** .273** 

總量表 .337** .419** .348**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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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社會支持類型之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各層面的相關分析 

1、從幸福感的「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來看： 

    最高為和「情緒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440，其次為和「工具性支持」」的相關係

數 r=.387，最低為和「訊息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346。由此可知，「情緒性支持」與

幸福感的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最具相關。另外，此三種類型的社會支持越高，則國民中

學教師幸福感的生活與工作層面也越高。 

2、從幸福感的「正向情緒」層面來看： 

    最高為和「情緒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360，其次為和「工具性支持」」的相關係

數 r=.320，最低為和「訊息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314。由此可知，「情緒性支持」與

幸福感的正向情緒層面最具相關。另外，此三種類型的社會支持越高，則國民中學教師

幸福感的正向情緒層面也越高。 

3、從幸福感的「樂觀」層面來看： 

    最高為和「情緒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369，其次為和「訊息性支持」」的相關係

數 r=.296，最低為和「工具性支持」的相關係數 r=.273。由此可知，「情緒性支持」與

幸福感的樂觀層面最具相關。另外，此三種類型的社會支持越高，則國民中學教師幸福

感的樂觀層面也越高。 

    綜合上述，不同社會支持類型與不同的幸福感層面皆具有正相關，此研究結果與胡

中宜（1997）、羅凱南（2001）、李素菁（2002）、陳鈺萍（2004）和古婷菊（2006）

相符合。 

貳、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將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不同人格特質、不同社會支持度，

對於新北巿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整體與各層面的知覺差異情形，整理如表 4-13 所示。 



 

92 

 

表 4-13 不同個人背景教師對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看法差異情形分析整理 

層面 

背景變項 

整體 
幸福感 

生活與 
工作滿意 

正向情緒 樂觀 統計考驗 

性別 

1.男性  

2.女性 

3.012** 2.848** 3.003** 2.693** t-test 

婚姻狀態 

1.已婚  

2.未婚 

2.122* 1.866 2.722** 1.547 t-test 

最高學歷 

1.一般大學  

2.師範院校 

3.博、碩士 

3>2 3>2 3>2. 3>2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服務年資 

1.5 年以下 

2.6-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5>2 3>2 5>2. n.s.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擔任職務 

1.教師兼行政  

2.導師 

3.專任教師 

n.s. n.s. n.s. n.s.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任教領域 

1.語文 2.數學 3.社會 

4.自然與生活科技 

5.體育與健康 

6.藝術與人文 

7.綜合領域 

n.s. n.s. n.s. n.s.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學校規模 

1.12 班以下  

2.13-44 班 

3.45-62 班   

4.63 班以上 

4>2 4>2 4>2 1>2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人格特質 

1.內控 

2.外控 

.000*** 

1>2 

.000*** 

1>2 

.001** 

1>2 

.001** 

1>2 
t-test 

社會支持程度 

1.低社會支持 

2.中社會支持 

3.高社會支持 

3>2>1 3>2>1 3>2>1 3>2>1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社會支持類型 

1.訊息性支持 .337** .346** .314** .296** 皮爾遜績差 

相關分析 2.情緒性支持 .419** .440** .360** .369** 

3.工具性支持 .348** .387** .320**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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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背景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 

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的預測力 

本節係以九個幸福感相關因素為自變項，預測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之幸福感。應用

逐步多元迴歸法（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來進行預測分析。 

自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態、最高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

模、內外控人格特質及社會支持程度共九個主要變項投入作為預測變項，並分別以幸福

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及樂觀等三個層面為效標變項，應用逐步多元迴

歸法（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來進行聯合預測分析。此模式是採順向選擇法與反

向淘汰法的綜合，根據對模式的最大貢獻者，挑選預測變項進入迴歸模式中，並在每一

步驟中，再經過反淘汰法的考驗，以決定變項的去留，有關類別變項的轉換則以虛擬變

項方法投入。 

壹、對幸福感的整體預測力 

本研究以幸福感九個相關因素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進行預測，由表 4-14

可知：九個幸福感相關因素預測教師幸福感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有四項，依

序為：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內外控人格及學校規模。四個變項與教師幸福感整體的多

元相關係數（R）為.495，其決定係數（R
2）為.245，顯示四個變項可以解釋教師幸福

感整體 24.5%的變異量，其中以社會支持程度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變異量為 18.4%。

