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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 

摘要

(中) 

本研究以 Goleman 情緒智力之理論基礎為概念，藉此編制一套適用於幼

兒自我管理之評量工具，自我管理內容包含成就動機、延遲滿足、自主

能力、挫折忍受、樂觀、承諾等六個情緒能力。 本研究採用切合幼兒實

際生活情境的訪談方式，將其訪問結果進而發展為故事情境題目，最後

編制成「幼兒自我管理情緒智力量表」，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本研



究對象為 54 名五歲之幼兒，施測方式以故事圖卡為媒介，經信度與效度

之考驗，留存繁式量表與簡式量表。 本研究結果顯示：1.本量表經信度

分析後，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656~0.831 之間；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22，顯示分量表與總量表皆呈現良好的信度。2.本量

表經效度分析後，各分量表皆達顯著正相關。3.本量表之繁式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921，顯示繁式量表呈現良好的信度。4.本量表之簡式

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826，顯示簡式量表呈現良好的信度。 綜合言

之，根據研究結果及研究結論，本研究之「幼兒自我管理情緒智力量

表」內部一致性具有相當高的信度，代表本量表具有高信度與高效度之

評量工具。  

摘要

(英)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oleman’s ba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EQ), this study plans to set up an evaluative tool specific for self management in 

young children, includ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utonomy, frustration tolerance, optimism, and commitment. By using the interview 

method specific for children’s real life, the results are prepar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s of story situation. A test specific for “EQ of Self Management in Young 

Children”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 in this study. Study subjects are 54 5-years 

old children. They are tested by story card and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and summarized in complicated testes as well as in simple 

test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by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range of Cronbach’s 

 value in each individual test is between 0.656 to 0.831 and 0.922 in total tests. It 

is speculated that results from individual or total tests contain excellent reliabilities; 

2. by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through individual 

tests; 3. the Cronbach’s  value of complicated test is 0.921. Results indicated 

an excellent reliability of complicated test; and 4. the Cronbach’s  value of 

simple test is 0.826. Results indicated an excellent reliability of simply test. Taken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research, the consistence of 

“EQ of Self Management in Young Children”, which contains the higher 

reliabilities, indicates that it provides an evaluative tool wit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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