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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國中生三個人口變項、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之關係，並提出若干建

議，以作為教學及進一步研究的參考。本研究以台南市興高雄市之園中生 547人為研究對

象，所採用的工具包括「中小學批判思考技巧測驗」、「批判思考意向量表」、「兒童情緒思

維自陳量表」。研究發現: (一圈中生情緒智力之發展屬中上程度;同女生的「自我情緒智力」

與「人際情緒智力」均顯著優於男生; (三邦同年級學生的情緒智力無顯著差異; ~四)父母親真

較高教育程度的學生，其情緒智力亦較高; (五活比tlJ思考技巧與意向可以有效預測情緒智力

高、中、低的組別;反之，情緒智力也可以有效預測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高、中、低的組

別，但均以預測中間組的正確事最高。

開鏈詢:年級、性別、批判思考、情緒智力、國中生

批判思考能力與情緒智力均是現今廣受到討論與囑目的兩大領域，也是未來學生必備的能力。例

如在美國教育部所發表的20∞年國家教育目標中即指出「批判思考的培養與評鑑」是未來教育上所要

發展的重點 (Facione， Sanchez. Facione. & Gainen, 1995) 。批判思考可以使人穎的生活更真合理性，它

不僅是教育上一股自由的力量，同時也是 21 世紀公民生活中一項有力的資源 (Paul， 1990 ; Tau恤，

1997 ;江芳盛，民 80 ;陳儀璇，民的;葉玉珠，民80) 。而「情緒智力J (Emotiona1 Intelligence ' EI) 

或「情緒智商J (emotional quotient ' EQ) 概念的風行首推Daniel Goleman的提倡。 Goleman指出EQ

比傳統的IQ更能影響個人將來的成就，且在個人的工作職場上扮演重要角色(李瑞玲、黃慧真、張美

惠譯，民 87) 。美國時代雖誌 (Time) 的報導更指出「情緒智力」是對人生之成敗最有利的預測因素

(TIME. 1995, Cover)。情緒智力概念的提出使得學校、教師、家長重新檢討長期以來以升學為主的主

智教育。近來， Gardner提出多元智力理論，其中除了包含傳統的語文與數理，過輯智力之外，也涵蓋

內省與人際兩種與社會互動有關的個人智能(莊安祺譯，民 87) ，可見未來情緒教育的重要性。

批判思考是「決定何者可信與何者應為之合理與反省的思考J (N orris & Ennis, 1989) ，個體透過

判斷與評鑑而趨於理性與中立;情緒智力則是個體在情意領域(情緒、情感、心情)上的各種智慧能

*本論文係葉碧玲提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之碩士論文的部份內容，在葉玉珠教授指導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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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人保持感性而不失去理性。兩者可使個體具有理性與感性並存的健全身心。批判思考與情緒智

力均是個體生活上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Elder (1997) 更指出批判思考是情緒智力的關鍵。因此哪些

變項會影響情緒智力的發展?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關係為何?是否可藉由批判思考來提昇情緒智

力，亦或是藉由情緒智力以促進個體之思考?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 (一)國中生情緒智力的發展現況 ;n國中生人口變項與情緒智力

的關係;但)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關係; ~四沖民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教學及研究的參

考。以下將分別對情緒智力的內涵、批判思考、人口變項與情緒智力、以及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關

係作進一步之探討。

一、情緒智力的內涵

在國外已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觀點對情緒智力提出論述 (Bellack， 1999; H呵， 1999; Johnson, 1999; 

Mayer, Caruso, & Salovey, 1999; Mayer & Geh哎， 1996; Salovey & Mayer, 1990; Mayer & Salov句， 1993; 

Schutte, Malou缸， Hall, Hagge旬， Cooper, Golden, & Dornh帥， 1998) ，而國內也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出現

(王春展，民 87 ;江文蔥，民的、民 86 ;吳毓瑩，民 86 ;梁靜珊，民 86 ;曾聘冊，民 87 游雅時，

民的;劉清芬，民89 羅芝芸，民 88 )。

Mayer等人 (1999 )認為情緒智力意指對情緒的意義與其彼此間關係加以認知 (recognize) 的能

力，並且在此基礎下推理與解決問題;它包含察覺情緒、同化與情緒相關的感覺、以及了解情緒所代

表的訊息並管理情緒。 Goleman認為情緒智力包含有五個層面 (25 種情緒能力) : (1)自我察覺， (2)自

我規範、自律， (3)動機， (4)同理心， (5)社交技巧(李瑞玲等譯，民87) 0 Mayer與 Salovey在早期提出

情緒智力的概念時，認為情緒智力是由情緒的評估與表連、情緒的調整及情緒的運用三個向度所構成

的 (S訕。vey & Mayer, 1990) 。經修訂後，其情緒智力之模式包含有四個向度: (1)情緒的知覺、評估與

表達， (2)情緒對思考的促進， (3)對情緒知識的了解、分析與使用， (4)情緒的反省、調節以促使情緒與

智力的增長 (Mayer & Salovey, 1993) 此修訂後的模式強調對於感覺的思考。

Cooper 與 Sawaf在其書Executive EQ中，提出情緒智力的模式包含下列特殊技巧或傾向:(1)情緒

的素養 (emotional literacy) ，包含個體本身情緒方面的知識以及這些知識是如何運作的; (2)情緒的適

合度 (emotional fitness) ，包含個體情緒的持久力( hardiness )與彈性 (flexibility) ; (3)情緒的深度

(emotional depth) ，其牽涉到情緒的強烈度與其成長的潛能; (4)情緒的力量 (emotional alchemy) ，包

含使用情緒以促發創造力的能力(引自 Schutte et al., 1998) 。而在Dulewicz與Higgs (1999) 所編製的

量表中，情緒智力則包含有下列 7個因素:自我察覺( self-awareness )、情緒彈性( emotional 

resilience) 、激勵 (motivation) 、人際敏感 (interpersonal sensiti vity )、影響力 (influence) 、果斷

( decisiveness卜良心與誠正(conscientiousness 個d integrity )。

國內學者吳毓瑩(民 86) 認為情緒智力是一種需要培養和學習的能力，是個體了解自己情緒或

心境，加以處理使用，使自已達到平衡的狀態，或是發揮情緒的彈性計畫、創意思考、引導注意和激

發動機等方面的一種能力。王春展(民 87 )將情緒智力分為「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 J ' 

各包含有情緒的察覺( awareness )、了解( understanding )、推理( reasoning )、判斷 (judgment) 、表

達( expression) 、調節 (regulation) 、激勵 (motJvation) 與反省 (reflection) 八個層面。自我情緒智

力發展先於人際情緒智力，但是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情緒智力即能運用以上各種情緒上的智慧

能力，以妥善處理日常生活中所發生各種情意方面的問題。此模式所強調的「情緒智力」是一種情緒

方面的綜合性智慧能力，不僅強調情緒的認知智慧(如情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推理與情緒判

斷) ，同時也重視情緒的技能禎域(如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以及情意領域(如情緒激勵與情緒反省)

的智慧能力，可以解釋並強調情緒對於思想和智慧的促進，以及智力對於情緒的功妓(王春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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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本研究對情緒智力的測量即採王春展的觀點。

綜合以上的看法發現:情緒智力可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基本上，情緒智力是一種情意方面的能

力，包含有各種情緒能力，對象包含自我與他人，其重要的是透過對情緒的知覺、了解與管理以引導

個人之表現。同時，情緒智力亦伴隨一些心靈或人格上的特質，因此高情緒智力的人能運用各種情緒

能力，與別人建立親密的關係、轉換心情、激勵自我與他人，而成為能妥善處理自我與他人情緒的成

熟個體，進而利用情緒促發思考如創意與自我的成長。

二、臨判思考

批判思考為一複雜的認知歷程;此一思考歷程涉及思考者的知識、意向及技巧與所在情境的互

動。一位良好的批判思考者除了必須具備足夠的知識、意向及技巧之外，尚需視問題發生的脈絡

(context) ，建立一套有效及合理的判斷規準，對陳述或問題加以澄清與評估，以做成決策並解決問題

(葉玉珠，民 89) 。因此，批判思考是由三大成分所組成的，包含批判思考的能力、意向與先備知

識。本研究中即將批判思考分為「批判思考的技巧 (sk:ills ) J 與「批判思考的意向( dispositions ) J 進

行相關的分析，因此以下即對這兩個概念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此判思考的控巧

批判思考可幫助學生學習多重的質問技巧 (Elder & Paul, 1997 a )、用以訓轍學生邏輯推理的能

力，增進學生從抽象到實際具體的思考能力 (Elder & Paul, 1999) 。批判思考的定義雖有爭議，但一

般均認為批判思考的技巧可被當作批判思考能力的指標 (Taube， 1997) 。

Norris 與 Ennis (1989) 認為批判思考的能力包含三種基本能力和一套策略，即澄清的能力、建

立完善推論基礎的能力、推論的能力及運用策略的能力。Dick (1991) 將批判思考的技巧分為五大

顯:鑑定爭論( arguments identification) 、分析爭論 (arguments anal抖的)、推理與邏輯 (reasoning 祖d

logic) 、科學分析 (scientific analysis) 、外在資源 (external sources) 。在 1990年的 Delphi project 中，

