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幸福感之影響 

第九期  106.09  page 27-35  —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變項

ISSN：2076-9474 

27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幸福感之

影響—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變項 
The Effects of the Impact of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on 

Job Well-being of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 The Mediator of Job Satisfaction 

李金泉a    劉佩芸b    蔡秀惠c    陳修平d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變項，探討私立中小學教師之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工作幸福

感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立意抽樣方式，實施學

校共計 24 所，總共發出問卷 404 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321 份，有效回收率 79.45%。經由統計分

析，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與「工作滿意度」及「工作幸福感」具顯著的負相關。 

二、「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具顯著的正相關。 

三、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之「缺乏放鬆機會」與「工作幸

福感」之關係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且呈現反向中介(inconsistent mediation)，顯示出只要工作滿

意度高，就算工作壓力大，員工也能甘之如飴。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針對實務應用及未來研究提出各項具體建議。 

關鍵字：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工作滿意度、工作幸福感、私立中小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on job 

well-being of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to explore whether or how job satisfaction 

serves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employed questionnaire survey. Based on a purposive sampling,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o 404 teachers in 24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A total valid 32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at 79.45%.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then processed 

through sever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and job well-being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and job satisfaction were negative correlation, too. 

2. Job well-being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3. Job satisfaction was proved to be a complete mediation between lack of opportunities to relax of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and job well-being in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mad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teaching related psychosocial hazards, job satisfaction, job well-being, private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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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全國新生兒

人數已從1995年的24,950人，降至為2017年的

15,476人，2017年2月底，我國老年人口數首次超

過幼年人口數。由此生育率的下降與人口零成長，

當前教育產業的艱難為營是可想而知的。公立學

校教師將面臨減班、超額調動等問題，而對於私

立學校教師而言，更是雪上加霜。韓愈在<師說>

一文中提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也就是說，所謂老師，職責是傳布人生的道理、

講授專業知識、解答疑難問題。意即，教師不只

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有著教化學生成為一個完人

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教師職業有其特殊性，

使教師肩負了比其他行業更高的社會責任與期待。

然而教師，看似穩定又單純的工作，其中卻隱含

了噪音干擾、課堂干擾、與家長衝突、缺乏放鬆

機會等職業傷害。教育是一良心事業，而私校雖

是教育組織單位，又類似企業般的經營，私校教

師面臨到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生存」。越來越多的

企業管理者認為，組織成員之工作滿意度是企業

運作成功之關鍵因素(Piercy & Morgan, 1991)。許

多研究曾指出，工作滿意度高的教師，較願意改

進教學，其成效也較佳(Coyle & Witcher, 1992; 

Zigarelli, 1996)；反之，若教師在較低的工作滿意

度下從事教育工作，將無法發揮較佳的教學效能

(林明地，2000；Vail, 2005)。Hean & Garrett(2001)

也指出，越快樂的教師會是越適任的教師，亦即

工作滿意度越高之教師其工作表現越佳。中小學

教師對學生的潛在教育影響甚遠，因此提升正向

心理層面不但可以增加工作滿意度，而且對教師

的心理素質有正向的助力(Ha, King, & Naeger, 

2011)。然而，影響工作滿意度最重要的因素還是

來自於工作是否能與自身的生活達到愉悅的平衡

(Padma & Reddy, 2014)。基於以上論述可以推論，

個人工作滿意度的高低實會影響其職場表現，進

而影響組織產量效能的多寡。Meyer & Allen(1997)

