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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探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關
係。主要研究目的為：1.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在情緒
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上之差異情形。2.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
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情形。3.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
展之預測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桃園縣共12所公立國民小學五、
六年級普通班學童，有效樣本人數合計521人。主要研究工具包括國小學童「同理
心發展量表」
、
「情緒智力量表」及「幸福感量表」
。資料處理採用描述性統計、獨
立樣本 t 檢定、Pearson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等統計方法進行分析處理，研究
結果如下：
1.在性別方面，國小女童在「整體情緒智力」
、
「同理心發展」的情況優於男童，而
在「整體幸福感」上，男、女學童則無顯著差異。
2.在年級方面，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
、
「整體幸福感」與「同理心發
展」的情況皆優於六年級學童。
3.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整體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達顯著正相關。
4.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整體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達顯著正相關。
5. 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中之「自我激勵」、「人際關係的管理」與幸福感中
之「社會支持」、「條件滿足」能聯合預測「同理心發展」，然「社會支持」呈現負
向預測，其餘三者皆為正向預測。
最後，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結果進行討論、歸納，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教育、
輔導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同理心發展、情緒智力、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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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ll-being, and empathy
development for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Wei-I Chia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ll-being" and "empathy development" for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in Taoyuan County.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as
follows:
1.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gender, grade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ll-being", and "empathy development" for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2.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ll-being",
and "empathy development" for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3.To explore the predictability of schoolchildren's "empathy development"
amo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in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521 fifth-six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in Taoyuan County.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d: the sca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 scale