學者們經討論後提出批判思考者所具有的認知按巧有:分析、詮釋、推論、解釋、評鑑與自我調節

(Facione et al., 1995) 。

因此，批判思考技巧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技巧( Halpern, 1998 ; Ku恤， 1999 ;鄭英躍、王文中、

吳靜吉、黃正鵲，民 85 )。這些高層次技巧相當複雜，需要判斷、分析、推論、綜合、解釋、評鑑等

能力。優秀的批判思考者更具有許多後設認知的技巧， Paul與 Elder (1997) 將批判思考者分成六

類，其中最高階層者為「精熟思考者J (the master thinker) 。精熟思考者必須能持續不斷地監控、反

省其策略以維持並達成有效思考，而批判思考的基本技能早已內化，此時期的批判思考者是高度直覺

化的 (Elder & Paul, 1996a ; Elder & Paul, 1996b) 。綜合之，批判思考者需要有能力實際執行這些思

考的策略與技巧，而這些內在心理操作技巧必須與外在情境產生互動，其過程是一種不斷反省、自我

調整、與自我監控( self-monitored) 的動態過程。

綜合學者們的看法 (Watson & Glaser, 1980 ; Ennis, Mi11man, & Tomko, 1985; Norris & Ennis, 

1989 ;鄭英躍等，民 85) ，批判思考的技巧至少包括如下五種認知能力:辨認假設、推論、演繹、解

釋、評鑑。本研究的「批判思考技巧」係指此五種能力。

(司批判思考的意向

空有批判思考的技巧而不願意去實行，貝IJ無法成為真正的批判思考者，亦無法對自我的思考有所

提昇。批判思考的意向即批判思考的精神 (Siegel， 1980) ，是實行批判思考能力較意願、傾向、承諾

與態度 (DeNitto & Strickland, 1987; Norris & Ennis, 1989) 0 Taube (1997) 的研究也顯示:批判l思考

的意向與技巧間有顯著的相關，因此批判思考的技巧或能力需要與批判思考的意向或態度相輔相成，

共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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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ey (I 99 1)認為要成就一個現代成功的思考者，需要許多技巧和能力，其中之一即批判思

考，而符合批判思考者之態度有:好奇、客觀、開放的心胸、彈性變通、懷疑精神、智識的誠實、系

統化、一致性、果斷、尊重他人的意見等十項。 Facione在與其同事所編製的「加州批判思考意向測

驗J (The Califom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Inventory, CCTDI) 中，將批判思考的意向分為下列

七種:好問 (inquisitiveness) 、心胸開放( open-mindedness )、系統性( systematicity )、分析力

( analyticity )、尋求真理 (ruth-seeking) 、批判思考的自信 (CT self-confidence) 、成熟度 (maturity)

(Facione et al., 1995) 0 Paul與Nosich (1991) 認為批判思考伴隨著一連串心靈特質 (t闊的)的持有與

靈活運用，這些特質為:思考的獨立、公正、智慧的謙虛、智慧的勇氣、智慧的教力、智慧的統整、

好奇、對於推理的自信、了解異議的意願、對別人的觀點能以同理心地去了解、承認自我的利己主義

與民族優越。 Paul並認為不斷地自我質問 (self-questioning) 是發展這些對批判思考很重要的心靈特

質之關鍵因素(Elder & Paul, 1998) 。

葉玉珠(民 88) 認為批判思考意向包含四個因素:系統性與分析力 (systematicity and 

analyticity )、開放心胸與同理心 (openness and empathy )、智識好奇心 (intel1ectual inquisiti veness )、

整體與反省思考 (holistic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等四個因素，本研究對批判思考意向的測量即採此

一觀點。

三、人口費項與情緒智力

以下分別就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三項人口變項與情緒智力之關係加以說明。

(一性別與情緒智力

圍內目前雖有許多與情緒智力相關的研究(王春展，民87 ;李乙明，民 88 ;周正儀，民 87 梁

靜珊，民 86 ;會聘冊，民 87 ;劉精芬，民 89 ;羅芝芸，民 88) ，但尚無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所做的

實徵研究。其中，不同的學者以不間的年齡階層為研究對象有不同的發現，列舉如下。

李乙明(民 88) 以 1212名高中數理資優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劉清芬以 1192位國小四、六年級學

童為研究對象均發現:學生的情緒智力有性別上的差異。王春展(民87 )以605位國小二、四、六年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女童在整體情緒智力、自我情緒智力及人際情緒智力上的得分均顯著

高於男童。周正儀(民87) 的研究則發現:女性領導者的EQ表現高於男性，其領導型態趨向於輕工

作重人際，且效能較男性為高。

Mayer等人(1999 )以 503 位成人為研究對象，以「多因子情緒智力量表J (The Multifact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MEIS) 為研究工具，研究發現:女性在MEIS所包含的 12個項目 (tasks)

中的表現均優於男性。 Ciarrochi 、 Chan及 Caputi (20∞)曾以修習心理學的澳洲大學生為對象，亦

以MEIS為研究工具，探討情緒智力 (EI)與性別的關係，發現女生的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生。

Morand (1999) 以 24位男性， 17位女性，平均年齡為32.1 歲之東北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家

庭結構的大小與情緒智力的關係'研究發現:女性的表現顯著高於男性。

但曾聘研(民 87 )以 81 位台中市南區仁頓國小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女童的情緒智慧

沒有差異。 Dulewicz 與Higgs (1999) 以 201 位(男 l呵，女47 平均為 35.5歲) ，來自歐、美、亞、

澳洲等不同國家的經理，以其所編製的情緒智力量表，探討情緒智力的測量與發展，結果發現:男女

性在整體情緒智力與分量表中的表現均無差異。

綜合以上學者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對情緒智力的影響方面以女性的情緒智力優於男性為

多。

仁揮蝕與情緒智力

圖內許多的研究顯示，情緒上各種能力的發展，隨年齡的增加而有所不同(王春展，民 87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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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慈，民88 ;游雅時，民的;曾聘冊，民87 )。游雅吟(民 85 )曾探討國小一、三、五年級見童的

認知能力、多重情緒理解能力與人際關係的關係。其研究發現:兒童的理解多重情緒能力因年級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三、五年級兒童對於多重情緒能力的理解能力高於一年級，且一年級兒童對於兩種情

緒同時存在的理解能力較低。江文蔥(民 88) 以國小五年級、圈中二年級與高中二年級共 108位學生

為對象，以個別唔談的方法，探討兒童和青少年在情緒調整五個層面(情緒覺察、情緒表達、調整策

略、情緒反省、情緒效能)的發展情形。研究發現:情緒調整會因年齡層的不同而在發展內容上有實

質的差異，呈現多面性與發展性的特點。

在情緒智力方面，研究者發現學童的年級愈高，情緒智力隨之愈好(王春展，民87 曾聘冊，

民 87 劉清芬，民89) 。例凋曾聘昕(民 87 )的研究發現:四年級與六年級兒童的情緒智力大都顯著

高於二年級兒童。王春展(民 87) 的研究也發現:不管是整體情緒智力、自我情緒智力或人際情緒

智力，六年級和四年級兒童大致上都明顯高於二年級。在成人方面， Mayer等人 (1999) 以 503位成

人( 17-70歲) , 229位青少年( 12-16歲)為研究對象，以「多因子情緒智力量表J (MEIS) 為研究工

具，研究發現:成人在此量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青少年。 Du1ewicz 與 Higgs (1999) 的研究也發現:

年齡與情緒智力有顯著的相關，較年長的個體傾向於較敏感。

由以上之探討可知，情緒的發展與表達與其成熟度應有密切的關係，即年齡或年級愈大者，其情

緒智力也應愈高。

(三)父母教育程度與情緒智力

Shapiro認為兒童情緒的發展自幼即受到家庭環境，尤其是父母的影響(薛美珍、單悠文譯，民

87 )。也有研究者發現情緒智力可預測同理心、父母教養方式與人生活動 (Ciarrochi et 瓜， 2000 ; 

Mayer et 祉， 1999) 。父母的教育程度往往是影響其教養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子

女情緒智力的發展可能有密切的關係。

目前國內尚無直接探討國中生情緒智力與父母教育程度的研究，現有的相關研究大多以圓小學生

為主。游雅吟(民 85 )以台中地區國小一、三、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兒童的理解多重情緒