認為增加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不但可以提升員工

對組織的認同感並且其承諾性也相對越高。

Lindell & Brandt (2000)亦表示，學校氣氛也可能

對於其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教師與主管、同仁

以及顧客(家長、學生)間的互動氣氛與關係品質，

正反映出一個組織氣氛的特質，更會對教師的工

作滿意度產生重要的影響(Pan & Qin, 2007；Zhang 

& Wu, 2001)。當員工滿意度提高時，其會表現 出

高活力的水準、真誠的工作付出、高度的工作熱

情及對於組織的忠誠度  (Khandekar & Sharma, 

2005)。因此，研究者認為私校教師工作滿意度會

是私校追求永續經營與凝聚員工向心力的驅動力。 

綜觀國內文獻研究，目前鮮少有教學相關社

會心理危害之研究，亦無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

工作滿意度及工作幸福感此三變項相關之論文。

因此，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與私立中小學教師

工作幸福感之關係與解釋情形，實有進一步探討

之必要與價值。綜上所述，本研究以臺南市私立

中小學編制內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分析教學相關

社會心理危害、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幸福感之間的

相關與探討工作滿意度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

對私立中小學教師幸福感中介之效果之影響。 

2. 文獻探討 

2.1.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之理論 

危害(hazard)是指任何可能造成傷害的因子，

職場的危害無所不在。所謂社會心理危害

(psychosocial hazards)即是職場壓力源(workplace 

stressors)或與工作有關且會危及員工身心健康與

安全的事項皆屬之。國際勞工團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將工作的社會心理危害

定義為「工作環境、工作內容、組織狀況與工作

者的能力、需求、文化、個人的工作考量之間的

交互作用，透過知覺與經驗影響康、工作表現與

工作滿意度」。我們可以將社會心理危害的定義簡

化為工作與管理的設計以及社會組織的內容對於

員工有潛在的身心傷害的可能(Cox & Griffiths, 

1996)。 

大部分國家納入監測的職場社會心理危害之

類型，在就業型態方面，包括契約、薪資、就業

保障、升遷與訓練機會等；在工作本身內容與特

質方面，主要包括工作負荷、工作控制、工時、

輪班、夜班工作；而在職場社會與組織特質方面，

組織正義、家庭與工作的衝突、家務勞動等，乃

是國際上普遍納入監測的項目。我國行政院勞工

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進行的「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

況認知」調查，自2001年開始監測職場社會心理

危害，往後每三年於2004與2007持續監測。問卷

內容及調查結果可從政府網路上取得資訊。此三

次調查中每次皆有監測的項目為工作負荷、工作

控制、就業保障、工作前景、 輪班、夜班工作；

2007的調查中，參考國際量表另外增加組織正義

和家庭與工作的衝突、家務勞動(王佳雯等人，

2010)。郭怡慧(2012)從工作壓力的定義、內涵及

相關文獻之研究中，歸納出造成教師 工作壓力的

原因有「專業知能」、「工作負荷」、「人際關係」、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幸福感之影響 

—以工作滿意度為中介變項 

29 

 

「家長問題」、「學生問題」，且「工作負荷」是造

成教師工作壓力的最大原因，表示當工作負荷越

大，教師工作壓力便越大。所以，除了工作負荷

外，無論是家長、學生問題或教師的人際關係問

題，都可能是導致工作壓力的原因；再者，當教

師工作負荷過大，工作狀況常處於佔用休息時間

的情況下，或專業知能受到質疑或干預時，亦容

易造成工作壓力。 

張婉晴(2010)指出教師參與休閒活動對於教

學效能的提升有正面影響，兩者關係的描述分為

四類：1.豐富學習內容、提供教學素材；2.抒解工

作壓力、促進身心健康；3.穩定教師情緒、改善師

生關係；4.反思教學缺失、啟發靈感、活化思考。

國小教師的工作壓力與休閒生活二者間呈顯著負

相關，顯示國小教師從事休閒生活的程度愈低感

受工作壓力愈大(陳品璇，2013)。Coleman (1993)

也指出休閒可幫助抵抗壓力、減少疾病、維持身

體和心理的健康，且休閒參與在壓力增加時，為

一預防疾病的行為。所以，休閒可以降低或是緩

和壓力，也具有放鬆和娛樂的效果，因此，教師

要多利用課餘時間安排對身心靈放鬆之休閒，而

且平日工作也要多利用下課時間休息。 

本研究採用歐洲貿易聯盟教育委員會

(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 

ETUCE)所使用的丹麥哥本哈根社會心理量表

(Copenhagen Psychosocial Questionnaire, COPSOQ)

教師版作為研究工具(Nübling et al, 2011)，其C部

分教師之「教學的社會心理危害因素」包括噪音

干擾 (noise and voice strain)、課堂干擾 (lesson 

disturbances)、與家長衝突(conflicts with parents)、

缺乏放鬆機會(opportunities to relax)及缺乏設備

資料(equipment)等五面向。 

2.2. 工作幸福感之理論 

Taris & Schreurs(2009)之研究顯示，協助工作

者提升幸福感，不僅對工作者本身很重要，同時

對於組織及客戶也有良好的影響。Hean & Garrett 

(2001)也指出，愈快樂的教師會是愈適任的教師，

當然，心理幸福感受較高的教師，其生活較快樂，

對教學工作也會有較大的熱忱及正面影響力量。

劉秀枝(2011)針對幼兒園教師所做的調查研究指

出，教師於職場的幸福感愈高，其工作滿意度也

會愈高；整體而言，國民中小學校長具有頗高的

幸福感，亦即高度生活滿意度，以及高正向情緒

及低負面情緒(蔡進雄，2013)。洪怡靜與陳紫玲

(2015)亦指出，教師教學效能與幸福感呈正相關。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心理幸福感對於教師的工作