其次，四個預測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β=.446）、性別

（β=-.201）、內外控人格特質（β=-.091）、學校規模（β=-.088）。顯示社會支持程度對教

師的幸福感整體有正向影響，意即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社會支持程度上越高，其對幸

福感也會有較佳的感受。而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若為男性或內控人格或學校規模越小者，

其對幸福感也會有較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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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預測幸福感整體的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變項之順序 R R
2
 ΔR F β 

社會支持程度 .429 0.184 0.184 113.543
***

 0.446 

性別 .480 0.230 0.046 75.029
***

 -0.201 

內外控人格 .488 0.238 0.008 52.139
***

 -0.091 

學校規模 .495 0.245 0.007 40.586
***

 -0.088 

***
P＜.001  （β 正值表示正向影響，β 負值表示負向影響） 

貳、對幸福感之生活與工作滿意的預測力 

本研究以幸福感九個相關因素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生活與工作滿意進

行預測，由表 4-15 可知：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有四項，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

性別、內外控人格及學校規模，四個變項與生活與工作滿意的多元相關係數（R）為.517，

其決定係數（R
2）為.268，顯示四個變項可以解釋生活與工作滿意 26.8%的變異量，其

中以社會支持程度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變異量為 20.4%。其次，四個預測變項的標準

化迴歸係數（β），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β=.465）、性別（β=-.200）、內外控人格（β=-.102）

及學校規模（β=.088）。顯示社會支持程度對生活與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即新北市國

民中學教師在社會支持越高時，其對生活與工作滿意也會有較佳感受。而新北市國民中

學教師若為男性或內控人格或學校規模較大者，其對生活與工作滿意也會有較佳感受。 

表 4-15 預測幸福感之「生活與工作滿意」的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變項之順序 R R
2
 ΔR F β 

社會支持程度 0.452 0.204 0.204 129.011
***

 0.465 

性別 0.501 0.251 0.046 83.93
***

 -0.200 

內外控人格 0.510 0.26 0.009 58.636
***

 -0.102 

學校規模 0.517 0.268 0.008 45.655
***

 0.088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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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幸福感之正向情緒的預測力 

本研究以幸福感九個相關因素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正向情緒進行預測，

由表 4-16 可知：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有四項，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性別、

學校規模及最高學歷，四個變項與正向情緒的多元相關係數（R）為.460，其決定係數

（R
2）為.212，顯示四個變項可以解釋正向情緒 21.2%的變異量，其中以社會支持程度

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變異量為 14.8%。其次，四個預測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

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β=.420）、性別（β=-.206）、學校規模（β=.112）及最高學歷（β=.084）。

顯示社會支持程度、學校規模及最高學歷對正向情緒有正向影響，意即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在社會支持、最高學歷越高或學校規模越大時，其對正向情緒也會有較佳的感受。

而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若為男性者，其對正向情緒也會有較佳的感受。 

表 4-16 預測幸福感之「正向情緒」的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變項之順序 R R
2
 ΔR F β 

社會支持程度 0.385 0.148 0.148 87.483
***

 0.420 

性別 0.437 0.191 0.042 59.082
***

 -0.206 

學校規模 0.452 0.205 0.014 42.952
***

 0.112 

最高學歷 0.460 0.212 0.007 33.536
***

 0.084 

***
P＜.001 

肆、對幸福感之樂觀的預測力 

本研究以幸福感九個相關因素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之樂觀進行預測，由表

4-17 可知：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有兩項，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和性別。兩個變

項與的多元相關係數（R）為.415，其決定係數（R
2）為.172，顯示兩個變項可以解釋

教師行福感整體 17.2%的變異量，其中以社會支持程度的預測力最佳，其解釋變異量為

13.6%。其次，兩個預測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依序為：社會支持程度（β=.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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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別（β=-.192）。顯示兩個預測變項對樂觀有正向影響，意即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

社會支持越高時，其對樂觀也會有較佳的感受。而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若為男性時，其

對樂觀也會有較佳的感受。 

表 4-17 預測幸福感之「樂觀」的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選入變項之順序 R R
2
 ΔR F β 