能力不因父母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金惠梅(民 86 )以台北市5所國小四、五年級兒童及其父

母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子女覺察父母情緒狀態愈正向及父母管教態度偏向民主者，其子女人格與

社會適應愈好，並且大學與大專教育程度的父母及有參加成長課程的父母親，其情緒智力較高。李蕙

美(民 81)以台北市國小五、六年級學童520人為研究對象，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對學童情緒穩定性及

行為困擾的影響，研究發現: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其學童情緒穩定性及行為困擾的確有影響。父母

採、「高關懷、高權威」或「高關懷、低權威」的教養方式，學童的情緒穩定性皆優於父母採「低關

懷、高權威」或「低關懷、低權威」教養方式的學童。

綜之，父母管教態度或教養方式對子女情緒狀態或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而李雪禎(民 85 )以國

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則發現: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會因其社經地位之不同而產生差異。高社經地位的父

母，多是採用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低社經地位的父母，多是採用忽視冷漠的教養方式。劉清芬(民

89) 也發現，國小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氣氛對其情緒智力有顯著的影響力。而父母親的職業和

教育程度通常是社經地位的重要指標。職業聲望愈高，教育程度愈高的父母，其社經地位也愈高。因

此，本研究中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納入成為研究變項之一，探討父母教育程度對國中生情緒智力的影

響。

四、拉判思考與情緒智力

(一)認知、思考與情緒的關係

蔡秀玲與楊智馨(民 88) 綜合各家說法認為情緒包含有四個層面:生理反應、心理反應、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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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行為反應。 Ellis (1962) 認為認知引發情緒，個體有能力學習理性思考，而使益於身心健康的

情緒與行為增加。 S. Greenspan在其《心靈之成長)) (The Growth of Mind) 一書中也指出:良好的情

緒互動是人額高層次思考能力發展的源頭(引自 Mor血， 1997) 0 Novick (I998) 則認為情緒可以增進

或抑制思考的過程，在高度緊張之下，大腦進入生存模式( survi val mode) 使得較高層次的思考受

阻。撇除生理的層面，情緒深受訊息處理的過程、社會性互動及文化脈絡的影響，情緒來自於對刺激

事件的認知性評估 (Reeve， 1992) 。在相同的情緒之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緒反應，那是因為該

環境刺激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而不同的意義則來自於不同的「認知評估J (蔡秀玲、楊智馨，

民間)。此認知評估與思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可見，思考與情緒的關係密切。

(弋曲也判思考對情緒智力的影響

批判思考乃是一種高層次的認知技巧 (Halpern， 1998) 而情緒智力則專注於情緒、感覺、意

志、激勵與人際關係等情意頡域上的智慧能力(梁靜珊，民 86) 。但批判思考如何對情緒智力有所幫

助?

情緒察覺或自我察覺是情緒智力的基本能力之一， Adams (1998) 曾提出以下的問題:個體必須

對自我或他人的感覺與衝動有所察覺，才能有智慧地對當時的情境做出適當的反應，但當個體察覺到

這些感覺後，是如何才能表現出具有情緒智力的反應?從認知性評估的觀點而言，因為個體對情緒訊

息的主觀性想法與評估，因此有其情緒反應 (Lazarus ， 1982) ，情緒反應或行為後果因個體對事件的

想法、解釋或看法而產生 (Ellis ， 1962) 。因而情緒智力是一個理性的過程，個體的情緒與慾望會因某

些理由而被評估、包圍 (embraced) 、修正或擊敗 (Adams， 1998) 。在此理性過程中，批判思考為情

緒智力提供一套心理工具，使個體做出良好的判斷 (Elder， 1997) 。細言之，高層次的批判思考是一

種不斷自我導正(Lipm姐， 1988卜內省與評估的心靈活動(葉玉珠，民80) ，需經不斷地學習，可以

使個體產生理性思考，成為良好的思考者 (good thinking) 。因此批判思考可以使個體有良好的認知與

思考，有助於個體對本身之情緒作出良好的解釋與反應，進而做出適當的決定以解決問題，意即批判

思考為情緒與智力之間提供一橋棵，使個體作出正確性的認知評估。

(三爛緒智力對批判思考的影響

批判思考對情緒智力有所助益，反之情緒智力對批判思考是否亦有所貢獻? Elder (1997) 認為

高情緒智力 (EQ) 是由高品質的思考(含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等)所創造出來的;然而

高品質的情緒則益於個體理性的思考。羅芝芸(民 88) 的研究即發現:兒童的情緒智力愈高，其問

題解決能力亦愈好。然而Cia叮ochi等人 (2000) 的研究則發現:情緒智力與個體管理心情 (mood)

的能力有闕， {旦與預防心情對判斷產生偏頗的影響之能力無關。問題解決與對判斷產生偏頗均與批判

思考的運用有密切的關係，究竟情緒智力是否會影響批判思考呢?

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均是在後天的教養與環境中學習可得的。 Elder 與 Paul(1996a， 1996b, 1997b) 

認為批判思考的發展有其階段性。 Paul與 Elder (1997) 曾將批判思考者分成六頓，其中最高階層者

為「精熟思考者J (the master thinker) 。精熟思考者必須能持續不斷地監控、反省其策略以維持並達

成有效思考( Elder & Paul, 1996a) 。近來， Kuhn (I 999) 提出一個批判思考的發展模式，強調第二層

次的認知( second-order cognition) 技巧，即後設認知 (meta-knowing) 對發展批判思考的重要。後設

認知將第一層次的認知當作是思考的對象，而分為三種廣泛的形式:後設策略性 (metastrategic) 、後

設認知性 (metacognitive) 、認識論的( epistemologicaI )。真正高批判思考的培養需著重其後設認知的

部分。因此，高層次的批判思考必須具備後設監控的能力。而在情緒智力的概念中 r反省的調整情

緒進而增進情緒的和理智的成長」則是情緒智力新概念架構圖中最上層的一個分支(引自主春展，民

87 : 39) ，高EQ的個體同樣須真備後設監控的能力。因此，高批判思考者與高情緒智力者均須具備

反省、監控的後設能力。依此而言，高情緒智力可能對批判思考的發展有所促進。但兩者確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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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批判思考包含技巧與意向二者，情緒智力則包含有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領域方面的情緒

能力。批判思考技巧的發展可能促進情緒智力之智力層面(即認知)上的發展;批判思考的意向則可

能促發情緒智力之情意層面的發展與其認知能力使用之意願。反之，具有高情緒智力的個體，應該也

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根據上述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1.不同性別的國中生，其情緒智力有所差異;即女性國中生的情緒智力高於男性國中生。

2. 年級對園中生的情緒智力有正面的效果:即年級越高的園中生，其情緒智力也越高。

3. 父母教育程度對國中生的情緒智力有正面的效果;即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園中生，其情緒智力

也越高。

4. 國中生的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可以有效區別其情緒智力之高低組另IJ; 反之，國中生的情緒智力

也可以有放區別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之高低組別。

法方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南市與高雄市5所國中之國中生為對象，共計5校， 17班;計有國一學生 162人、國

二學生 167人、國三學生218 人。其中男生有293人、女生有254人、共計547人。台南地區計有後甲

國中與崇明國中，高雄地區計有鹽埋國中、三民國中、與壽山國中。詳細的樣本分佈情形如表 1 0 

有報據本人數分配表 (N = 547) 

合計

27 

女

19 

男

-
o
o

年級

表 1

學校名稱

壽山園中

地區

高雄市

29 15 14 
一

32 13 19 

28 12 16 三民圈中

27 13 14 

39 19 20 

27 12 19 鹽坦國中

38 

34 

19 

19 

19 

15 

36 13 23 崇明園中台商市

35 17 18 

36 15 21 

40 13 27 後甲國中

38 19 19 
一

76 

293 

36 

547 

40 

254 五所學校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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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之研究工具包含「兒童情緒思維自陳量表」、「中小學批判思考技巧測驗」、「批判思考

意向量表」以及人口變項的相關問題，依序說明如下:

(-閒重情緒思維自陳量表

本研究以王春展(民 87)所編製的「兒童情緒思維自陳量表」來測量國中生的情緒智力。量表

中，將情緒智力分為兩個向度: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在這兩個向度中均包括下列八個因

素:情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達、情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八種情

緒能力。

此量表共有50題選擇題(包含有正向題與反向題) ，扣除2題與情緒思維無闕，僅為測試作答者

是否認真作答之題目後共有48題。每種情緒能力各包含有6個題數，其中自我與人際情緒智力各有3

題。每題中有四個選項，每題選項中均有類似「不會」、「很少」、「有時候」、「常常J 的四個選

項，由學生根據個人的經驗與看法，就題目的描述而自此四個選項中選出適當的答案，而此四個選項

實則為四點量表。計分時，在正向題方面，圈選「常常」的給4分， r不會」的只給 1 分;反向題的

計分方式則相反，依此額推。此量表包含有自我與人際情緒智力兩個分量表，在總量表與分量表的得

分愈高，表示該位學生的情緒智力愈高。測驗時間不限，園中生約為20分鐘。

「兒童情緒思維自隕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sα為.93 (N = 605) ，重測信度為.90 (N = 37) ，重

