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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 Goleman 情緒智能之理論基礎為概念，藉此編製一套兒童情緒

智能自我管理情境式量表，藉以了解九至十二歲兒童在情緒智能自我管

理中六個項目能力之發展情形，自我管理之內容包含了成就動機、延遲

滿足、自主能力、挫折忍受、自我控制、承諾等六個情緒能力。 本研究

採用切合兒童實際生活情境的訪談方式，從兒童的生活經驗中編製符合



其真實情境之故事情境問題，及應對的解決方式，編制過程及完成後，

皆請專家教師進行量表內容之審查，以期能符合國小三至六年級兒童實

際生活經驗。本研究之施測對象為新北市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有效樣

本 534 人，經極端組 t 檢定、Pearson 相關性檢驗等，刪除跨變項涵量較

少題目後，各分項之題數為成就動機 6 題、延遲滿足 5 題、自主能力 10

題、挫折忍受 5 題、自我控制 8 題、承諾 6 題，因其為跨變項計分方

式，一題可施測多個變項，故總題數共 11 題。 本評量工具之信度分析方

面，以評分者信度和重測信度檢驗之，其評分者相關係數介於.490～.993,

複合信度皆達.9 以上，重測信度相關係數介於.553～.675，皆達顯著水

準，顯示其具有良好信度;效度分析方面，成就動機效標關聯效度

達.544，挫折忍受效標關聯效度為.349，亦達.001 顯著，表示此量表之效

度在水準之上。 綜合言之，根據研究結果及研究結論，本研究「兒童自

我管理電腦數位化情境判斷測驗工具」，具有相當之信效度，代表本量

表為可用之評量工具。  

摘要

(英)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oleman’s ba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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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ren,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situational children’s social 

awar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toward the 9 and 12 years old children, in 

the six projects the ability of self-manage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ituation, self-management include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utonomy, tolerate frustration, self-control, commitment, and six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this study, by using interviews to specific for children’s 

real life, the result are prepared to develop the questions of story situati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tory situations in line with its real-life situation and response 

solution,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completed, the expert teacher scale content of 

the review, in order to meet the real life of the 3th to 6th grades childre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al life children experiences. Of this study applied the test 

subjects for th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 3th to 6th grade students, an 

effective sample of 534 people, by extreme groups t test, correlation test, after 

deleting inappropriate topics, the sub-item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were, 6 questionnaire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5 on delay of gratification, 10 on 

questions of autonomy, 5 on frustration endured, 8 on the self-control and 6 on the 

commitment,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s are 11. According to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grader reliability is from .490~.993, the 

composite reliability are above .9,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s from .553 to.675（the value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wards 

CPS is all up to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further in the validity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n the ability of serving 

others is .5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n the 

ability of intimating with others is .349 the value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wards CPS is all up to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In summary,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on Scale Development by Computerized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 for Children’s Self Management], on behalf of the 

scale for this assessment and with consider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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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105215 2012.6.26 11:02 163.20.61.134 del 04 499105215 2012.6.26 11:02 

163.20.61.134 new 03 499105215 2012.6.26 11:02 163.20.61.134 new 04 

499105215 2012.6.26 11:03 163.20.61.134 new 05 499105215 2012.6.26 11:04 

163.20.61.134 new 06 499105215 2012.6.26 11:16 163.20.61.134 new 07 

499105215 2012.6.26 11:16 163.20.61.134 new 08 499105215 2012.6.26 11:16 

163.20.61.134 new 09 499105215 2012.6.26 11:17 163.20.61.134 new 10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1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2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3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4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5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6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7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8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09 499105215 2012.6.26 11:26 

163.20.61.134 del 10 499105215 2012.6.26 11:28 163.20.61.134 new 01 



499105215 2012.6.26 11:28 163.20.61.134 new 02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3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4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5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6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7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8 499105215 2012.6.26 11:31 

163.20.61.134 new 09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del 07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del 08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del 09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new 07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new 08 499105215 2012.6.26 11:32 

163.20.61.134 new 09 

異動

記錄 

C 499105215 Y2012.M6.D26 9:29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3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39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1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1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1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4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9:45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0:58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0:58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05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17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19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19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2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2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21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22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25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30 163.20.61.134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1:31 

163.20.61.134 M chfa2502 Y2012.M6.D26 11:33 163.20.61.134 M chfa2502 

Y2012.M6.D26 13:12 140.136.186.73 M chfa2502 Y2012.M6.D26 13:12 

140.136.186.73 M 499105215 Y2012.M6.D26 14:55 163.20.242.148 I 030540 

Y2012.M6.D27 7:42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