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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擬以故事情境圖卡之方式發展一套六至八歲適用之兒童情緒智力社

會覺察量表，社會覺察項目包括同理心、服務取向、親和力、人際覺察、

善用多元化、社會認知等六個項目，並利用統計的方法進行項目分析刪題



及信效度考驗後，將量表題目編制為繁式量表及簡式量表。 本研究以桃

園縣一年級國小兒童共 58 位為研究對象，量表編制流程為：題庫的蒐集~

訪談、編制故事→專家效度評估→編制故事情境圖卡、選項(解決方式)圖

卡→正式施測→項目分析刪題→信、效度分析→完成正式量表。 原始量

表共編制六個項目各 12 題，共 72 題，經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刪題後，

剩 32 題，編制為繁式量表。繁式量表之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92，顯

示其具有良好信度，各項目總分與教師效標及家長效標之相關，亦達部分

顯著，顯示其在效度上，亦有一定水準。 簡式量表除人際覺察 3 題，其

餘項目各選取 4 題，共 23 題，簡式量表之信度 Cronbach's α 值為 0.89，

顯示其亦有良好信度，各項目總分與教師效標及家長效標之相關，亦達多

數顯著，顯示其在效度上，亦有一定水準。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

針對量表的編制與使用，以及在未來的研究方面，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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