測間隔時間為兩週。其中，自我情緒智力的Cronbach'sα 為.85 (N = 605) ，重測信度為.79 (N = 

37) 人際情緒智力的Cronbach'sα 為.89 (N = 605) ，重測信度為.91 (N = 37) 。

l二中小學揖判思考接巧潤j鷗

本研究以葉玉珠、葉碧玲與謝佳華(民的)所蝙製之「中小學批判思考技巧測驗」來測量批判

思考的能力。此測驗包含五個部分:辨認假設、推論、演繹、解釋、評鑑，共有24題。在題目型態

方面，第一至第四部分，每個部分均有 5題( 1-20題) ，每題均有 3個選項;第五部分中每題均有2個

選項( 21-24題)。因為每題均有正確的答案，因此計分採每題選擇正確選項時得 1 分，否則不給分，

答錯亦不倒扣，得分愈高代表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愈強。本測驗限答時間為25分鐘。

本測驗各題之難度指數為.37 月肘，平均值為.66 '鑑別指數為.25 - .71 '平均值為.46 '表示本

測驗題目難易適中，並具有不錯的鑑別力。本測驗經由統計軟體Iteman 3.0分析得出 Alpha係數。此

Alphaf系數為Crocker 和Algina所提出的，適用於得分非o IlP 1 的能力測驗:此Alpha數值通常被認為

是測驗中信度的下限 (lower- bound) (Assessment Systems Corporation, 1996 : 3-17) 0 r中小學批判

思考技巧測驗」總量表的Alphaf系數為.80 (N = 277) ·其總量表與分量表的相關係數為.630 - .790 (N 

= 277) ，其各個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313 - .540之間 (N = 277) 0 r中小學批判思考技巧測驗」

與「成就目標量表」的相關為r (234) =.255 • p< .001 ·與數學成績的相關為r (100) = .254 • p< 

.05 、與國語成績的相關為r (100) =.3∞. p< 肘。

但此判思考意向量衰

本研究以葉玉珠(民 88) 所編之「批判思考意向量表J 來測量國中生批判思考的意向。此量表

為李克式六點量表，自(1)不曾、 (2)幾乎不會、 (3)很少、 (4)有時候、 (5)常常、到(6)總是，共計20題。

由填答學生依自我實際之狀況，將符合之數字圈選(或勾選)出來。測驗時間不限，但國中生約為

10分鐘。在此量表中得分愈高的國中生，表示其批判思考的意向愈強。此量表共抽取出四個因素:

系統性與分析力、開放心胸與同理心、智識好奇心、整體與反省思考:各因素間的相關為rs (98) = 
.31-.60 ' p< .01 0 總量表的 Cronbach'sα 為.88 (N=100) 而其四個因素的 Cronbach'sα 依序

為.83 、 .58\70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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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以下將首先對園中生的情緒智力之現況做一呈現，再分別探討人口變項(性別、年級、父母教育

程度)對情緒智力的影響、以及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係。

一、團申生情緒智力之現況

里2 團中生在 r~重情緒思艦自陳量表」上得分之擱要表 (N= 538) 

男生 女生 全體

(n=251) (n = 287) (N = 538) 

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年級
自我情緒智力 73.34 10.42 79.33 7.60 75.94 9.74 

人際情緒智力 68.58 12.32 76.70 8.43 72.10 11.50 

總量表 141.92 21.24 156.03 14.15 148.04 19.74 

三年級
自我情緒智力 74.80 8.97 77.88 8.14 于6.31 8.68 

際情緒智力 70.80 9.78 75.56 8.21 73.14 9.32 

總量表 145.59 17.29 153.44 15.24 149.44 16.74 

三年級
自我情緒智力 74.20 8.72 77.33 8.88 75.68 8.91 

際情緒智力 69.56 8.92 73.85 8.24 71.59 8.85 

總量表 143.76 15.41 151.19 15.56 147.27 15.88 

全體

自我情緒智力 74.10 9.34 78.06 8.32 75.95 9.08 

人際情緒智力 69.61 10.33 75.18 8.33 72.21 9.85 

總量表 143.71 17.94 153.24 15.15 148.16 17.35 

本研究中「兒童情緒思維自陳量表」包含有「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J 兩個分量表，

得分愈高的國中生，表示其情緒智力愈高。其中， r自我情緒智力J 與「人際情緒智力」又各包含情

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達、情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八種情緒能

力。國中生在情緒智力總量表、「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兩個分量表的得分情形如表2

及圖 1 、在八種情緒能力上的得分情形如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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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人際情緒智力 ﹒情緒智力

圖 1 不周年級的圖申生在情緒智力量表上之得分平均值直像圖

表3 團申生在情緒智力八種情緒能力上得分之攝要表

整體情緒智力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

(n= 544) (n=541) (N = 538) 

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情緒察覺 20.03 2.74 10.07 1.59 9.95 1.69 

情緒了解 18.21 2.85 9.49 1.68 8.72 1.80 

情緒推理 18.33 2.70 9.89 1.55 8.44 1.82 

情緒判斷 18.45 2.96 9.58 1.69 8.87 1.85 

情緒表達 16.00 3.43 8.21 2.04 7.78 1.99 
情緒調節 18.01 3.09 8.89 1.91 9.13 1.79 
情緒激勵 19.68 2.75 10.14 1.64 9.54 1.80 

情緒反省 19.29 2.88 9.59 1.66 9.70 1.76 

由表2與圖 1 中可知，國中生的情緒智力，在4點量表上的平均值為3.08 (148 分/48 題) ，屬中等

以上的程度。其中，自我情緒智力的平均數 (M =3.16) 略高於人際情緒智力 (M = 3.00) 。由表3 中

可知，國中生八種情緒能力之發展，以整體情緒智力而言，以情緒察覺能力之平均數最高;以自我情

緒智力而言，則以自我情緒激勵能力之平均數最高;以人際情緒智力而言，買IJ以人際情緒察覺能力之

平均數最高。其中不論以哪一個向度而言，情緒表達能力之平均數均是最低的。

二、圖中生人口費項與情緒智力之關係

←性別與情緒智力

不同性別之國中生在情緒智力上表現之差異如表4所示。從表4中可知，整體而言，不同性別之

國中生在情緒智力的表現上有所差異 (Hotelling's T2 = 46.50 ' p< .∞1)。經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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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之國中生在「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分量表上的表現均有所差異，其F值依次

為: F (1, 536) =25.59 、 F (1, 536) = 44.31 ' ps <.∞1 。由平均數得知:國中女生的「自我情緒智

力」與「人際情緒智tJ J 均顯著優於男生(見表5) 。

要4 性別對情緒智力的效果之變異數分析

MANOVA 

df Hotelliog's T2 

1 

536 

總和 537 

*** p< .001 。

47.24*** 

ANOVA 

F (1, 536)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

25.59*** 44.31 *** 

要5 不同性別團中生在情緒智力分量裹上得分之摘要表 (N =538) 

量表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

(三)年級與情緒智力

男生 (0=287)

平均數 標準差

74.10 

69.61 

9.34 

10.33 

女生 (0 = 251) 

平均數 標準差

78.06 

75.18 

8.32 

8.33 

不同年級園中生在情緒智力之得分情形見表2 。從表6中可知，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情緒智力的

表現上並無顯著性的差異 (Wi1ks'λ= .995 ' p> .05) 。

費6 不同年級團申生在情緒智力分量要上的多變量分析攝要賽

df 

2 

組內 535 

總和 537 

MANOVA 

(三)父母教育程度與情緒智力

Wìlks'λ 

.995 

ANOVA 

F (2, 536)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

.22 1.16 

本研究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分為八個等級，分別為: (1)不識字、 (2)國小、 (3)國中、 (4)高中或高

職、 (5)專科、 (6)大學、 (7)碩士、 (8)博士，以調查研究中施測樣本圈中生父母之教育程度。

本研究國中生父母教育程度之分佈情形如表7所示。由表7 中可知:本研究國中生的父親教育程

度以「高中職」所佔的百分比最多 (33.8 % ) ，以「不識字J (0.2 % )所佔的百分比最少;母親的教

育程度則以「高中職」所佔的百分比最多 (41.3%)'以「博士J (0.2 % )所佔的百分比最少。

本研究中，因考量到統計上父母教育程度之分配情形，均以「高中職」所佔之比例最多，故以其

為分界點，分別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分為「低教育程度組J (1.不識字4高中職)與「高教育程度組」

