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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台北市國中體育班學生學習自我效能與情緒智力之現

況，並分別探討背景變項在學習自我效能與情緒智力的影響與關係。以台

北市國中 101 學年度七至九年級體育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

進行資料收集，共得有效問卷 50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4.5%。所得資料以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

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經分析與討論後，獲致結論如下： 一、 研究對象的學

習自我效能與情緒智力現況得分均呈中間偏正向，屬較積極與正面之傾

向。 二、 研究對象的整體學習自我效能得分指標中，六層面得分依序為達

成目標、堅持努力、生理狀態、樂意學習、完成作業、言語說服。 三、 研

究對象的整體情緒智力得分指標為中，五層面得分依序為瞭解自身情緒、

經營人際關係、識別他人的情緒、自我激勵、管理情緒。 四、 性別、年

級、家庭型態、父母教育程度、父母管教態度在學習自我效能部分層面有

顯著差異存在（p＜.05）。 五、 性別、父母教育程度、父母管教態度在情

緒智力部分層面有顯著差異存在（p＜.05）；年級與家庭型態在情緒智力方

面沒有差異存在。 六、 學習自我效能與情緒智力各層面相互間，大部分呈

現顯著負相關，即學習自我效能越高的台北市國中體育班學生，較會選擇

簡單且不具挑戰的學習事務，面對學習困難時，則有負向的情緒反應，採

取負面之消極逃避態度，體育班學生比非體育班學生在課業與生活輔導方

面，確實有更為加強之必要。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arning self-

efficac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mong athletics class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and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factors on the impact and 

relationships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subjects are 

7th, 8th, and 9th graders from athletics classe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city. They were surveyed by doing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 501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 were collected, the return rate is about 94.5%.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One-way ANOVA, Scheffe’s 

posterior comparison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current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all above 



average and positive. 2. In the score index of the subjec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among the six domains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 the score of achieving goals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persistent effort, physiological state, willingness to learn, 

finishing tasks, verbal persuasion. 3. In the score index of the subjec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mong the five domain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score of 

understanding their own emotions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uilding, identifying other’s emotions, self-motivation, managing 

emotions.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in gender, grade of study, family type,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and parenting styles in the domain of learning self-efficac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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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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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3/6/16 

轉

檔

日

期 

2013/06/18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00025240 2013.6.16 23:01 123.192.138.198 new 01 400025240 2013.6.16 23:01 

123.192.138.198 new 02 400025240 2013.6.16 23:01 123.192.138.198 new 03 

400025240 2013.6.16 23:01 123.192.138.198 new 04 400025240 2013.6.16 23:02 

123.192.138.198 new 05 400025240 2013.6.16 23:02 123.192.138.198 new 06 

400025240 2013.6.16 23:02 123.192.138.198 new 07 400025240 2013.6.16 23:02 

123.192.138.198 new 08 400025240 2013.6.16 23:02 123.192.138.198 new 09 

400025240 2013.6.16 23:03 123.192.138.198 new 10 400025240 2013.6.16 23:03 

123.192.138.198 new 11 400025240 2013.6.16 23:03 123.192.138.198 new 12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1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2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3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4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5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6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7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8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09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10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11 400025240 2013.6.17 0:37 123.192.138.198 del 12 

400025240 2013.6.17 0:38 123.192.138.198 new 01 400025240 2013.6.17 0:38 

123.192.138.198 new 02 400025240 2013.6.17 0:38 123.192.138.198 new 03 

400025240 2013.6.17 0:38 123.192.138.198 new 04 400025240 2013.6.17 0:38 



123.192.138.198 new 05 400025240 2013.6.17 0:39 123.192.138.198 new 06 

400025240 2013.6.17 0:39 123.192.138.198 new 07 400025240 2013.6.17 0:39 

123.192.138.198 new 08 400025240 2013.6.17 0:39 123.192.138.198 new 09 

400025240 2013.6.17 0:39 123.192.138.198 new 10 400025240 2013.6.17 0:40 

123.192.138.198 new 11 400025240 2013.6.17 0:40 123.192.138.198 new 12 

400025240 2013.6.18 0:22 123.192.138.198 del 05 400025240 2013.6.18 0:23 

123.192.138.198 new 5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1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2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3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4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6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7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8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09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10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11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12 400025240 2013.6.18 0:24 

123.192.138.198 del 5 400025240 2013.6.18 0:26 123.192.138.198 new 01 

400025240 2013.6.18 0:26 123.192.138.198 new 02 400025240 2013.6.18 0:26 

123.192.138.198 new 03 400025240 2013.6.18 0:27 123.192.138.198 new 04 

400025240 2013.6.18 0:27 123.192.138.198 new 05 400025240 2013.6.18 0:27 

123.192.138.198 new 06 400025240 2013.6.18 0:27 123.192.138.198 new 07 

400025240 2013.6.18 0:27 123.192.138.198 new 08 400025240 2013.6.18 0:28 

123.192.138.198 new 09 400025240 2013.6.18 0:28 123.192.138.198 new 10 

400025240 2013.6.18 0:28 123.192.138.198 new 11 400025240 2013.6.18 0:28 

123.192.138.198 new 12 030540 2013.6.18 13:24 140.136.208.64 new 05 

異

動

記

錄 

C 400025240 Y2013.M6.D16 23:28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28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29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29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29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32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6 23:33 123.192.138.198 M phed3282 Y2013.M6.D16 

23:33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7 0:40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7 0:40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7 

0:40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8 0:24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8 0:25 123.192.138.198 M 400025240 Y2013.M6.D18 

0:28 123.192.138.198 M phed3282 Y2013.M6.D18 11:18 140.136.120.14 M 

phed3282 Y2013.M6.D18 11:18 140.136.120.14 M 030540 Y2013.M6.D18 13:20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6.D18 13:24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6.D18 13:24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6.D18 13:25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