of well-being and the scale of empathy development.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In terms of gender, the situations of "overal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pathy development" for elementary schoolgirls were better than schoolboys,
but not "well-being".
2.In light of grade, the situations of "overal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pathy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for the fif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were better than the sixth grade schoolchildren.
3.The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empathy development" .
4.The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children’ "well-being"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empathy development".
5.Among "the self-motivation", "the interpersonal manage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ondition satisfaction", "the social support" of well-being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empathy development", but "the social support" was
in negative way, the others were in positive ways.
v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o further discuss and generalize, the
researcher put forward concrete proposals as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guidance and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empathy developm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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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先論述教育現況以作為研究背景，藉由研究背景再延伸出本研究動機，
接著提出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並針對重要名詞做明確的界定。全章
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
與假設；第四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全人教育真的落實了嗎？以往因升學、考試等以成績為主的教育體制，塑造
出以智育為掛帥的教育環境，學生可以因考試輸幾分，難過許久或放棄自己，甚
至做出傷害自身的行為，高 IQ 低 EQ 類似的新聞常有所聞，而以成績為掛帥的教
育環境，學生喪失了培養人本情懷的機會。於是乎「全人教育」的概念開始受到
重視，張春興（2001）指出：
「以學生整個人為教育對象的理念，稱為全人教育。」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0）在教育名辭解釋中也提到：
「全人教育是指充分發展個人
潛能，以培養完整個體的教育理念與模式。」換言之，全人教育分為「知」
、
「情」、
「意」、「行」四方面，簡單的說就是尊重學生的完整人格，不只重視學業、智育
等「智」的層面，並同時兼顧「情」
、
「意」
、
「行」等人文素養的情懷，均衡「知」、
「情」、「意」、「行」四方面的發展。
另從 Covington 的自我價值論來看，自我價值固然是個人追求成功的內在動
力，社會與學校向來也肯定成功以及成績好的學生，成功使人感到滿足、自尊心
提高，進而產生自我價值感；然而考第一名以及在成績上佔上風的孩子的畢竟不
是多數，根據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國小與國中正經歷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即「勤奮進取 v.s.自貶自卑」與「自我統合 v.s.角色混亂」（張春興，2001），在這
時期階段的孩子，無法在以成績為掛帥的教育體制下獲得適當的發展，無形中影
響到自我價值或自我概念的發展，只好轉向網路等虛擬世界，或是飆車、鬥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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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自己的王國，許多品德、霸凌的問題便紛紛產生了。從美國花費在精神病人
所耗費的大量社會成本，以及社會上行為偏差者所損耗的社會資本，都可能大於
一個英材所帶來的貢獻。因此，孩子的心理需求、身心健康是否被顧及，是否能