(5.專科-8.博士)兩組，以進行統計分析。其中，母親教育程度之高低兩組人數雖有所差距，但因不

論父親或母親組，其變異同質假設之考驗並末顯著 (Box'M依次為2.21 、 2.肘， ps> .05) ，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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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繼續進行分析。

從表8中可知，父親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生在情緒智力的表現上有所差異 (Hotelling's T2 = 6.峙， p 

<.05 )。經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父親教育程度之圈中生在「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

分量表上的表現均有所差異，其F值依次為: F (1 , 527) = 6.15 、 F (1, 527) = 4.48' ps <肘。由表 10

的平均數得知:父親教育程度較高的國中生，其在自我與人際情緒智力上的表現均較優異。

要7 圈中生「父母教育程度」之次數分配要

父親 母親

教育 程度次數 百分比 程度次數 百分比

l不識字 .2 6 1.1 

2JJ、學 47 8.6 62 11.3 

3.園中 96 17.6 114 20.8 

4.高中職 185 33.8 226 41.3 

5.專科 91 16.6 58 10.6 

6.大學 75 13.7 42 7.7 

7.碩士 20 3.7 17 3.1 

8.博士 8 1.5 .2 

9.其他 15 2.7 11 2.0 

缺失值 9 98 .4 10 1.8 

全體 547 100.0 547 1∞.0 

表8 父親教育程度對情緒智力的激果之變異數分析

MANOVA ANOVA 

F (1, 527)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df Hotelling's T2 

6.48* 6.15* 4.48* 

* p< .05 。

由表 9 中可知，母親教育程度不同之國中生在情緒智力的表現上有所差異 (Hotelling's T2 = 
6.52 ' p<.05 )。其單費量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母親教育程度之國中生在「人際情緒智力」分量表上

的表現有所差異，其F值為: F (1, 527) = 6.52 ' p< .05 。由表 10的平均數得知:母親教育程度較高

的國中生，其在人際情緒智力上的表現較優異。

表9 母親教育程度對情緒智力的敷果之變異數分析

MANOVA 

MU--m-m 
E-Iotelling's T2 

6.52* 

ANOVA 

F (1 , 527) 

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

2.81 6.52* 

* p<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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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父母教育程度不同之圈中生在情結智力得分上之攝要費 (N = 529) 

父母親教育程度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單差

自我情緒智力

父親教育程度 低教育程度組 326 75.19 8.76 
高教育程度組 203 77.21 9.59 

母親教育程度 低教育程度組 401 75.62 8.97 
高教育程度組 128 77.16 9.43 

人際情緒智力

父親教育程度 低教育程度組 326 71.49 9.71 
高教育程度組 203 73.36 10.06 

母親教育程度 低教育程度組 401 71.59 9.78 
高教育程度組 128 74.14 10.03 

四、此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區別分析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深入探討國中生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間的預測關係，而本研究中批判思

考又包含有「批判思考技巧」與「批判思考意向」兩者，其中批判思考技巧包含辨認假設、推論、演

繹、解釋、評鑑五種能力，批判思考意向包含系統性與分析力、心胸開放與同理心、智慧的好間、整

體與反省思考四種特質。情緒智力則包含情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達、情

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八種能力。

因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間目前並無直接或實徵之相關研究，本研究為進行一探索性之研究，故進

行雙向之研究，以了解其彼此閑之關係。以下將首先分別以這五種批判思考能力及四種批判思考意向

特質為預測變項進行區別分析，探討批判思考對情緒智力的預測情形，然後再以八種情緒能力為預測

費項進行區別分析，探討情緒智力對批判思考技巧與意肉的預測情形。進行區別分析時，妓標變項的

分組方式採上、下27 %為臨界點，將批判思考技巧、批判思考意向與情緒智力分為低分、中間、高

分組，進行分析。

H批判思考控巧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分析

以「情緒智力j 為效標變項， r批判思考技巧」的五種能力為預測變項，進行區別分析的結果發

現第一組區別函數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 (Wilks' .1 = .957) (見表 11) 即辨認假設、推理、演繹、解

釋、評鑑五種批判思考技巧可以有放區別出國中生情緒智力高、中、低分組的組別。

由表 12中的標準化區別係數可以看出在第一組區別函數中，以「評鑑J 、「辨認假設]J 較重要，

其加權值依次為.468 、 .441 '表示「評鑑」與「辨認假設」具有較高的區別力。由結構相關係數可以

看出預測變項與第一區別函數的相關為.505 - .692 '表示抽出的區別函數對此五個預測變項總變異量

的解釋量介於25.5 % -47.9 % '其中以辨認假設、評鑑、演擇的相關較高。

由表 13得知:此區別函數的分類結果在538 名國中生中，有26名(17.9%)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情

緒智力低分組，有230名 (92.4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情緒智力中間組。而在情緒智力高分組方面，頁。

沒有國中生被正確歸頓。總預測正確率達47.6 %。可見批判思考技巧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力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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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批判思考接巧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函數之顯著性考顧 (N = 538)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棺關 Wilks'λ x 2 

.035 .185 .957*** 23.525*** 

*** p<.∞l 

費 12 批判思考技巧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分析摘要表 (N= 538) 

變項 未標準化區別係數 標準化區別係數 結構相關係數

辨認假設 .451 .441 .692 
推論 .141 .166 .516 

演繹 .248 .327 .657 

解釋 .121 .149 .505 

評鑑 .402 .468 .681 

截距 -4.321 

表 13 位判思考技巧對情緒智力組別預潤的區別準確性的= 538) 

預測組別

實際組別 1 2 3 Total 

N 26 118 145 

% 17.9 % 81.4 % 0.7 % 100 % 

2 N 18 230 249 

% 7.2% 92.4 % 0.4 % 100% 

3 N 20 124 。 144 

% 13.9 % 86.1 % 0.0 % 100 % 

總正確率 47.6 % 

仁批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分析

以「情緒智力」為效標變項， r批判思考意向」的四種特質為預測變項，進行區別分析的結果發

現第一組區別函數達到.001 的顯著水準 (Wilks'λ= .741) (見表 14)即系統性與分析力、開放心胸

與同理心、智慧的好間、整體與反省思考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情緒智力高、中、低分組的組別。

由表的中的標準化區別係數可以看出在第一組區別函數中，以「系統性與分析力」與「整=宜與

反省」較重要，其加權值依次為.487 、 .341 '表示「系統性與分析力」與「整體與反省思考」具有較

高的區別力。由結構相關係數可以看出預測變項與第一區別函數的相關為.692 - .934 '表示抽出的區

別函數對此四個預測變項總變異量的解釋量介於47.9 % - 87.2 % '其中以系統性與分析力、整體與反

省思考的相關較高。

由表 16得知:此區別函數的分穎結果在449名國中生中，有的名 (39.5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

情緒智力低分組，有 164 名 (77.4%)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情緒智力中間組，有44名 (35.8 % )被正確

的預測屬於情緒智力高分組，總預測正確率達 56.3 %。可見批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有不錯的的區別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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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位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函數之顯著性考鷗 (N = 449) 

區別函數

*** p< .001 

特徵值

.335 

典型相關

.501 

Wilks'λ 

.741 *** 

寰的此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分析攝要表 (N = 449) 

變項 未標準化區別係數 標準化區別係數

系統性與分析力 .779 .487 

心胸開放 .373 .257 

智慧的好間 .101 .079 

整體與反省思考 .458 .341 

截距 -7.558 

表 16 批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組別預測的區別準確性的 =449)

預測組別

實際組別 2 3 

N 45 64 5 

% 39.5 % 56.1 % 4.4 % 

2 N 25 164 23 

% 11.8 % 77.4% 10.8 % 

3 N 4 75 44 

% 3.3 % 61.0 % 35.8 % 

總正確率 56.3 % 

(三)情緒智力對揖判思考技巧的區別分析

2 x 

133.251 *** 

結構相關係數

.934 

.769 

.692 

.859 

Total 

114 

100 % 

212 

100 % 

123 

100 % 

以「批判思考技巧」為效標變項， r情緒智力」的八種能力為預測變項，進行區別分析的結果發

現第一組區別函數達到，∞1的顯著水準 (Wilks'λ= .898) (見表 17) 即情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

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達、情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批判思考技巧

高、中、低分組的組別。

由表 18 中的標準化區別係數可以看出在第一組區別函數中，以情緒察覺、情緒表達、情緒判

斷、情緒了解較重要，其加權值依次為.820 、 -.565 、.425 、 .345 。表示「情緒智力」的八個層面中，

以情緒察覺、表達、判斷、了解四個層面具有較高的區別力。由結構相關係數可以看出預測變項與第

一組區別函數的相關為.014 - .789 '表示抽出的區別函數對此八個預測變項總變異量的解釋量介於

0.01 % -62 % '其中以情緒察覺、情緒判斷與情緒了解的相關較高。

由表 19得知:此區別函數的分顯結果在 538 名國中生中，有45 名 (27 .4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