社會支持程度 0.369 0.136 0.136 79.339
***

 0.404 

性別 0.415 0.172 0.036 52.160
***

 -0.192 

***
P＜.001 

伍、綜合討論 

根據上述的統計結果，分述如下： 

一、「社會支持程度」與「性別」是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最具關鍵的變項。 

    從預測力的分析來看，無論是幸福感整體或各層面，預測力最高的兩項是社會支持

程度和性別，分別獲得的解釋量為 18.4%、4.6%（幸福感整體）；20.4%、4.7%（生活與

工作滿意）；14.8%、4.3%（正向情緒）；13.6%、3.6%（樂觀）。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

持程度越高及新北市男性國民中學教師的幸福感相對其他因素而言是較高。 

二、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是幸福感的重要變因。 

    學校規模和內外控人格的有效預測力僅次於社會支持程度和性別。學校規模在幸福

感整體、生活與工作滿意及正向情緒層面皆被納入多元迴歸方程式，解釋高於內外控人

格；內外控人格在幸福感整體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被納入多元迴歸方程式。研究結果

顯示，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是影響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重要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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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學歷對幸福感有其影響力。 

    最高學歷在幸福感的正向情緒層面被納入多元迴歸方程式，顯示出擁有碩博士學歷

的教師情緒較開心喜悅，可能是擁有的專業能力較高，面對工作較游刃有餘。所以，最

高學歷對幸福感的正向情緒有其影響力。 

四、九個預測變項並未全被納入迴歸方程式中，有其差異現象。 

    從研究中發現，在投入的九個預測變項並未全被納入迴歸方程式中，而進入到方程

式的有效預測變項大致相同，但從幾個變項的納入與否，似乎可以推敲其間的差異意義。

例如，婚姻狀態、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及任教領域皆未被納入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的

迴歸方程式中；而社會支持程度及性別皆被納入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的迴歸方程式中。

其次，內外控人格被納入幸福感整體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學校規模未納入樂觀層面；

最高學歷僅被納入正向情緒層面。由上述可知，幸福感的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及

樂觀等三層面的幸福感性質仍有差異，而各變項的預測力亦有所不同。 

五、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內外控人格特質及學校規模能聯合預測「幸福感整體」24.5%  

的變異量。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內外控人格特質及學校規模能聯合預測「幸福

感整體」24.5%的變異量，預測力上並不算太高。可能因為其他能影響新北市國民中學

教師幸福感的因素還很多，例如：身心健康、人際關係、物質滿足、家庭關係或重大生

活事件等。因此，影響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其他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合以上所述，彙整為「預測幸福感之整體及各層面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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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預測幸福感整體及各層面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幸福感整體 

生活與工作 

滿意 

正向情緒 樂觀 

社會支持 0.184 0.204 0.148 0.136 

性別 0.046 0.047 0.043 0.036 

內外控人格 0.008 0.009   

學校規模 0.007 0.008 0.014  

最高學歷   0.007  

R
2
 0.245 0.268 0.212 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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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依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與討論，並進一步提出結論與建議。本

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之結果，針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分別就現況與差異情形所得之結論說明如下。 

壹、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現況接近於中上程度 

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整體平均數為 3.54，以滿分 5 分來判定，新北市國民中

學教師幸福感接近於中上程度。 

貳、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主要以「樂觀」層面感受最深 

    進一步就幸福感各層面加以比較，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以「樂觀」層面最深，

其次依序為「正向情緒」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 

參、新北市男性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

樂觀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顯示男性教師在各項平均數顯著高於女性教師。因此，

應多關注女校教師之幸福感。 

肆、新北市已婚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正向情緒」層面有顯著差異 

    不同「婚姻狀態」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正向情緒層面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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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而在生活與工作滿意、樂觀層面的平均數無顯著差異。顯示已婚國民中學教師在正

向情緒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單身國民中學教師。因此，應多提升單身教師之幸福感。 

伍、新北市擁有碩博士學歷的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差

異 

不同「最高學歷」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

情緒、樂觀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顯示擁有碩博士學歷的國民中學教師之幸福感高

於大學學歷的國民中學教師。因此，應多關心大學學歷（尤其是師範院校畢業）的國民

中學教師在工作、生活及情緒上的困境。 

陸、不同「服務年資」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生活與工作滿意層

面」、「正向情緒層面」有顯著差異 

不同「服務年資」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

情緒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而在樂觀層面未達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任教

21 年以上的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正向情緒層面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任教 6-10 年