均衡發展、培養出健全的人格，實需再做一番省思。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有感於研究背景所述，學童心理需求、身心健康需要被顧及，然而自從 2010
年桃園爆發連續校園霸凌事件，震驚全國後，霸凌議題更是在近幾年成為教育現
場的關鍵話題，儘管有關當局極力倡導「零霸凌」的教育現場，然而霸凌事件仍
然層出不窮，依據教育部列管 2011 年的校園霸凌事件統計，全國達 800 件（＜去
年霸凌＞，2012），甚至有許多是難以介入或找到確切證據而未通報的霸凌狀況，
例如：關係霸凌；且在教學職場的觀察發現：少子化下，孩童備受呵護以及少了
與兄弟姊妹人際互動練習的機會，較偏向以自我中心來看待事情。美國《時代周
刊》在 2010 年的一篇文章提到：神經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皆認為欺凌和
其他暴力傾向，能透過早期同理心（empathy）的培養得而抑制，並且也提到同理
心是人際社會交往與品行的關鍵（抒懷，2010：54）；王美恩（2011）在《親子天
下雜誌》更直接提出「用同理心終結霸凌」
，其指出校園中的霸凌事件，是因校園
人際間缺少同理他人特質所致；另外從 Hoffman（2000）提到同理心的喚起對利社
會的功能以及同理心與道德發展的關係，以及 Nerdrum（1997）提到童年早期若缺
乏同理心，往後的道德成長與發展將受到影響，甚至造成往後成年人格的偏差與
缺憾（林筠菁，2006）等。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同理心不但是人與人情感連結
的重要因素，有如人際互動的橋樑，亦是良好品德的關鍵，一位擁有同理心的孩
子，較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來看待事物，感人之所感，避免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
因此，對於近年來少子化世代下的孩子，除了關注自己，學習瞭解對方，替他人
著想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有感於近年來學生問題行為層出不窮及綜合以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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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國小學童同理心議題，值得重視與一探究竟，遂成為本研究動機一。
而反觀很多霸凌事件的發生，除了自我中心，缺乏設身處地體會他人的想法
與感受之外，尚可歸咎於當事人無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一位擁有良好情緒智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的人，對於人生各項層面皆會有很大的幫助，此外，個
體性格偏正向特質者，相較於神經質類型者，在遭遇困難或挫折時會運用方法幫
助自己減少困擾，因而也較易產生愉悅的心理情緒（Costa & McCrae, 1980），因
此情緒智力不但是一大人生課題，高情緒智力更能為生活帶來許多助益。特別是
Golman在其《EQ-情緒智力》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本書譯情緒智力為EQ）
中說到：「一個人最後在社會上佔據什麼位置，絕大部分取決於非IQ因素，並指
明影響人生成就IQ只佔20％，其餘的80％則取決於EQ與其他因素（張美惠譯，
1996）。」間接指出了情緒智力的重要性並不亞於IQ。鑑此，情緒智力的議題不
容忽視，其對孩童有深遠的影響，國小學童情緒智力議題遂成為本研究動機二。
近幾年來，隨著快樂學逐漸興起以及正向心理學越來越受到的重視，以往對
於焦慮、憂鬱......等負向心理層面的研究，將焦點轉為關注於正向情緒或真、善、
美等面向，幫助大家學習關注幸福、美好之處，帶動更大家對正向特質及幸福的
省思與體會。然而，家扶基金會（2011）發表的《兒少心聲調查報告》，其以全國
分層隨機抽樣之方式針對2,335名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九年級之學童調查對象，發現
兒少對於社會治安、校園霸凌、性侵案件、教育規劃及課業壓力等五項因素備感
壓力，而這些安全、課業......等壓力問題，間接影響著兒少的身心狀況，本來理當
在快樂無憂階段的孩子們，少子化社會趨勢下的新世代，關於孩子的社會現狀到
底為何？其實早在1925年，五十多個國家代表於瑞士日內瓦舉辦「兒童幸福促進
大會」，並發表「保障兒童幸福宣言」(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09)，目的即在關
心孩子，你過的幸福嗎？現今少子化下的孩子擁有的資源比以往更多，受到更多
的呵護及照顧，會因而感受到更多幸福的泉源嗎？鑑此，國小學童幸福感
（well-being）議題遂成為本研究動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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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教育現況分析，顯示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這三項議題值得一
探究竟。在這三項議題中，近幾年來關於情緒智力、幸福感的相關研究頗多，其
中亦有不少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針對其情緒智力與幸福感進行相關探究（如：
何名娟，2005；林怡君，2007；張如一，2007；張孟育，2008；張素媚，2008；
陳騏龍，2001；陳麗好，2011），而研究多也有一致結論：即情緒智力與幸福感
有顯著相關；情緒智力對幸福感有預測力或影響力等。而關於同理心發展議題這