批判思考能力低分組，有 224 名 (87.2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批判思考能力中分組，有5 名(4.3 %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批判思考能力高分組，總預測正確率達到.9 %。可見「情緒智力」的八個層面對批

判思考技巧高低組別的區別力尚可，其中以對批判思考能力「中間組」學生之區別力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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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情緒智力對m判思考技巧的區別函數之顯著性考鷗 (N= 538) 

區別函數

*** p<.∞1 

實際組別

2 

3 

總正確率

特徵值

.089 

典型相關

.286 

Wilks'λ 

.898*** 

費 18 情緒智力對批判思考擅自的區別分析攝聾寰的 =538)

變項 未標準化區別係數 標準化區別係數

情緒察覺 .310 .820 

情緒了解 .122 .345 
情緒推理 -.123 -.327 
情緒判斷 .145 .425 
情緒表達 -.164 -.565 
情緒調節 .049 .153 
情緒激勵 -.082 -.224 

情緒反省 -.∞6 -.017 

截距 -5.399 

衰 19 情緒智力對此判思考授巧組別預測的區別準確性 (N =538) 

預測組別

2 3 

N 45 117 2 

% 27 .4 % 71.3% 1.2% 

N 31 224 2 

% 12.1 % 87.2 % 0.8 % 

N 8 104 5 

% 6.8 % 88.9 % 4.3 % 

50.9 % 

(四摘帽智力對批判思考意向的區別分析

2 x 

57.37*** 

結構相關係數

.789 

.435 

.014 

.486 

-.025 

.259 

.202 

.4∞ 

Total 

164 

100% 

257 

100 % 

117 

100 % 

以「批判思考意向」為效標變項， r情緒智力」的八種能力為預測變項，進行區別分析的結果發

現第一組區別函數達到.∞1 的顯著水準 (Wilks'λ= .622) (見表 20) 即情緒察覺、情緒了解、情緒

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連、情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批判思考意向

高、中、低分組的組別。

由表 21 中的標準化區別係數可以看出在第一組區別函數中，以情緒判斷、情緒察覺、情緒反

省、情緒了解較重要，其加權值依次為.354 、 .345 、 .266 、 .251 。表示「情緒智力」的八個層面中，

以情緒判斷、察覺、反省、了解四個層面具有較高的區別力。由結構相關係數可以看出預測變項與第

一區別函數的相關為.479 月 .762 '表示抽出的區別函數對此八個預測變項總變異量的解釋量介於23 % 

-58 % '其中以情緒反省、情緒判斷、情緒察覺的相關較高。

由表 22得知此區別函數的分類結果在538名國中生中，有 77 名 (53.8 % )被正確的預測屬

於批判思考意向低分組，有 215 名 (80.5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批判思考意向中分組，有48名( 37 .5 

% )被正確的預測屬於批判思考意向高分組，總預測正確率達63.2 %。可見「情緒智力」的八種能力

對批判思考意向真有不錯的區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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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情結智力對此離u思考蔥間的區別函數之顯著性考髓 (N=538)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相關 Wilks'λ x 2 

.580 .606 .622*** 252.023*** 

*** p< .001 

要21 情緒智力對揖判思考意向的區別分析摘要費 (N = 538) 

變項 未標準化區別{系數 標單化區別{系數 結構相關係數

情緒察覺 .145 .345 .728 

情緒了解 .099 .251 .690 
情緒推理 -.012 -.030 .486 

情緒判斷 .137 .354 .730 

情緒表達 -.018 -.057 .479 
情緒調節 .072 .205 .558 
情緒激勵 .027 .068 .609 

情緒反省 .107 .266 .760 

截距 -10.647 

囊22 情緒智力對揖判思考意向組別預測的區別準確性 (N=538)

預測組別

實際組別 2 3 Tota1 

N 77 64 2 143 

% 53.8 % 44.8 % 1.4 % 1∞% 

2 N 29 215 23 267 

% 10.9 % 80.5 % 8.6 % 1∞% 

3 N 2 78 48 128 

% 1.6 % 60.9 % 37.5 % 100 % 
總正確率 63.2 % 

根據以上的結果，茲將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間的區別準確率、重要影響因素與其標準化區別係數

以圖2表示。 50.9 % 
申

評鑑 .468 情緒察覺 .820 
辨認假設 .441 情緒表達 -.565 
演繹 .327 情緒判斷 .425 
推論 .166 情緒了解 .345 
解釋 .149 

對暑
47.6 % 

56.3 % 

系統性與分析力 .487 情緒判斷 .354 
整體與反省 341 情緒察覺 .345 
開放心胸與同理心 ‘ 257 情緒反省 .266 
智慧的好問 .079 情緒了解 .251 

63.2 % 

國2 也判思考與情緒智力聞之預測開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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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不同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之國中生，其情緒智力是否有所差異;

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二者與情緒智力之間的關係;以及以上這些變項中，以何者與情緒智力的關係最

為密切。試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下列討論:

一、目前國申生情緒智力之現況團申等以上之程度

本研究的情緒智力分為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兩個向度，而這兩個向度中均各包括情緒察

覺、情緒了解、情緒推理、情緒判斷、情緒表達、情緒調節、情緒激勵、情緒反省八種情緒能力。本

研究發現國中生整體情緒智力之現況屬中等以上之程度。其中，自我情緒智力的平均數略高於人際情

緒智力，此與王春展(民 87) 的研究結果雷同。自我與人際情緒智力是指個體能運用自身情緒的各

種情緒能力，以便做好自我情緒與人際關係的管理、適應、運用與問題解決，且自我情緒智力之發展

先於人際情緒智力，但是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王春展，民 87) 。以八種情緒能力之發展而言，

除了「人際情緒調節」與「人際情緒反省」之外，其餘「人際情緒智力」方面的情緒能力之平均值均

低於「自我情緒智力」。這可能與國中階段的青少年時期注重同{齊的情誼有關。

二、團申女生之情緒智力值於男生

本研究發現國中女生的「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均顯著優於男生，顯示園中女生的

「情緒智1J J 優於園中男生。目前對於情緒智力的研究中，關於性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針對不同

對象有不同的結果。本研究之發現與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雷同(王春展，民 87 ;周正儀，民 86 ; 

Ciarrochi et a1叮 2000 ; Mayer et a1., 1999) 。

隨著年齡的發展，男女生情緒的發展會有所差異(蘇建文，民的、民70) 。研究發現:園中女生

在情緒上的困擾問題較多(張景喔，民 86) ，情緒顯著較男生不穩定(許筱梅，民 84) 。而男女性受

到社會文化與期望的影響，對情緒之處理通常有不同之方式。例如 Hoeksema的研究發現:當女性情

緒低落時，會試著分析情緒，反覆地想，以找出原因;男生則多半進行戶外活動或作喜歡的事以忘記

不快(引自蔡秀玲、楊智馨，民 88 )。再者因為一般社會對女性的期許，使得女生被教導為具有細

心、體貼、溫柔或敏感等特質。因此可能造成國中女生在須對自我或他人之心境、動機、意向、慾望

等敏銳察覺之內省與人際智能上的表現較優異。此外，園中女生的情緒智力較男生好，可能是文化常

態的反照 (Morand， 1999) ，反映出女性被社會化為較有感覺或較有情緒性的傾向 (Ciarrochi et 泣，

2∞0) 。

三、年級愈畏之團中生，其情緒智力並未有顯著的增畏

一般而言，情緒或情緒智力發展是隨個體身心之發展而逐漸複雜與成熟。但本研究結果卻發現:

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情緒智力 J 總量表的得分上並無顯著的差異;此與先前文獻(王春展，民

87 ;江文蔥，民 88 ;曾聘冊，民 87 ; Mayer et al., 1999) 所提的結論不符。但大體上團中生情緒智力

之發展仍遵循身心發展之成熟而有年級愈高情緒智力愈高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其發展並未有大

幅度的變化。

四、父母教育程度愈圍之園中生，真情緒智力愈好

在父母教育程度與情緒智力方面，學者的研究發現，學童的情緒穩定性與其父母不同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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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李蔥姜，民 81) ，子女覺察父母情緒狀態愈正向及父母管教態度偏向民主者，其子女人格與社

會適應愈好(金蔥梅，民 86) ，而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會因其社經地位之不同而產生差異(李雪禎，民

的)。社經地位與父母親的職業和教育程度有關;所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亦可能影響到其對子女的教

養方式，進而對于女的情緒智力產生影響。在本研究中，園中生的父母教育程度大部分為高中職畢

業，而研究結果發現，父母真較高教育程度的園中生，其情緒智力較高。因此，父母具較高的教育程

度，可能影響其對于女的教養方式與家庭環境，例如父母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提供較好的家庭環境或