的國民中學教師。任教 11-15 年的國民中學教師在生活與工作滿意層面的平均數顯著高

於任教 6-10 年的國民中學教師。因此，任教 6-10 年的國民中學教師是需要特別關注的

一群。 

柒、不同「學校規模」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

差異 

不同「學校規模」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

情緒、樂觀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任教於 63 班以上的國民中學

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層面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任教於 13-44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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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民中學教師。任教於 12 班以下的國民中學教師在樂觀層面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任教

於 13-44 班的國民中學教師。因此，任教於 13-44 班的國民中學教師是需要特別關注的

一群。 

捌、新北市內控型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不同「內外控人格特質」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

正向情緒、樂觀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經 t 考驗結果發現，內控型教師在各項平均

數顯著高於外控型教師。因此，應多注重外控型教師之幸福感。 

玖、不同「社會支持」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

差異及相關 

一、新北市高社會支持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不同「社會支持程度」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

正向情緒、樂觀層面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

工作滿意、正向情緒、樂觀層面這幾項，高社會支持國民中學教師的平均數顯著高於中

社會支持國民中學教師，而且高於低社會支持國民中學教師。因此，擁有較完整社會支

持的國民中學教師其幸福感高於缺乏社會支持的國民中學教師。 

二、不同「社會支持類型」之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整體」及其「各層面」有

顯著相關 

    訊息性支持、情緒性支持及工具性支持與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

緒、樂觀層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進一步說明，在幸福感整體及其生活與工作滿意、正

向情緒層面上，以情緒性支持的相關係數高於工具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在幸福感之樂

觀層面上，以情緒性支持的相關係數高於訊息性支持、工具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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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社會支持程度、性別、內外控人格、學校規模能預測「幸福

感整體」，其中以社會支持程度、性別最有預測力 

    綜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及其相關因素之整體關係，性別、婚姻狀態、最高

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領域、學校規模、內外控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程度與

幸福感及其各層面分別具有不等的預測力。對預測幸福感整體而言，以社會支持程度為

最有效的預測變項，因此必須注重國民中學教師社會支持網絡之建立與完整性。其次是

性別，可見對於為數較多的女教師需要關注其生理與心理、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以增

加其幸福感。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旨在根據研究結論，分別就國民中學教師、學校單位、教育行政機關等三方面，

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 

    對於教育行政機關，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推行新的教育政策之際，同時也需關注教師之幸福感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的平均分數僅 3.54，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幸福感常因教育政策變動或社會輿論氛圍而有所波動，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定期地關注

教師幸福感之現況，並辦理相關研習活動或講座，讓身處第一線的教師盡早適應紛呈的

教育變革，給予國民中學教師正向情緒及內控信念的提升，進而可增加生活與工作滿意

度。 

二、提供資源加強教師社會支持，並協助建構社會支持網絡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的程度與類型皆與幸福感有正相關，尤其以情緒性支持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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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最高。因此，首要加強情緒性社會支持，多給教育現場的教師鼓勵與支持，讓教師

得到尊重與歸屬感。另外，在工具性社會支持和訊息性社會支持也不可忽視，提供經費

或資源，成立多元化社群以給教師教學上的分享與建議、進修成長管道的暢達及實質教

學資源的援助。教師之幸福感定然提升，而創造更為優質與精緻的教育品質。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對於學校單位，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利用正式會議或非正式場合，主動關心校內教師之幸福感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雖屬中上程度，但平均分數僅 3.54，顯示

學校單位仍必須重視老師工作及生活的狀況，建議可利用導師會報、校務會議或私下會

晤的機會，主動關心教師現階段所可能面對的困境，以了解教師幸福感現況，才能適時

地給予老師支持與協助。 

二、建立教師間的師徒制度，可同時照顧到老中青三代教師的需求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任教 6-11 年的幸福感最低，任教 5 年以下的第

二低，顯示資淺教師亟需提升幸福感。所以，學校單位可以建立教師間的師徒制度，透

過校內資深教師分享自身經驗來協助及輔導資淺教師，以面對生活與工作中的各種壓力。

而且，雖然任教 21 年以上的教師幸福感最高，但若能經由師徒制度與資淺教師有所互

動，相信教學相長之下，更能激發出更多教育專業上的火花。 

三、實施完善且公平的導師輪替制度 

    本研究發現，擔任導師的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在幸福感的各項平均分數均低於

兼任行政教師及專任教師。因此，學校單位必須實施完善且公平的導師輪替制度，讓教

師能轉換於不同的工作腳色以平衡壓力，而不會因繁冗的班級經營拖垮了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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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的建議 