滿意度有正向影響。但就研究對象而言，探討教

師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為雖有，但以

私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卻較為少見。 

2.3. 工作滿意度之理論 

對於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大多出自工商企業界，

二十世紀初由Tayor在科學管理理論中首先提出。

Hoppock在1935年所發表工作滿意一書中提到，

不同職業階層的工作者有不同的滿意程度，且較

高階層的工作者有較高的滿意。因此影響到近代

教育管理上也開始注重教師的心理素質，認為教

師的心理滿意表現可能是影響教育實施品質優劣

與否的重要因素。教學心理學上更肯定的認為教

師對其工作所持的工作滿意度如何與其本身所產

生的情感導向積極與否，直接或間接地將對教育

實施成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吳清基，1979)。自

1940年起，有關工作滿意度的理論如雨後春筍般，

各學派研究重點也有所不同。Hanson(1991)在《教

育行政及組織行為》一書裡，分析工作滿意理論，

大致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為研究激勵因素或滿足

個人需求的「內容理論」(content theory)；其次為

探討激勵過程為重心的「過程理論」 (process 

theory)。 

工作滿意度的定義，中外研究者根據不同考

量面向而有不同看法，工作滿意度係指工作者對

工作本身所持的一種穩定性滿意程度，亦即指個

人對其工作 環境、工作內容、工作經驗及工作報

酬中所產生的正向心理情緒及愉快的情感反應

(Bussing, Bissels, Fuchs, & Perrari, 1999)。趙威銘

(2013)指出，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於自己從事的

工作情境中，主觀感受到工作間的態度、內容、

情緒及預期獲得價值與實際獲得價值的差距。許

滄德(2013)將工作滿意度定義為個體對於組織工

作的整體性感受，是一種主觀情感的反應與態度，

取決於現在工作本身及工作各層面的整體情緒與

感受，包括對外在工作環境以及對個人所扮演角

色所抱持的態度與情意取向。正向代表滿意，負

向代表不滿意。朱美錡(2014)認為工作滿意度是

教師對目前的教學工作與所擔任職務參與程度的

反應與評價。 

從過去文獻中發現，國小輔導人員整體工作

滿意度屬中等程度以上(陳淑慧，2011)，劉秀枝

(2011)指出，幼兒園教師職場幸福感與工作滿意

度有顯著相關。黃麗鴻(2012)研究發現，工作滿意

度和組織公民行為有相當強的連結。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工作滿意度在教學相關社會

心理危害(噪音聲音壓力、課程教學干擾、欠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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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機會、欠缺家長支持、欠缺設備資料)對工作幸

福感(學校聯結、教學效能、教學樂趣)之影響。依

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提出研究架構(見圖1)，採

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以瞭

解其中相關情形，以及受測樣本在教學相關社會

心理危害、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幸福感各構面之相

關情形。接著採用中介階層迴歸分析法(Mediat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來驗證工作滿意

度的中介效果。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為預測變

項，可分成噪音聲音壓力、課程教學干擾、欠缺

放鬆機會、欠缺家長支持、欠缺設備資料等五個

構面；工作幸福感為結果變項，而中介變項為工

作滿意度。 

教學相關
社會心理危害(X)

1.噪音聲音壓力
2.課程教學干擾
3.欠缺放鬆機會
4.欠缺家長支持
5.欠缺設備資料

教師工作幸福感
(Y)

1.學校聯結

2.教學效能

3.教學樂趣

工作滿意度
(M)

 