部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同理心發展之研究，大多是以同理心訓練或實務上之
課程活動設計，針對同理心的培養為主，而著手國小高年級學童同理心與其他相
關、影響變項進行探討的，為數並不多（如：林清湫，1999；林宛頻，2009；許
永芳，2002），研究者認為在培養同理心或進行同理心訓練課程之際，若能考量
其他與同理心有關的變項或影響因素，在輔導或進行學童同理心的培養與發展，
抑或教學設計上，將會更有助益。
而在情緒智力與同理心方面，研究顯示，高EQ的孩童快樂、健康且有自信，
長大後較易成為有同理心的人（薛美珍、諶悠文譯，1998）；且從文獻可知，情
緒智力的內涵與實徵研究涵蓋了人際互動的面向，而同理心乃是以情緒智力為基
礎，經學習的一種情緒能力（李瑞玲、張美惠、黃慧貞譯，1998：47），同理心
這種情緒能力會影響到人際互動品質（林筠菁，2006；詹楷伶，2011）。綜合上
述，情緒智力與同理心似乎透過人際互動，彼此互有關連，而情緒智力的意涵並
不只有人際情緒智力，還包含自我情緒智力，如：認識、管理與表達自己的情緒
與自我激勵等，研究者欲探討情緒智力及其分層面與同理心的關係是否會如上
述，因人際而有相關？此外，情緒智力其它分層面與同理心的關係又會如何？乃
成為本研究動機四。
而在幸福感與同理心的面向上，Gruhn、Rebucal、Diehl、Lumley 與
Labouvie-vief (2008)以10到87歲的受試者針對同理心進行縱貫性研究，指出同理心
和正向的幸福感與人際互動品質有相關；謝雅如（2012）更進一步指出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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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從人際相處感受到幸福感。換言之，除Gruhn等人的實徵研究證實同理心與正
向幸福感有關，同理心似乎又與人際品質密不可分，而人際品質又關乎到學童之
幸福感。再且中華文化下在儒家思潮的影響下，幸福感意涵亦根著於分享互惠、
推己及人的群己關係，在此種文化思潮下所感受的幸福是否與個體發展出的良好
情緒能力—同理心有關？此亦成為本研究動機五。
綜合前面所述，顯示不管是情緒智力抑或幸福感，同理心似乎皆扮演著穿針
引線的角色，有時是直接影響，有時是透過人際關係或是情緒意涵而牽連在一起，
因此本研究除探討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的相互關係為何，並嘗試以同
理心發展為依變項，情緒智力與幸福感為自變項，探究情緒智力與幸福感對同理
心發展的聯合預測情形為何？除希望能增加國小學童同理心相關議題的研究資料
外，並期瞭解在少子化之社會趨勢下，大家近來不斷提倡的情緒智力，與日益受
到重視的幸福感，其分層面裡有哪些變項能預測或影響同理心發展？期對於教育
輔導工作能有所助益，此為研究動機六。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在情緒智力、幸福感
與同理心發展上之差異情形。
（二）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情形。
（三）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情形。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除增加國內同理心發展的研究資料外，亦期
望有助於教育輔導工作者及家長，強化國小學童之品格教育及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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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依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假設如下：
一、研究問題
（一）桃園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是否因個人背景
變項（性別、年級）之不同而有所差異？
（二）桃園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間是否有所相
關？
（三）桃園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的預測情形為何？
二、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
上有差異。
1-1 不同性別（男生、女生）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有差異。
1-2 不同性別（男生、女生）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幸福感有差異。
1-3 不同性別（男生、女生）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有差異。
1-4 不同年級（五年級、六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有差異。
1-5 不同年級（五年級、六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幸福感有差異。
1-6 不同年級（五年級、六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有差異。
假設二：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間有相關。
2-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有顯著相關。
