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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情緒教育課程對提升國小一年學童社會覺察情緒智力之效

果。以桃園縣某某國小一年級三班，共六十四名學童為研究對象，其中兩

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採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實驗組學生

接受十二週，每週四十分鐘的社會覺察情緒教育課程；而控制組學生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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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PS 1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

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情緒教育課程不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同理他

人」的情緒智力。 二、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關心他人」

的情緒智力。 三、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親近他人」的情

緒智力。 四、情緒教育課程不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服務他人」的情緒

智力。 五、情緒教育課程不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創新人際」的情緒智

力。 六、情緒教育課程能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人際認知」的情緒智力。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n the social awareness of first grade student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method was used. Three first grade class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43) and a control group (2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a social awareness emotional education lesson once a 

week for 12 weeks. Each lesson lasted for 40 minute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any treatment. Both groups took a pre-test a week before the experiment and 

a post-test a week after the experiment.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SPS 12.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e impact on first grade students as follows: 

1.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not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similarity with others. 2.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care for others. 3.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intimacy with others. 4.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not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service to others. 

5.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not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interpersonal introductions. 6. An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promot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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