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問卷調查方式郵寄

紙本問卷至每所學校協助問卷調查之教師，並附

回郵信封、郵資俾利問卷回覆，倘若時間內尚未

將問卷寄回之學校，再次以電話提醒。本研究對

台南市各私立中小學總共發出404份問卷，實際回

收有效問卷共321份，有效回收率79.45%。 

3.3. 研究工具 

為深入瞭解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學相關社會

心理危害、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本

研究量表之設計係參酌國內、外相關文獻理論及

量表，加以歸納整理，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

並經專家會議進行討論與建議，以修正本研究量

表的適用性，自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私

立中小學教師工作幸福感影響」之調查問卷。 

3.3.1 個人背景資料 

個人背景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

年資、工作職務、任教年資及學校規模。 

3.3.2 研究工具之編製 

工作滿意度量表參考Nübling et al.(2011)之

COPSOQ教師版，將問卷內容翻譯成中文版，用

來分析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在工作職場上的滿

意度之程度。此工作滿意度量表共7題。計分方式

採取李克特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依非常不同

意1分，不同意2分、中立意見3分、同意4分、非

常同意5分等五種程度作答；得分愈高，代表工作

滿意度愈高。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量表採用Nübling et 

al.(2011)之COPSOQ教師版，將問卷內容翻譯成中

文版，用來分析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對教學相

關社會心理危害之感受。此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

害量表共24題。計分方式採取李克特 (Likert) 五

點量表計分，依非常不符合1分，不符合2分、普

通3分、符合4分、非常符合5分等五種程度作答；

得分愈高，代表教師知覺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

程度越高。 

工作幸福感量表係參考Nübling et al.(2011)之

COPSOQ教師版，將問卷內容翻譯成中文版，用

來分析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在工作職場上的幸

福感之程度。此工作幸福感量表共7題。計分方式

採取李克特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依非常不同

意1分，不同意2分、中立意見3分、同意4分、非

常同意5分等五種程度作答；得分愈高，代表工作

幸福感愈高。 

3.3.3 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析 

信效度檢核採用李金泉(2011)在其著作「易

學易用  SPSS PASW 統計分析實務」中，以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法、內部一致性(相關)分析

法、決斷值檢核(t 考驗)分析法等做為量表題目汰

選的標準，以提昇量表題目的品質。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值係對同一構面下的題目進行

內部一致性的分析，衡量是否符合一般的信度檢

驗要求 α 係數值 > 0.7 以上(Nunnally, 1978)。分

析結果如表1所示。各量表之因素解釋累積變異量

達 60.30%～74.47%，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則

達 0.85 ~ 0.92，顯示本研究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

構效度及可靠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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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工具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題數 

因素累積 

解釋變異量 

百分比(%)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係數 

欠缺設備資料 7 21.222 0.928 

課程教學干擾 7 38.089 0.862 

欠缺家長支持 3 50.518 0.920 

欠缺放鬆機會 4 62.347 0.838 

噪音聲音壓力 3 71.070 0.793 

教學相關社會心

理危害量表 
24  0.925 

教學效能 4 28.047 0.887 

教學樂趣 4 54.843 0.876 

學校聯結 4 74.479 0.813 

工作幸福感量表 12  0.920 

工作滿意度量表 7 60.300 0.850 

 

4. 分析結果 

4.1. 研究樣本背景資料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是以臺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為母群體，

針對合併後臺南市私立中小學依班級數分類取樣，

如表2所示，性別以女性居多有203人，佔63.24%；

年齡呈現35-44歲者居多有108人，佔33.64%；婚

姻以已婚者居多有219人，佔68.22%；職務別以班

級導師居多有181人，佔56.39%；年資層以未滿10

年者居多有114人，佔35.31%；學校規模以13-48

班者居多有194人，佔60.44%。 

4.2. 量測變項現況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利用描述性統計方法之平均數(M)及標準差

(SD)，分析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工作幸福感

及工作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現況，如表3所示，工

作滿意度之平均數為3.60，顯示私立中小學教師

的工作滿意度感受良好；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

害各構面中，以「欠缺放鬆機會」最高(M=3.34)，

顯示私立中小學教師因工作壓力大，工作時數長，

欠缺放鬆機會；在工作幸感方面以「教學樂趣」

最高(M=3.91)，顯示私立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學感

到有樂趣，在課堂上師生互動良好。 

 

 