2-2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有預測效果。
3-1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有顯著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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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變項及觀念明確，茲將重要名詞定義分述如下：
一、國小學童
本研究之國小學童係指一百學年度就讀於桃園縣公立國小之五、六年級的普
通班男、女學生，其年齡約為十一歲、十二歲。
二、情緒智力
本研究情緒智力乃根據賴怡君（2002）、Goleman（1998）以及Salovey與Mayer
（1990/1997）所建構出的情緒智力理論，定義情緒智力為「個體在自我方面能適
切的覺察、表達、管理自己的情緒狀態，且能轉化情緒以激勵自我；而在人際上
亦能敏銳的覺察他人情緒狀態，並藉由適切的情緒訊息，做出適當的同理與回應，
更進而運用適宜的方法與智慧處理各種情緒狀態，創造出一個圓融的人際關係。」
本研究所界定的情緒智力以學童在羅品欣（2004）修訂賴怡君（2002）所編
製的「國小學童情緒智力量表」上的得分為指標，修訂後的量表分為「自我情緒
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兩個部份，共包含七個分層面。受試者在各個分量表
的平均得分越高，表示其在此方面的情緒智力越好。另將受試者在「自我情緒智
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兩部分下所包含的分量表得分求平均，即可得這兩個部
份的平均分數，若分數越高，則顯示其在該部分的情緒智力能力越佳。此外，將
受試者在的七項分層面的總分求平均，即是情緒智力總量表的平均得分，受試者
總量表的平均得分越高，則表示其整體情緒智力越佳，茲將各分量表之意涵分述
如下：
（一）自我情緒智力
此即與個體自身有關的各項情緒能力，涵蓋了以下幾種類型：
1.認識自己的情緒
意指個體能夠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且能明瞭引發目前情緒狀態的原因，及該
情緒可能帶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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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達自己的情緒
意指個體會用適當的話語、表情或肢體動作來傳達自己的情緒。
3.管理自己的情緒
意指個體能用適當的方法抒解情緒或控制情緒，不讓自身的情緒流於失控。
4.自我激勵
意指個體能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引發內在的動機與鬥志，並保有堅持到底
的毅力，不斷地激勵自己。
（二）人際情緒智力
此即個體與他人互動時所展現的各項情緒能力，涵蓋了以下幾種類型：
1.認識他人的情緒
意指個體能夠覺察與辨識他人的情緒，且能知道引發他人當前情緒狀態的原因，
及該情緒可能帶來的結果。
2.回應他人的情緒
意指個體能從別人的角度與觀點來看待事情，且能理解他人的感受，並用合適的
語言、表情或肢體動作來傳達自己對他人情緒的瞭解。
3.人際關係的處理
意指個體善於與人接觸，能運用彈性合宜的社交技巧避免人際衝突的產生，且能
適時的化解人際糾紛，處理與他人之間的衝突。
三、幸福感
本研究幸福感乃整合文獻所述相關內涵、理論並參考洪莉惠（2010）界定幸
福感之五層面，定義為「一種主觀且正向的情緒狀態，其面向包含人際的支持、
自我實現的投入、及整體生活滿意程度，使個體在身體、心理上皆達到滿意的感
受。」
本研究所界定之幸福感以受試者在洪莉惠（2010）自編之「國小學童幸福感
量表」之平均得分為指標，量表分為「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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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投入」及「條件滿足」五部分，平均得分愈高表示幸福感愈高；平均得分
愈低表示幸福感愈低。茲將各分量表之意涵分述如下：
（一）社會支持：意指學童感受到周遭他人對其自身的支持與關注程度。
（二）愉快正向：意指學童對人事物所採取的樂觀態度與覺察到的正向感受。
（三）生活滿意：意指學童對整體生活感到有意義及滿意。
（四）學習投入：意指學童對於學習各項事物的熱誠與投入。
（五）條件滿足：意指學童在生理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
四、同理心
本研究所定義之同理心乃參考張春興（1989）在心理學辭典所下的注解，包
含「知人之所知」與「感人之所感」，另再加入「回饋行為」，共三個層面，定義
同理心為「一種結合認知與情感的歷程，認知即知人之所知，表示個體能站在他
人立場瞭解他人的感受與想法，包含角色取替、觀點取替的能力；情感即感人之
所感，表各體能區辨他人情緒狀態且感同身受，並進而能對他人狀況提供適切的
回應與共鳴。」
而同理心發展層次則以Hoffman（1987）年提出的同理心發展階段以及Gazda、
Balzer、Childers、Nealy、Phelps 與 Walters（2005）的同理心階層為理論基礎，
並再整合Piaget（1969）兒童認知發展、Selman（1980）角色取替能力等相關理論
與實務現場觀察心得，界定本研究的同理心發展層次共為四階層。
本研究界定之同理心發展乃根據自編之同理心發展問卷，由學童所勾選答句，
來測量、判斷學童的同理心發展情況，共分成四個層次，選擇之層次越高者，表
示同理心發展越高，反之則否，各層次整合歸納如下：
（一）層次一：無同理（漠不關心或不當的反應）。