踩用民主開放的教養方式等，進而影響到國中生情緒智力的發展。

五、揖判思考按巧與意向可以預測團申生情緒智力之組剖，尤其是申聞組

批判思考技巧是執行批判思考的能力，它包含有一連串的認知技巧;批判思考的意向則是實行批

判思考能力的意願、承諾、傾向與態度。情緒智力乃為運用情緒上各種智慧能力，包含有情緒的認

知、按能及情意領域的智慧能力，以妥善處理日常生活中所發生各種情意方面問題之能力。因此二者

有密切關係應為合理的結果。

研究中發現批判思考接巧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情緒智力的組別;而情緒智力亦可以有效區別出

國中生批判思考技巧的組別。但以情緒智力預測批判思考技巧的總正確率較高，亦即區別力較好;同

時兩者也均以預測對方「中間組j 比率最高。在「批判思考技巧」的五種子能力中，以「評鑑」、

「辨認假設」對情緒智力的預測較重要;在情緒智力的八種情緒能力中，以「情緒察覺」、「情緒表

達」、「情緒判斷」、「情緒了解」對批判思考技巧的預測較重要。而情緒察覺、判斷、 7解均是屬於

情緒智力中認知智慧方面的能力，可知情緒智力中屬認知續域的智慧能力對批判思考技巧較有影響

力。

研究中也發現「批判思考意向」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情緒智力高、中、低分組的組別 r情緒

智力」也可以有效區別出國中生批判思考意向高、中、低分組的組別。但以情緒智力預測批判思考意

向的總正確率較高，亦即區別力較好;同時兩者也均以預測對方「中間組」比率最高。在「批判思考

意向」的四個因素中，以「系統性與分析力」、「整體與反省思考」對情緒智力的預測較重要;在情

緒智力的八種情緒能力中，以「情緒判斷J 、「情緒察覺」、「情緒反省J 、「情緒了解」對批判思考

意向的預測較重要。系統性與分析力是指個體組織、分類與推理的傾向，能根據有系統的推論而做出

結論，整體與反省思考則是個體在整體上能監控自我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態度與傾向，能自我不斷地

導正與反省，彈性的調整因不同的需求而改變對事情所抱持的理念與看法。而情緒判斷、察覺、了解

屬於情緒智力中認知方面之能力，情緒反省則屬於情意方面的能力，其能促使個體有情緒上的自我效

能。因此，批判思考的意向中以促使個體使用認知能力的傾向與監控、調整自我的後設方面之意向對

情緒智力有重要的影響力。

究其研究結果中，區別正確率並未很高之原因，因本研究中之情緒智力因包含有認知、情意與技

能三方面的情緒能力，而本研究中以自偏之批判思考按巧測驗測量圈中生辨認假設、推理、演繹、解

釋、評鑑之能力，綜之為整體批判思考能力，所偏重的是個體之認知能力而未包含個體按能與情意方

面之能力，可能造成預測力之降低。而情緒智力之測量須輔以多元化或質量並重之方式才能更精確地

掌握，本研究僅以單一之間卷測量之;再者，目前國中生不論是批判恩考或情緒智力之發展現況均屬

中等之程度，高批判思考與高情緒智力者並不多，均是可能造成批判思考技巧與情緒智力間預測力降

低的可能因素。

綜之，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對情緒智力的區別力尚可;相對地，情緒智力對批判思考能力與批判

思考態度的區別力則較好。比較之下可以發現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中以批判思考意向對情緒智力的區

別力較好。但批判思考的技巧往往是受到意向所影響的，因此或許整體的批判思考，先透過意向層面



.64 教育心理學報

影響技巧的高低，再進而對情緒智力產生影響。

歸結本研究之結果發現:批判思考的確是影響情緒智力的關鍵 (Elder ' 1997) ，即必要之條件，

但卻非充分條件，因為情緒智力高的個體大部分為中等程度之批判思考者;而情緒智力不僅能影響個

體的認知發展，並且對於思考有其促進功用。至於，批判思考能力與批判思考意向的分層面中，為何

有些因素對情緒智力有較大的預測力，則是未來進一步加以研究的重點。

結論興建讀

本研究將可能影響情緒智力發展的相關因素納入研究變項中並加以探討，尤其關心團中生的批判

思考(含技巧與意向)與情緒智力間兩者的關係。研究中顯示，性別、年齡、父母教育程度對圈中生

情緒智力的發展均有所影響，而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二者相輔相成，可並行發展。情緒智力包含有情

緒與智力二者。情緒有正有負，且天生有之:智力則是個體用以解決問題的認知能力，兩者之間正如

Goleman曾在其書中引用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一段話一樣(張美惠譯，民的: r任何人都會生氣，這

沒什麼難的。但要能適時適所、以適當的方式對適當的對象恰如其分地生氣，可就難上加難。 J 教學

實不能再忽視情緒智力培養的重要性。 Werner 與 Smith在其書中提到 r學習如何認知與管理情緒、

了解別人的想法與感受、以及具有建立相互關懷 (caring) 之人際關係的能力，可以使孩童生活的更

好、懂得關愛與作良好的期望J (引自 Novick， 1998) 0 Goleman也指出情緒智力與認知性的技巧是相

互合作的，最頂尖的表現必須兼備兩者。情緒智力是傳統主智主義下學生所需要的，更是未來工作職

場成功的關鍵，其發展與培養刻不容緩。本研究最後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教育上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提揖團申生的情緒智力，注意性別上的差異，加強費達能力的酬蟬，以>.K未來生活之成功

本研究發現園中生的情緒智力屬中等的程度，且自我情緒智力之發展優於人際情緒智力，其中又

以情緒表達的能力最差。因此未來在教學上除注重情緒教育課程，加強國中生對自我情緒的辨識、思

考與應用，更應該鼓勵學生做自我情緒的表達，與對他人情緒之辨識、思考與應用，以提昇情緒智

力。在性別上，教師在教學時應關注到性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探索造成其差異之原因並加以輔

導，以培養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後現代人。

二、自對自我情軍方面的自輯與軍間的培賣著手，提供學生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圖11蟬與發農的環攬

本研究中發現，批判思考意向是影響情緒智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若要使批判思考成為情緒與智力

闊的聯結，為EQ提供一套心理判斷的工真，必須由意向面的訓練著手，並加強後設方面反省思考的

能力，可同時提高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

三、研究對象方面，可對不同樣本進行圖畫，以便加以比較

本研究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人口變項、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關係。未來研究可針對不

同對象加以探討，以比較其研究結果，尤其是縱貫研究的進行將可仔細探知情緒智力的發展趨勢與影

響因素。

四、影，情措智力的家庭困票方面，可做更深或更厲的調查

本研究探討了父母教育程度與國中生情緒智力的關係，發現父母具較高教育程度的國中生，其情

緒智力較高。但父母教育程度只是對國中生情緒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家庭因素中的一環而已，因此除了

父母教育程度之外，父母的職業、教養方式、家庭氣氛等因素均可列入變項中探討。日後的研究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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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響情緒智力發展的家庭因素作一完整性深入的探討。

五、研究方法方面，可兼採質化的研究

本研究以問卷施測的方式，以了解國中生的智力、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之發展情形，而未進行質

化的訪談或觀察。未來可進行質化的研究深入了解國中生智力、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的發展階段與速

率。尤其情緒智力雖然分成八種情緒能力，但每種能力中仍有其不同階段之發展，因此可對研究對象

進行深入訪談與觀察，加以探索其每種情緒能力中發展的差異性。再者情緒反應深受文化脈絡的影

響，未來可合併情緒智力情境式的測驗等，以求更高的信效度與客觀性。

六、在研究工具上，可輔以多樣化的測量方法

因國中生屬兒童後期，青少年前期，故本研究踩用王春展(民 87 )所編製的「兒童情緒思為自

陳量表」作為測量國中生情緒智力的工具。未來可針對園中生情緒與認知發展的階段，另外發展出個

別的量表，以適合中學生或青少年使用。再者，不管是批判思考或情緒智力均有不同的測驗方式，尤

其是情緒智力的測量項採多樣化的測量方式，以求提高研究的信效度，真正掌握其概念內涵。

參考文獻

王春展(民 87) :兒童情緒智力發麗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江文慈(民的) :解讀人額的另類智慧-EQ 。諂商與輔導， 124期， 39-42頁。

江文慈(民 86) :情緒智力 (EQ) 意涵的再解析。諂商輿輔導， 136期， 2-8頁。

江文慈(民 88) :情緒割草的最廣軌跡輿檀式建構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博士論文。

江芳盛(民 80)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批判思考教學行為之研究。教育研究所，但刊， 33期， 247-258 