表 2  個人背景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彙整表 

個人背景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 

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118 

203 

36.76 

63.24 

年齡層 

(1) 未滿 35歲 

(2) 35-44歲 

(3) 45-54歲 

(4) 55歲以上 

82 

108 

87 

38 

25.55 

33.64 

27.10 

11.84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101 

219 

31.46 

68.22 

職務別 

(1) 班級導師 

(2) 專任教師 

(3) 教師兼組長 

(4) 教師兼主任 

181 

64 

45 

30 

56.39 

19.94 

14.02 

09.35 

年資層 

(1) 未滿 10年 

(2) 10-14年 

(3) 15-19年 

(4) 20年含以上 

114 

71 

37 

98 

35.51 

22.12 

11.53 

30.53 

學校規模 
(1) 13~48班 

(2) 49班以上 

194 

127 

60.44 

39.56 

表 3  各量測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彙整表 

量測變項 個數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工作滿意度 321 1 5 3.60 0.59 

噪音聲音壓力 321 1 5 2.46 0.69 

課程教學干擾 321 1 5 3.03 0.66 

欠缺放鬆機會 321 1 5 3.34 0.82 

欠缺家長支持 321 1 5 2.08 2.08 

欠缺設備資料 321 1 5 2.44 0.74 

教學相關社 

會心理危害 
321 1 5 2.72 0.54 

學校聯結 321 1 5 3.72 0.59 

教學樂趣 321 1 5 3.91 0.61 

教學效能 321 1 5 3.76 0.60 

工作幸福感 321 1 5 3.80 0.52 

4.3.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工作幸福感與

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表4為各變項間之相關係數，教學相關社會心

理危害與工作幸福感之相關為-0.441，與工作滿

意度之相關為-0.484，皆呈顯著負相關(p<0.001)，

意即教師對於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感受越深

(得分越高)，其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幸福感的知覺

程度越低；而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幸福感之相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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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呈現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教師對工作

幸福感越高(得分越高)，其工作滿意度的知覺程

度越高。由於各變項間相關係數皆達顯著，因此

進行下一步驟之中介迴歸分析。

表 4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工作滿意度 工作幸福感 學校聯結 教學樂趣 教學效能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 -0.484*** -0.441*** -0.442*** -0.409*** -0.298*** 

噪音聲音壓力 -0.285*** -0.311*** -0.282*** -0.323*** -0.207*** 

課程教學干擾 -0.291*** -0.298*** -0.250*** -0.277*** -0.250*** 

欠缺放鬆機會 -0.382*** -0.254*** -0.276*** -0.231*** -0.156*** 

欠缺家長支持 -0.263*** -0.369*** -0.329*** -0.360*** -0.271*** 

欠缺設備資料 -0.476*** -0.386*** -0.448*** -0.340*** -0.218*** 

工作幸福感 0.703***     

學校聯結 0.706***     

教學樂趣 0.599***     

教學效能 0.530***     

***p<0.001 

表 5  工作滿意度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工作幸福感之影響的中介效果分析表 

變項構面 
工作幸福感(Y) 工作滿意度(M)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三 

預測變項(X)    

欠缺放鬆機會 -0.160*** 0.011 -0.275*** 

中介變項(M)    

工作滿意度  0.624***  

中介效果估算 c= - 0.160 

c’= 0.011 

c-c’= -0.171 

a*b= -0.171 

 

中介效果檢定 

Sobel檢定 

  
-6.721*** 

中介效果強度 

SM(%) 

  
106.81% 

***p<0.001    備註：a, b, c, c’均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4.2. 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工作幸福感與

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中介階層迴歸分析法 (mediat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驗證變數工作滿意

度是否具中介效果，其中自變項為教學相關社會

心理危害、依變數為工作幸福感，以驗證工作滿

意度之效果。根據 Sobel(1982)檢定將中介效果分

為三類：(一)未達中介效果(non-mediation)；檢驗

係數c、a、b其中有一個或多個係數未達顯著水準；

(二)部分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ion)；檢驗係數c、

a、b均具有顯著性，但是直接效果之檢驗係數c’較

整體效果之檢驗係數c為低，但仍具有顯著性；(三)

完全中介效果 (complete- mediation)：檢驗係數c、

a、b均具有顯著性，但是檢驗係數c’不再具有顯著

性。 

檢測結果如圖2所示，在模式一以教學相關社

會心理危害各構面為預測變項，工作幸福感為依

變項，此模式噪音聲音壓力的 β值為  -0.235 

(p<0.001)；課程教學干擾的β值為-0.232 (p<0.001)；

欠缺放鬆機會的β值為-0.160 (p<0.001)；欠缺家長

支持的β值為-0.235 (p<0.001); 欠缺設備資料的β

值為-0.269 (p<0.001)。在模式三以教學相關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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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害各構面與工作滿意度同時做為預測變項，