（二）層次二：認知層次同理（針對問題表面的直接覺察或機械式的應對）。
（三）層次三：情感層次同理（除了認知方面的覺察，尚能關注到情感層面）。
（四）層次四：高層次同理（回饋、分享或補充出背後隱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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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理論基
礎，據此形成研究架構，作為問卷調查研究工具選擇與編制的依據，並據以提供
研究結果討論之依據。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情緒智力相關理論與研究；
第二節探討幸福感相關理論與研究；第三節探討同理心發展相關理論與研究；第
四節為探討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情緒智力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智力（intelligence）與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 簡稱為IQ）是大家耳熟
能響的概念，代表一個人是否聰明，在教育現場被廣泛使用，作為預測未來成就
的一項指標。然而，近年來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 簡稱為EQ）的魅力不亞
於智力商數，逐漸受到大家的重視，其實情緒智力本應翻（emotional intelligence, 簡
稱為EI），然由於Golman（1995）在其《EQ-情緒智力》書中譯為「EQ」，在媒
體及社會大眾的口耳相傳下，「EQ」也就成為情緒智力的代名詞了。
一、情緒的定義
情緒一詞的概念，既抽象又複雜，因此定義眾說紛紜，美國心理學家 Drever
早在 1952 年便在心理學字典裡，將「情緒」定義為：情緒是一種有機的複雜狀態，
牽涉到身體各個部分的變化；在心理上，它伴隨某種強烈的情感，並讓個體想以
某種方式去行動的衝動（引自馮觀富，2005：5）
。牛津英語字典：
「心靈、感覺或
感情的激動或騷動，泛指任何激越或興奮的心理狀態。」（張美惠譯，1996）。張
春興（1989）在心裡學辭典則將「情緒」定義為：某種次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失衡
狀態（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這種狀態為個體主觀的感受，
且在身體上則伴隨著生理變化。
從上述 Drever 明確指出情緒是一種複雜的狀態，另張春興的七情之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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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應與字典的詮釋，在在都顯示情緒是一種複雜的概念，亦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甚至牽涉到心理、生理與行動層面。
二、情緒智力的意涵、發展與理論演進
情緒智力的概念可追溯到 Thorndike
（1920）提出「社會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其認為智力和情緒不可分的論點，並指出社會智能包含在智力裡面。而
Gardner（1983）在《心智架構》
（Frams of mind）一書，打破傳統智力較為侷限的
論調，駁斥 IQ 決定一生的謬誤，認為智能是多方面的，因此提出了「多元智慧理
論」，以更寬廣的面向來探智力，這種多元化的觀點為智力理論提供了重要的意
涵，如其中的「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與「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前者是了解他人的能力，後者是瞭解自己的能力，皆成為往後情緒
智力的先驅。
繼 Gardner 之後陸陸續續有些學者開始對情緒智力作更寬廣及深入的探究，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個理論分別為：Mayer 和 Salovey 認知能力取向的情緒智力理
論，Goleman 工作表現取向的情緒智力理論，以及 Bar-on 心理健康或人格取向的
情緒智力理論（王振德，2004），以下就其理論概念的演進及架構分別探討之。
（一）認知能力取向的情緒智力理論
Salovey與Mayer繼Gardner的多元智慧理論，結合「情緒」與「智力」，在1990
年時提出「情緒智力」的概念，Salovey更進而結合了Gardner的個人智能，將EQ
擴充為五大類（張美惠譯，1996）：
1.認識自己的情緒：
此為情緒智力的基石，能瞭解自身的感受，對情緒才能進一步的管理與運用。
2.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
繼於認識情緒之後的功課，掌控自我的情緒，學習面對正、負向情緒，進行調整
而後重新出發。
3.自我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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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熱忱、發揮創造力是成功的動力因素，裡面還包括克制衝動與延宕滿足的
部分。
4.認知他人的情緒：
前三點都是根基於自己，後兩點則是著眼於他人，認知他人的情緒是同理心的基
本概念之一。
5.人際關係的管理：
EQ之所以能夠再近幾年風靡世界潮流，就是因為他牽扯到人際關係的管理，而這
個部分對一個人的家庭、工作及身心感受等都有甚大的影響力。