頁。

吳毓瑩(民 86) :情緒智力的構念-想法與方向。教育資料與研究， 19期， 11-17頁。

李乙明(民 88) :高申數理實值班學生情緒智力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雪禎(民86) :青少年的情緒經勵與父母教聾方式之分析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輪

文。

李瑞玲、黃慧真、張美惠譯(民 87) : EQ 11 :工作EQ (D. Goleman原著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Iligence )。台北:時報。

李蔥姜(民 8 1) :父母教賣方式對其子女情緒種定及行為困擅影宙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家政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正儀(民87) :企業領導者情緒商敵對讀導型態與效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圓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張美惠譯(民的) :情緒智力 (D. Goleman原著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台北:時報。

金惠梅(民 86) :團小學童父母情緒智力、管教態度對其子女人格適應之影響。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

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景媛(民 86) :國中生之正負向情緒與其後設認知、學習動機關係之研究。團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心理學報， 29期， 51-76頁。

梁靜珊(民 86) :情緒教育體種對團小寶恆生情緒適厲行為之效果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



• 66 教育心理學報

莊安祺譯(民87) : 7種IQ (H. Gardner原著: Frames of Mind )。台北:時報。

許筱梅(民 84) :青少年知覺父母教聾方或與其情緒種定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未

發表碩士論文。

陳儷璇(民的) :國中補校成人學生批判思考之研究。團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刊. 25期， 253-

272頁。

曾聘研(民87) :情緒教育觀禮對摳，早團小兒童情緒智慧敕果之研究。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游雅時(民的) :兒童認知能力、理解多置情緒能力與人際關係相關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玉珠(民80) :申小學生虹判思考及其相關因景之研究。政大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玉珠(民 88) :批判思考蔥向量寰。未發表之量表。

葉玉珠(民89) :智能與批判思考。國立申山大學社會學季刊. 2卷. 1 期. 1-28 頁。

葉玉珠、葉碧玲、謝佳薰(民89): r中小學生批判思考技巧測驗」之發展。測毆年刊(出版中)。

劉清芬(民 89) :團小學生揖判思考、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就開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蔡秀玲、楊智馨(民88) :情緒管理。台北:揚智。

鄭英躍、王文中、吳靜吉、黃正鵲(民的) :批判思考量表之編製初步報告。申團測駿學直ìIltJ.~

刊 .43期， 213-224頁。

薛美珍、華悠文譯(民 87) :我家小讀高EQ-蘭教子樂觀合群的成畏(原著Lawrence E. Shapiro 

How to Raise a Child with a High EQ )。台北:天下遠見。

羅芝芸(民 88) :兒童自知風格、情緒智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蘇建文(民68) :兒童及青少年基本情緒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12期， 99-114頁。

蘇建文(民70) :兒童及青少年基本情緒之縱貫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14期， 79-102頁。

Adams, E. M. (1998).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The Southem Jounω1 of Philosophy， 蹈， 1-14. 

Bellack, J. P. (1999).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rnissing ingredient? Joumal of Nursing Education, 38(1), 3-

5. 

Ciarrochi, J. 紋， Chan， Y. C叫& Caputi, P. (2000).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 Personali砂 and Individual Di加rences， 28, 539-561. 

DeNitto, J. , & S出ckland， J. (1987). Critical thinking: A skill for all season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21 , 

201-204. 

Dick, R. D. (1991). An empirical taxonomy of critical thinking.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18, 79-

92. 

Dulewicz, V.吋& Higgs, M. (1999). C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 measured and developed? Leadership & 

σ'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5), 242-252. 

Elder, L. (1997). Critical thinking: 甘le key t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oumal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1(1), 40-41. 

Elder, L., & Paul, R. (1996a). Critical thinking: A stage theory of critical thinking: Part 1. Joumal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1), 34-35. 

Elder, L.. & Paul, R. (1 996b ). Critical 由inking: A stage theory of critical thinking: Part II. Joumal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2), 34-35. 



國中生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之關係 . 67 . 

Elder, L., & Paul, R. (l997a). Critical thinking: Crucial distinctions for question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2), 34-35. 

Elder, L., & Paul, R. (1997b). Critical thinking: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 of the stage theory. Jo闊的l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3), 34-35. 

Elder, L., & Paul, R. (1998).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students to seek the logic of things. Joumal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3(1), 34-35. 

Elder, L., & Paul, R. (1 999).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traits. Joumal 01 Development 

Education, 21(3), 34-35. 

Ellis, A. (1962). A reason and emotion in psychotherapy. New York: Lyle Stu甜.

Ennis, R. H. (1962). A concept of critical 也ink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2, 81-11 l. 

Ennis, R. H可 Millman， J. , & Tom帥， T. N. (1985). Com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衍， Level X & Level Z: Manual. 

Calif.: Midwest Publications. 

Facione, P. A. , Sanchez, C. A., Facione, N. c., & Gainen, J. (1 995). 四le disposition toward critical think.ing. 

JGE: The Joumal ofGeneral Education, 44(1), 1-25. 

Halpem, D. F. (1998).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for transfer across domains. American Psyhologist, 53(4) , 

449-455. 

Huy, Q. N. (1 999). Emotional capabil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radical chang.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2), 325-345. 

Johnson, L. (1999).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ecutive Excellence, 16(8), 10-1 1. 

Kuhn, D.(1999).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月 28(2)， 16-詣， 46.

Lazarus, R. S. (1982). Thoughts on the relatíons between emotion 個d cognítion. Amer. p，勾結hol. ， 37, 1019-

1024. 

Lipm曲， M. (1988). Critical 也inking- What can it b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而， 38-43.

Luckey, Jr. G. M. (1 991). The context of critical thinking: 協lues and attitudes. Paper presented at t he 

Eleventh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Critical Thínki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August 4-7, 1991, 

Sonoma State Universi句， CA.

Mayer, J. 瓜，& Salovey, P. (1 993).ηl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1ntelligence, 17(4), 433-443. 

Mayer, J.D. , C紅uso， D.R., & Salovery, P. (1999). Emotional ínteIligence meets tradítional standards for 個

intelligence. 1ntelligence, 27(4), 267-298. 

Mayrl缸; J. D., & Geher, G. (1996).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motion. 1ntelligence, 22, 

89-113. 

Mor曲， M. (1997). Early emotíonal interactions said to form buiIdíng blocks of all in能lligence. Psychiatric 

News, 34, 10-1 l. 

Morand , D. A. (1999). Family size and intelligence revisíted: The role 



. 68 . 教育心理學報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3) , 34-35. 

Paul, R.嗽， & Nosich, G. M. (1991). A proposalfor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higher order thinking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college,_ and university level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40762. 

Reeve, J. (1992).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Salovey, P., & Mayer, J. D. (1990). Emotional intel1igence. l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紗\ 9, 185-

21 1. 

Schut胞， N. S., Malou缸， J. M. , Hall, L. E. , Haggerty, D. J. , Cooper, J. T. , Golden, C. J. , & Dornheim, L. 

(1 99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lndividual Di加rences， 25, 167-177. 

Siegel, H. (1980). Educating reason: Rationa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TIME(1995)[Cover](October 2)New York: Time Warner. 

Taube, K. T. (1997).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disposition as factors of performance on a written critical 

也inking test. JGE: The JOU1ηal ofGeneral Education, 46(2), 129-164. 

Assessment Systems Corporation. (1996). User's manual for the ITEMAN conventional item analysis 

program. USA: Assessment Systems Corporation. 

Watson，缸， & Glaser, E. M. (1980). 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Forms A and B Manua l. 

U.S.: Harcourt, Brace & Jouvanovich, Inc. 

收稿日期: 20∞年 9 月 18 日

接受刊登日期: 20∞年 11 月 15 日



國中生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批判思考與情緒智力之關係 . 69 .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1 ， 32(2) ， 45-70 

National Taiwan Norrnal Universi旬， 11也pei， T:也W徊， R.O.C.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Grade, Parental 
Educational Degree,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I-LING YEH 

National Tainan Chia-Chi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YU-CHUYEH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百le main purposes of 血的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ree demographic variabl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o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and further research. 54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ainan and Kaohsiung 

City p紅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incJuded The Test of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of Dispositions toward Critical Thinking， 組d

The Self-Report Scale of Children s Emotional Thinking. 四le findings reveaIed that (a)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I was in a moderate degree; (b) the femaIe students' 凹， incJuding in虹apersonaI intelIig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皂，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students; (c)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did not vary significantly in EI; (d) tllOse who with higher p訂'enta1 educationaI degree had better EI 

than those who with lower parental educational degree; and (e) the students' group membership of EI 

(including high, median, and low) , especiaJly the median gtoup, could be effectively predicted by their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and dispositions.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gender, grade, ju訟。rbighs曲的，)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