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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論文題目：情緒教育課程對提升幼兒情緒智力效果之研究 －自我管理

面向的探討 技院系所名稱：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

生：周美瑛 指導教授：徐達光 博士 論文頁數：188 頁 關鍵詞：情緒智力、

情緒教育、自我管理 本研究旨在探討情緒教育課程對提升幼兒自我管理情緒

智力之效果。以台北縣二國小附幼班級，共七十五名幼兒為研究對象，其中

兩班為實驗組，一班為控制組，採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實驗組幼兒接

受十二週，每週一次，每次四十分鐘的自我管理情緒教育課程；控制組幼兒

則未接受任何實驗處理。實驗組與控制組分別在實驗前一週、實驗結束後一

週內，進行前、後測。所測得的量表分數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結

果如下： 一、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幼兒的成就動機能力。 二、情緒教育課

程能不提升幼兒的延宕滿足能力。 三、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幼兒的自主能

力。 四、情緒教育課程不能提升幼兒的挫折忍受能力。 五、情緒教育課程

能提升幼兒的承諾能力。 六、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幼兒的樂觀能力。  

摘

要

(

英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n young children.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was 

used. Three classes of young children were participants, who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52) and control group (n=23).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twelve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lasses, 40 minutes for each clas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take any classes. Two groups took a pre-test one week before the 



experiment, a post-test a week later.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pick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and the paired data sample t examination statistics and the analysis. On analysis, 

it g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1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2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not promote 

he the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3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autonomy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4 Self-

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not promote the frustration tolerance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5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optimism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1-6 Self-management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commitment ability on young children. Key 

wor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education Self-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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