此外，Mayer 和 Salovey 也提出情緒智力的三個理論概念（Salovey & Mayer,
1990)：
1.自己及他人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自己情緒的評估與表達部分有「語文」與「非語文」兩種，他人的部分則包含有
「非語文知覺」及「同理心」。
2.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調整與處理：
分為「自己」與「他人」兩部分，除了能對自己的情緒有調整的能力外，對他人
情緒的反應也能有所處理與回應。
3.合適的方法對於情緒的運用：
包含五個層面，分別為「變通的計畫」、「創造力思考」、「轉移注意力」以及「激
發動機」
，能彈性的將情緒變化運用在日常生活上，必要時隨著情緒的波動，適時
的將注意力放在適當的地方，以利激發創意及提升動機。
而後Mayer 和 Salovey（1997）認為先前對於情緒智力的概念，僅限於覺察、
調整與運用，缺少了思考、推理等認知運作等中介因素的部分，對於情緒智力又
提出新的修正，強調認知的理論概念，並據此以認知、思考界定情緒智力的模式，
提出情緒智力由低到高分四個層次，依序如下：
1.知覺、評估、及表達情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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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和1990年提的第一點「自己及他人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概念類似。
2.運用情緒促進思考的能力：
情緒能夠激發認知運作的產生與處理；在此，有別於以往，情緒加入了認知思考
的概念。
3.瞭解與分析情緒訊息，且能運用情緒知識的能力：
辨識情緒後，能瞭解情緒所帶來的訊息，個體可從情境推論週遭人物的情緒感受
及情緒間相互轉化的複雜狀態。
4.反省地調節情緒，提升情緒及智力的成長：
情緒概念的最高階層，不論是正向抑或負向的情緒，對情緒的產生持開放的態度。
與正負向情緒共存後，對情緒進行「後設評價」（meta evaluation）與「後設調整」
（meta regulation）
；前者指個體花費多少注意力在自身的情緒上，即能否瞭解與接
受此情緒，後者指個體嘗試轉變負向的情緒（張素媚，2008）
；此層次能調節負向
情緒，增加正向情緒的提升。
Salovey 和 Mayer除了延伸Gardner的多元智慧理論，拓展「人際智能」與「內
省智能」
，結合情緒與智力，提出「情緒智力」的概念，並採用認知取向的觀點來
探究情緒智力，1997年的情緒智力理論在加上「情緒反省」的後設評價與後設調
整概念；而後Mayer、Salovey與Caruso（2004）以及Mayer、Roberts與Barsade（2008）
根據上述情緒智力的基本理論架構，以及情緒智力四層次等加以延伸，讓情緒智
力的概念與理論更趨於完備：情緒智力除了意指對於情緒能進行準確的推理，並
使用情緒以促進思考，情緒管理的反映還包含到其餘個性的部分，即情緒管理是
在個人目標、自知之明與社會覺知等背景脈落下交互作用的產物；另情緒智力也
成為預測不同群體社會關係、工作成果、心理與身體安康等重要的結果，並逐漸
成為預測智力及社會情緒的一種有效特徵。而把「情緒智力」這名詞變成家喻戶
曉、發揚光大的，便是Golema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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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表現取向的情緒智力理論
如上所述自Goleman（1995）出版了《EQ-情緒智力》一書之後，EQ引起了社
會大眾熱烈的迴響，Goleman更是一夜成名。繼《EQ-情緒智力》這本暢銷書後，
Goleman（1998）出版《EQII-工作EQ》(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裡面
不但將「情緒智力」的基本架構作更詳盡的延伸發展，更討論到情緒智力為標竿
人物需具備另類能力，讓Goleman成為工作表現取向情緒智力的代表人物了。此
外，其在《EQII-工作EQ》書中另提到「情緒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的概念，
此能力以情緒智力為基礎，並能經由後天學習而來，可帶來工作好表現的能力，
「情
緒能力」又二分為「個人能力」與「社交能力」，茲介紹如下（參考李瑞玲、張美
惠、黃慧貞譯，1998）：
「個人能力」包含三組基礎情緒智力，包含自我覺知、自我規範以及動機，
而每組情緒智力下又包含幾項情緒能力。
1.自我覺知：情緒的覺察、正確的自我評量及自信。
2.自我規範：自我控制、值得信賴、良知、適應力及創新。
3.動機：成就驅力、承諾及樂觀。
另「社交能力」包含兩組基礎情緒智力，包括同理心和社交技巧，每組情緒
智力下又包含幾項情緒能力。
1. 同理心：瞭解別人、服務取向、幫助別人發展、善用多元化、政治意識。
2. 社交技巧：影響力、溝通、團隊領導、改變催化、處理衝突、建立連結、分工
合作、團隊能力。
這些情緒智力與情緒能力有以下幾點特性：1.獨立的：每種情緒能力各有其獨
特的貢獻；2.相依的：每種情緒能力雖然是獨立的，但或多或少有些取決於其他能
力，能力間彼此有所互動或關連；3.呈階梯狀：情緒智力每個都為下一個的基礎，
呈階梯排列，如自我覺知是自我規範的基礎；自我覺知又有助於自我規範的形成；
4.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具有某項基礎情緒智力並不保證一定能彰顯相關能力，因
15

為現實層面會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能力的彰顯；5.衍生的：上述各項情緒能力大多
可應用在各種工作上，但不同工作會衍生不同能力需求。
Goleman 認為要成為標竿人物，必須發展如何自處的「個人能力」