    對於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一、檢視並提升個人整體幸福感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雖屬中上程度，但平均分數僅 3.54，仍有

進步空間。因此，建議教師可檢視個人幸福感得分狀況，針對個人不足之層面加以調節

提升。 

二、加強幸福感之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層面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以樂觀層面感受最深，顯示國民中學教師

抱持著樂觀信念，能較看好教育前景。而生活與工作滿意、正向情緒此兩者層面的表現

相對較低，顯示國民中學教師應該可藉由實施嶄新的行政策略、教學方法或班級經營來

革新既定的工作內容，翻轉一成不變的生活與工作型態，注入新的源頭活水，進而強化

正向情緒，讓自己過得更加幸福。 

三、擴展多元的社會支持網絡，經營親密互信的人際關係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的程度與類型皆與幸福感有正相關，因此，教師應該多擴展

社會支持網絡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多參與校內教師成立之活動社團或專業社群等，以

提升與同事間休戚與共的情誼；多參加校外的異質性團體，讓自己增廣見聞，且透過更

多管道來奧援自己；多經營家庭及人際關係，使親朋好友成為自己強而有力的後盾。而

單身教師可利用聯誼活動，除了能結識到更多朋友來拓展生活圈，更可能有機會遇見未

來的伴侶以提升自身幸福。因為本研究發現，已婚教師的幸福感高於單身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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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調查問卷(預試用) 

親愛的老師，您好： 

    本人目前正在撰寫論文，因為想了解國民中學教師目前之幸福感，

所以需要身處教育現場的老師親自填寫。您的填寫對於本研究將裨益良

多，懇請您撥冗填答。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沒有標準答案，端看您個人實際的感受來填

答。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對保密，請寬心作答。由衷地感

謝您的熱心協助，謹此獻上誠摯的謝忱！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幸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班 

                                          指導教授：許添明 博士 

                                          研 究 生：王怡茹 敬上 

                                          中華民國一零三年三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    (2)女 

 2. 婚姻狀態 (1)已婚  (2)未婚 

 3. 最高學歷 (1) 一般大學畢業  (2) 師大、師院(含教育大學)畢業 

(3)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畢業 

 4. 服務年資 (1) 5年以下  (2) 6-10年  (3) 11-15 年   

(4) 15-20年  (5)21(含)年以上 

 5. 擔任職務 (1) 教師兼行政人員(主任、組長)  (2) 導師 

(3) 專任教師 

 6. 任教領域 (1) 語文  (2) 數學  (3) 社會  (4) 自然與生活科技 

(5) 體育與健康  (6) 藝術與人文  (7) 綜合領域 

 7. 學校規模 (1) 12班以下  (2) 13-44班   

(3) 45-62班   (4) 63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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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 

    本量表共 20題，在於了解您對生活的感受與看法。請依您實際情況，在每

一題勾選「ˇ」一個較符合的答案。請您以最近三個月的感受為準！謝謝！ 

 

題

號 
題目 

完全

不符 

大多

不符 

有時

符合 

大多

符合 

完全

符合 

1. 我發現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非常有趣      

2. 我的心情大部分時間都很好      

3. 我常感到喜悅興奮      

4. 我常笑容滿面      

5. 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6. 我對未來很樂觀      

7. 我熱愛我的生活      

8. 我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有目標      

9. 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      

10. 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      

11. 我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很滿意      

12. 我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      

13. 我的生活非常如意      

14. 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15.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16. 我能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好的影響      

17. 工作時我能帶給別人幸福      

18. 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      

19. 我的工作表現總能帶給我成就感      

20. 我能專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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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內外控信念量表 

    本問卷在於了解個人對於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歸因於外在因素(他人、運氣、

環境等)，還是歸因於內在因素(自己、能力、努力等)。本問卷共 11題，每題都

有兩個不同的選擇，選一個您認為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並在方格裡打勾「ˇ」

(只能選一個)。 

 

