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3244 

狀態 G0400105313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兒童與家庭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00105313  

研究

生

(中) 

蔡宜汝 

研究

生

(英) 

YI-JU TSAI 

論文

名稱

(中) 

國中生情緒智力與利老人美德行為之研究－以對老人正向情緒態度為中介

變項 

論文

名稱

(英) 

The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act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Virtuous Behaviors to the Elerly－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he Elderly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徐達光 蘇雪玉 

指導

教授

(英) 

DA-GUANG XU XUE-YU SU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3.6.26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6.6.26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2016.6.26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101 

出版

年 
102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情緒智力 對老人正向情緒態度量表 利老人美德行為 

關鍵

字

(英)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scale chart about the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elderly 

Virtuous behaviors to the elderly 

摘要

(中) 

因應未來少子化與老年化社會，現今國中生對老人態度與社會照護意願之

重要性提昇，本研究首要編製對老人正向情緒量表，並以台灣地區北中南

公立國中七到九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國中生情緒智力（自我情緒覺



察能力、自我管理情緒能力、自我效能能力、覺察他人情緒能力、人際經

營情緒能力）與利老人美德行之關係，並以對老人正向情緒態度，檢視其

是否會在兩者間產生中介效果。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進行問卷調

查。問卷總計發放 560 份，回收有效問卷為 548 份，有效回收率為 98％。

自編對老人正向情緒量表經因素分析後共分為四大構面（對老人能力支持

度、對老人之同理度、與老人相處之愉悅度、對老人貢獻之感恩度），整

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2.20％。此外，研究結果顯示：情緒智力（含其五

大子構面）皆與對老人正向情緒態度、利老人美德行為有顯著正相關；在

階層迴歸檢視下，對老人正向情緒態度會對情緒智力（含其五大子構面）

與利老人美德行為間產生顯著中介效果。  

摘要

(英) 

Facing the future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society, we se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 the elderly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ocial car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first goal for this research is to create a scale chart about 

the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elderly, focusing on seventh to ninth graders from 

public middle schools in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districts in Taiwan as target 

learners, and hop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elf-emotion aware ability, self-emotion control ability, self-encourage ability, 

others-emotion sensing ability, social relationship-building ability) and the virtuous 

behaviors to the elderly, and to examine if posi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he 

elderly will mediate in between them. This research conducts purposive sampling 

procedure to collect questionnaire. From the 560 questionnaires sent out, we 

received 548 effective one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up to 98%. 

Under factor analysis, we build four phases for our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 the 

Elderly” scale chart, which are the supporting degree for the abilities of the 

elderly, the empathy degree for the elderly, the sense of happiness degree when 

being with the elderly, and the appreciation degree for th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lderly. The overall cumulative explanation variations percentage is 60.20. Besides, 

our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its five 

elemen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virtuous behavior to the elderly. Also, 

under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he elderly cause great mediation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its five elements) and virtuous behaviors to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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