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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以故事情境圖卡的方式，編製ㄧ套適宜兒童評量社會管

理情緒智能之量表。 本研究以 Goleman（1998,2001）的「情緒才能架構」

為研究依據，將社會管理情緒智能：以溝通能力、衝突處理、分工合

作、團隊能力、應變能力、團隊領導，六個項目作為評量之發展。 本研

究量表之編製過程：題目來源以訪談多位小學教師收集各類情境故事彙



整、修改而成，答案選項以正面陳述之四分量表為原則，編製成評量初

稿。評量初稿經由專家核定後製成正式量表題本，採故事情境的方式將

題目內容與答案選項，摘其重要的情節以真人實景拍攝，並將照片編製

成圖卡，完成「兒童社會管理情緒智能量表」。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

取台北縣新莊市某國小二年級的兩個班級，合計 56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並請老師與家長填寫觀察問卷表以做為效標。施測結果以 SPSS 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項目分析，刪除不良題目，獲得繁式題本共 33 題與簡式題本共

24 題。最後以簡式題本進行量表信度考驗達.677，效度考驗相關性顯著，

此二式量表提供兒童評量社會管理情緒智能之用。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對於評量表的運用及未來的研究方面提出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與

教學參考。 關鍵字：兒童、情緒智能、社會管理、故事情境圖卡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scale for children’s social 

managem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ith story situation card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emotiona1 competencies of Goleman (1998,2001), the researcher 

divided social management emotiona1 intelligence into six divisions：

communication ability, conflict management, division of labor &. cooperation, team 

ability, emergency ability, team leadership as the evalu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dure of developing this scale, the researcher edited the original questions 

collected and altered from every kind of situation story by interviewing man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 and four divisions of positive descriptions in answer 

selections as the principles to make the first script of evaluation, Being examined 

by the experts, this first script became the formal scale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and Photographed some important situation stories acted by real 

People and made them into cards and developed the scale. This research took 56 

second-grade students of two classe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Hsinchuan City, 

Taipei County as samples.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also asked to fulfill the 

observing questionnaire as the effective standard criterion.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SPSS, And after some questions that were useless have been 

deleted ,there were 32 questions in complicated questionnaires and 24 questions in 

simplified questionnaires. A result of .677 on reliability and obvious relations in 

validity examined by simplified questionnaire offered the effect of the scale.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woul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usage of this 

scale and future research concerned as the references. Keywords: childr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cial management, story situation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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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0/7/8 

轉檔

日期 
2010/07/08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6585189 2010.7.8 0:42 114.24.201.75 new 01 496585189 2010.7.8 0:43 

114.24.201.75 new 02 496585189 2010.7.8 0:43 114.24.201.75 new 03 496585189 

2010.7.8 0:44 114.24.201.75 new 04 496585189 2010.7.8 0:44 114.24.201.75 new 

05 496585189 2010.7.8 0:45 114.24.201.75 new 06 496585189 2010.7.8 0:46 

114.24.201.75 new 07 496585189 2010.7.8 0:47 114.24.201.75 new 08 496585189 

2010.7.8 0:47 114.24.201.75 new 09 496585189 2010.7.8 0:48 114.24.201.75 new 

10 496585189 2010.7.8 0:48 114.24.201.75 new 11 496585189 2010.7.8 1:20 



114.24.201.75 new 10 

異動

記錄 

C 496585189 Y2010.M7.D8 0:10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0:24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33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33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33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37 114.24.201.75 M chfa2502 

Y2010.M7.D8 1:37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39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44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1:45 114.24.201.75 M 496585189 Y2010.M7.D8 2:35 

114.24.201.75 M chfa2502 Y2010.M7.D8 9:19 140.136.186.67 M chfa2502 

Y2010.M7.D8 9:19 140.136.186.67 M 030540 Y2010.M7.D8 9:40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7.D8 9:4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7.D8 9:46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7.D8 9:46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7.D8 9:51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