1. □ 

□ 

A.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政治的興趣不夠。 

B.不管人們如何努力制止，戰爭是永遠會存在的。 

2. □ 

□ 

A.到頭來，人們仍會得到他們在這世界上應得的尊敬。 

B.不幸的，無論一個人怎樣的努力，他的價值常被忽視。 

3. □ 

□ 

A.不管你怎樣的努力，有些人就是不喜歡你。 

B.無法使別人喜歡他們的人，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 

4. □ 

□ 

A.成功是由努力下功夫所致，與運氣甚少，或絕無關係。 

B.能得到好的工作，主要是得天時地利之便。 

5. □ 

□ 

A.普通老百姓能對政府的決策發生影響。 

B.世界是由當權的少數人所統治，一般小老百姓實在無能為力，  

  發揮不了什麼作用。 

6. □ 

□ 

A.誰能成為老闆，往往是靠誰運氣好，能先佔地利。 

B.能使一個人事情做得對，是靠能力，與運氣甚少，或毫無關係。 

7. □ 

 

□ 

A.以世界大事而言，我們大部分都成為我們所無法瞭解，也無法 

  控制的犧牲者。 

B.積極的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人們就能控制世界大事。 

8. □ 

□ 

A.很難知道一個人是否真的喜歡你。 

B.你的朋友有多少，是根據你的人有多好而定。 

9. □ 

□ 

A.只要有足夠的努力，我們就能掃除政治腐敗。 

B.政客在位所作所為，一般人無能為力，很難發生制裁作用。 

10. □ 

□ 

A.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對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無能為力。 

B.我無法相信，機會或運氣在我生命中佔重要的地位。 

11. □ 

□ 

A.人們寂寞，是由於他們未曾努力友善待人。 

B.極為努力討好別人是沒多大用處的，如果他們要喜歡你，他們 

  就喜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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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教師社會支持量表 

    本問卷共 17題，每一題在於瞭解「最近三個月」內，您身邊的人(包括：家

人、同儕、同事、直屬長官、學生家長等)在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給予協助或支

援狀況。請依照各題意，將您實際的感受在相對應的空格內打「ˇ」。請每一題

都要做答，感謝您！ 

 

題

號 
題目 

從

未 

很

少 

偶

而 

經

常 

1. 我能得到傾聽，當我痛苦時     

2. 我能得到他人的鼓勵，當我失志時     

3. 我能得到他人的安慰，當我心情不好時     

4. 我能得到同理，當我訴說壓力時     

5. 我的憤怒與挫折能得到他人的接納     

6. 我能得到陪伴，使我面對困難時不會孤單無助     

7. 我得到他人對我身心狀況的關懷     

8. 我的表現能獲得讚美     

9. 我能得到專業成長和進修的機會     

10. 我能得到教學經驗分享的機會     

11. 我能得到建設性的建議     

12. 我能得到教學相關的有效資訊     

13. 我能與他人經驗分享，探討事情的成因     

14. 我能得到教學資源上的實質性協助     

15. 我能得到他人提供的服務，當我需要時     

16. 生活中能獲得他人在物品等實質性資源     

17. 我能得到支援，當我急需金錢時     

 

本問卷結束，請協助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非常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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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調查問卷(正式施測用) 

親愛的老師，您好： 

    本人目前正在撰寫論文，因為想了解國民中學教師目前之幸福感，

所以需要身處教育現場的老師親自填寫。您的填寫對於本研究將裨益良

多，懇請您撥冗填答。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沒有標準答案，端看您個人實際的感受來填

答。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絕對保密，請寬心作答。由衷地感

謝您的熱心協助，謹此獻上誠摯的謝忱！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幸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校行政班 

                                          指導教授：許添明 博士 

                                          研 究 生：王怡茹 敬上 

                                          中華民國一零三年四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1)男    (2)女 

 2. 婚姻狀態 (1)已婚  (2)未婚 

 3. 最高學歷 (1) 一般大學畢業  (2) 師大、師院(含教育大學)畢業 

(3)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畢業 

 4. 服務年資 (1) 5年以下  (2) 6-10年  (3) 11-15 年   

(4) 15-20年  (5)21(含)年以上 

 5. 擔任職務 (1) 教師兼行政人員(主任、組長)  (2) 導師 

(3) 專任教師 

 6. 任教領域 (1) 語文  (2) 數學  (3) 社會  (4) 自然與生活科技 

(5) 體育與健康  (6) 藝術與人文  (7) 綜合領域 

 7. 學校規模 (1) 12班以下  (2) 13-44班   

(3) 45-62班   (4) 63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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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國民中學教師幸福感量表 

