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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的目的為編制一套兒童情緒智力社會覺察情境判斷測驗量表以了解

九至十二歲兒童其發展情形，量表之內容是依據 Goleman 之情緒智力理論

為主幹，並以社會覺察中的同理他人、服務他人、親近他人、關心他人、

創新人際、人際認知此六個項目之操作性概念，由兒童的生活經驗中編制

符合其真實情境之情境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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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以期能符合實際生活經驗。本研究所編製

量表的題目皆經極端組 t 檢定、相關性等檢核，刪除不當題目後，完成本

量表。本評量為跨變項，因此其總題數為 13 題，但各分項可檢測題數為同

理他人 7 題；服務他人 5 題；親近他人 4 題；關心他人 4 題；創新人際 4

題；人際認知 12。信度分析方面，以評分者信度和重測信度檢驗，其評分

者信度相關係數於.977∼.821,重測信度相關系數介於.643∼.435 皆達顯著水

準，顯示量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分析方面，服務他人效標關聯效度

達.547，親近他人效標關聯達.508 達顯著，顯示量表在效度上具一定水

準。本研究據上述研究結果，對量表的編制與使用，作為後續相關研究的

參考。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situational children’s social awar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toward 3th to 6th grade students. The scale includes the 

ability of empathy, the ability of serving others, the ability of caring about others, the 

ability of intimating with others , the interpersonal innovations, and the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7 questionnaire items are created on the ability of empathy, 5 on the 

ability of serving others, 4 on the ability of caring about others, 4 on the ability of 

intimating with others , 4 on the interpersonal innovations, and 12 on the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As to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the validity analysis, the 

scale samples obtained from 534 students from 3th to 6th grade students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the validity. According to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grader reliability is from 0.977 to 0.82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is from 0.643 to 0.435 and al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the 0.01 level. Further in the validity analysi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n the ability of serving others is 0.547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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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others is 0.508 and al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t the 0.01 level. A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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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2012/6/26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2012/06/2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9105071 2012.6.26 0:07 219.85.134.102 new 01 499105071 2012.6.26 0:07 

219.85.134.102 new 02 499105071 2012.6.26 0:07 219.85.134.102 new 03 

499105071 2012.6.26 0:08 219.85.134.102 new 04 499105071 2012.6.26 0:08 

219.85.134.102 new 05 499105071 2012.6.26 0:08 219.85.134.102 new 06 

499105071 2012.6.26 0:09 219.85.134.102 new 07 499105071 2012.6.26 0:09 

219.85.134.102 new 08 499105071 2012.6.26 0:09 219.85.134.102 new 09 030540 

2012.6.27 8:19 140.136.208.244 del 09 030540 2012.6.27 8:19 140.136.208.244 new 

09 

異

動

記

錄 

C 499105071 Y2012.M6.D25 22:30 219.85.134.102 M 499105071 Y2012.M6.D25 

22:30 219.85.134.102 M 499105071 Y2012.M6.D26 0:13 219.85.134.102 M 

chfa2502 Y2012.M6.D26 0:25 219.85.134.102 M chfa2502 Y2012.M6.D26 13:11 

140.136.186.73 M chfa2502 Y2012.M6.D26 13:11 140.136.186.73 M 030540 

Y2012.M6.D27 7:5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2.M6.D27 8:19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7 8:19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6.D27 8:21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