工作幸福感為依變數，此模式噪音聲音壓力的β值

為-0.091 (p<0.001)；課程教學干擾的β值為-0.079 

(p<0.01)；欠缺放鬆機會的β值為 0.011 (p>0.05)；

欠缺家長支持的β值為-0.013 (p<0.001); 欠缺設備

資料的β值為-0.046 (p<0.01)。經比較後發現，唯

工作滿意度在欠缺放鬆機會與工作幸福感之中介

迴歸分析的檢驗系數c, a, b均具有顯著性，而直接

效果之檢驗系數c’(β=0.011, p>0.05)，較整體效果

之檢驗係數(β=-0.160, p<0.001)為高，且不具顯著

性，因此工作滿意度在欠缺放鬆機會對工作幸福

感具有負向中介效果(inconsistent mediation)，故

僅以此「欠缺放鬆機會」此構面進行中介效果之

評估。以 Judd & Kenny 係數相差法進行計算，

Bindirect=c-c’結果為-0.171，其中介強度為106.81%，

Z = -6.721，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p<0.001)，如表

5所示。

 

圖 2  工作滿意度在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各構面對幸福感之中介效果圖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以台南市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

度為中介變項，探討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工

作幸福感之影響，因此研究結果可對後續與此樣

本對象相關之研究提供參考與比較。 

5.1. 結論 

一、「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對「工作滿意度」

及「工作幸福」感具顯著負相關。 

二、「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具顯著正相

關。 

三、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在「缺乏放

鬆機會」與「工作幸福感」之關係間具有完

全中介效果，且呈現反向中介(inconsistent 

mediation)，顯示出只要工作滿意度高，就算

工作壓力大，教師也能甘之如飴。 

5.2. 建議 

影響私立中小學教師之工作幸福感因素眾多，

本研究擬從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及工作滿意度

因素觀點切入分析。綜合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

提出以下建議： 

一、私立中小學教師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是

緊緊相扣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唯有合理的

反應薪資與福利方能提升私立中小學教師工

作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而能留住有幸福感

與工作滿意度的老師，才能留住好的人才，

對於私校長久經營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建議，私校經營者、管理者或行政執行

者，在團隊努力營運之下，應該確實重視私

校教師合理的薪資與福利，以增加其工作幸

福感與工作滿意度，相信這對於提升私校全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九期  106.09 

34 

 

方位競爭力是有所幫助的。 

二、本研究發現，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深深影

響著私立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幸福感與工作滿

意度。教師感受到的教學相關社會心理危害

越深，負面情緒越多，其工作幸福感和工作

滿意度也會隨著降低。然而，有快樂的教師，

才有快樂的學生，對於工作步調緊湊的教師

而言，適當的休息與放鬆是必要的。因此建

議校舍的空間設計需進一步考量隔音效果，

並且提供安靜可以放鬆小憩的教師研究室或

休息室，讓教師獲得充足的放鬆機會，調整

心情及恢復體力以利備課。 

三、學校可以提供有關休閒、心靈成長等抒壓研

習及活動，或是舉辦學校員工自強活動。一

方面可降低對工作不愉快時所產生的壓力，

二來可藉此提升團體向心力，讓學校成員間

有更緊密的結合。 

四、研究結果發現，工作滿意度在缺乏放鬆機會

與工作幸福感之關係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這意味著對私立中小學教師而言，若在工作

上感覺到滿意，則工作壓力和生活步調緊張

對他們來說也能甘之如飴，畢竟在現實中私

教教師工作性質與公立學校教師不同，往往

得面臨招生、績效考核、家長質疑與裁員等

壓力。據此，研究者為校方應讓教師在工作

上感覺到充份的安全感，在教學或行政給予

支持，在薪資福利方面能提供保障，讓教師

能無後顧之憂的在工作上衝刺。 

五、本研究範圍僅以台南市私立學教師為母群體，

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及

北、中、南之私立中小學教師，除可以擴大

樣本外，亦可從中比較兩者工作幸福感之差

異性，對於私校教師生涯規畫會是有其重大

貢獻的。 

六、本研究主要係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建議

後續相關研究者，除問卷調查外，亦可加上

開放性問題供教師自由填答，最後提供教師

只能投遞，無法開封的回收信封，讓教師填

寫完自動投遞。此目的除希望能採集到真實

教師工作幸福感觀點外，相信定能看出其工

作幸福感地真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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