    本量表共 20題，在於了解您對生活的感受與看法。請依您實際情況，在每

一題勾選「ˇ」一個較符合的答案。請您以最近三個月的感受為準！謝謝！ 

 

題

號 
題目 

完全

不符 

大多

不符 

有時

符合 

大多

符合 

完全

符合 

1. 我發現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非常有趣      

2. 我的心情大部分時間都很好      

3. 我常感到喜悅興奮      

4. 我常笑容滿面      

5. 我常保持輕鬆自在的心情      

6. 我對未來很樂觀      

7. 我熱愛我的生活      

8. 我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有目標      

9. 我認為努力定會有收穫      

10. 我認為世上有些事情是美好的      

11. 我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都很滿意      

12. 我覺得我的日子過得比別人好      

13. 我的生活非常如意      

14. 我的生活非常有安全感      

15. 我的生活沒有包袱，我能過我想要的生活      

16. 我能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產生好的影響      

17. 工作時我能帶給別人幸福      

18. 我的理想都能獲得實現      

19. 我的工作表現總能帶給我成就感      

20. 我能專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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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內外控信念量表 

    本問卷在於了解個人對於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歸因於外在因素(他人、運氣、

環境等)，還是歸因於內在因素(自己、能力、努力等)。本問卷共 9 題，每題都

有兩個不同的選擇，選一個您認為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並在方格裡打勾「ˇ」

(只能選一個)。 

 

1. □ 

□ 

A.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政治的興趣不夠。 

B.不管人們如何努力制止，戰爭是永遠會存在的。 

2. □ 

□ 

A.到頭來，人們仍會得到他們在這世界上應得的尊敬。 

B.不幸的，無論一個人怎樣的努力，他的價值常被忽視。 

3. □ 

□ 

A.不管你怎樣的努力，有些人就是不喜歡你。 

B.無法使別人喜歡他們的人，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 

4. □ 

□ 

A.誰能成為老闆，往往是靠誰運氣好，能先佔地利。 

B.能使一個人事情做得對，是靠能力，與運氣甚少，或毫無關係。 

5. □ 

 

□ 

A.以世界大事而言，我們大部分都成為我們所無法瞭解，也無法 

  控制的犧牲者。 

B.積極的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人們就能控制世界大事。 

6. □ 

□ 

A.很難知道一個人是否真的喜歡你。 

B.你的朋友有多少，是根據你的人有多好而定。 

7. □ 

□ 

A.只要有足夠的努力，我們就能掃除政治腐敗。 

B.政客在位所作所為，一般人無能為力，很難發生制裁作用。 

8. □ 

□ 

A.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對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無能為力。 

B.我無法相信，機會或運氣在我生命中佔重要的地位。 

9. □ 

□ 

A.人們寂寞，是由於他們未曾努力友善待人。 

B.極為努力討好別人是沒多大用處的，如果他們要喜歡你，他們 

  就喜歡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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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教師社會支持量表 

    本問卷共 17題，每一題在於瞭解「最近三個月」內，您身邊的人(包括：家

人、同儕、同事、直屬長官、學生家長等)在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給予協助或支

援狀況。請依照各題意，將您實際的感受在相對應的空格內打「ˇ」。請每一題

都要做答，感謝您！ 

 

題

號 
題目 

從

未 

很

少 

偶

而 

經

常 

1. 我能得到傾聽，當我痛苦時     

2. 我能得到他人的鼓勵，當我失志時     

3. 我能得到他人的安慰，當我心情不好時     

4. 我能得到同理，當我訴說壓力時     

5. 我的憤怒與挫折能得到他人的接納     

6. 我能得到陪伴，使我面對困難時不會孤單無助     

7. 我得到他人對我身心狀況的關懷     

8. 我的表現能獲得讚美     

9. 我能得到專業成長和進修的機會     

10. 我能得到教學經驗分享的機會     

11. 我能得到建設性的建議     

12. 我能得到教學相關的有效資訊     

13. 我能與他人經驗分享，探討事情的成因     

14. 我能得到教學資源上的實質性協助     

15. 我能得到他人提供的服務，當我需要時     

16. 生活中能獲得他人在物品等實質性資源     

17. 我能得到支援，當我急需金錢時     

 

本問卷結束，請協助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非常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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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問卷使用同意授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