，還需具備
人際關係的「社交能力」，為此他提出了情緒智力的描述性定義：「情緒智力是可
觀察的能力，當一個人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法，結合自我覺知、自我管理、
社會覺知及社會技巧，在某情境下產生適當效果的能力」（引自王振德，2004）。
這種說法再度強指出工作成敗的影響主因不一定是 IQ，當個體增進情緒能力，也
可提升 EQ，進而增加成功的機會。
（三）人格取向的情緒智力理論
Bar-On（2000）編制了專門測驗EQ的問卷（EQ-i），是一個情緒及社會智力
的複合模式，其認為情緒智力是個多因素的群組，是一系列情緒、人格和社會能
力的交互作用，影響個體整體能力及適應環境並積極有效應付每天活動的情緒狀
態及社交能力。
Bar-On認為情緒智力建立在人格理論上，也因此情緒智力決定一個人是否心
理健康或幸福。根據Bar-On（2000/2006）的情緒智商問卷（EQ-i），情緒智力的
內涵由五大向度與十五個因素組成，分述如表2-1-1：
表2-1-1
Bar-On 情緒智商問卷
五大向度

十五因素

內在（intrapersonal ）

自尊、情緒自我覺察、
自我肯定、獨立、自我
實現

人際（interpersonal ）

同理心、社會責任、
人際關係

壓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

壓力忍受度、衝動控制

適應力（adaptability）

現時檢驗、彈性、
問題解決

一般心情（general mood）

樂觀、快樂

情
緒
智
商
問
卷
（EQ-i）
資料來源：王振德（2004：5-5）；Bar-On（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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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根據分量表裡的十五個因素，經由因素結構分析，選出關鍵的十個因
素分別為：自尊、情緒自我覺察、自我肯定、同理心、人際關係、壓力忍受度、
衝動控制、現實檢驗、彈性及問題解決，以此十個因素作為情緒智力關鍵成份。
除了這些關鍵性的因素成分外，並指出在情緒在社會智力行為上的五個促進
因素：樂觀、自我實現、快樂，獨立、和社會責任。這些因素不只和情緒智力有
顯著的相關，並影響個體有效的應付日常生活現實經驗及壓力狀況（Bar-On,
2000）。
三、綜合評述
上述是目前國外情緒智力三個較具代表性理論之一，並都有自己的特色，讓
眾說紛紜情緒智力概念有了些探討的依據，研究者依探究模式與探究內涵進行整
理與評析，分述如下：
（一）情緒智力探究模式評析
Mayer 和 Salovey對情緒智力的研討較偏向垂直探究的模式，從情緒的評估、
表達到情緒調節及情緒運用，在在都圍繞著情緒的字眼與概念作漸進且層次漸進
式的延伸，在1997年提出情緒反省的概念後，讓情緒智力理論更趨於深入與完備。
Goleman和Bar-on對情緒理論的論述較偏向擴散性探究的模式，不只根著於情緒本
身的字眼與概念，另還拓展到人際關係與他人互動的層面。
（二）情緒智力內涵評析
Mayer 和 Salovey認為情緒智力的內涵為：能覺察、評估與表達情緒，激發情
緒以促進思考，並瞭解、分析且運用情緒知識，而後反省地調節情緒，提升情緒
及智力成長，其係以認知為主要概念來呈現情緒智力的主要內涵。Goleman工作表
現取向的情緒智力內涵：認為以情緒智力為基礎，透過自我覺知、自我管理、熱
忱及社會技巧......等的學習，可產生適切效果的情緒能力；除此之外Goleman更把
情緒智力的內涵延伸到工作的標竿人物上，不但將情緒智力的概念變成家喻戶曉
的名詞，對於喚醒大家對於EQ的重視更是功不可沒。Bar-on 心理健康或人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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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智力理論，認為情緒智力的內涵包含內在技巧、人際技巧適應力、壓力管
理及一般心情五大向度與十五個因素，讓大家對情緒的組成因素有了更具體與細
部的瞭解。
四、本研究之情緒智力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童，根據Piaget的認知發展理論，此時期的兒童雖
已慢慢脫離自我中心，然思維模式仍易傾向以我為出發點，而賴怡君（2002）所
建構出的情緒智力內涵，思考的主體是「我」
，包含了Salovey 與 Mayer（1990/1997）
所提到的：情緒之評估、表達，到情緒的調節及運用，且參照了Goleman（1998）
將情緒智力分為「個人能力」與「社交能力」的模式，亦將情緒智力分為「自我
情緒智力」及「人際情緒智力」兩大層面，並進而提出情緒的「認知」、「技能」、
「情意」等三項概念。其中「認知」指個體的情緒知識，表示對情緒的後設認知；
「技能」指能適時適當的將情緒能力使用出來的能力；「情意」指個體在情緒上
的自我激勵作用。
其理論內涵除掌握了情緒智力的基本構念，並涵蓋了多面項，故本研究乃採
用賴怡君（2002）對情緒智力的分類方式，並整合上述各學者所述，將情緒智力
的意涵定為:「情緒智力意指個體在自我方面能適切的覺察、表達、管理自己的情
緒狀態，並能轉化情緒以激勵自我；在人際上亦能敏銳的覺察他人情緒狀態，並
藉由適切的情緒訊息，做出適當的同理與回應，更進而運用適宜的方法與智慧處
理各種情緒狀態，創造出一個圓融的人際關係」。
五、情緒智力與背景變項之相關研究
（一）情緒智力性別差異
一般而言，情緒智力不管對於何種性別來說，都是重要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的一環，也是每個人幸福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一直以來，社會存在著
許多對於男女有別的觀點，不管是先天生理條件或是刻板印象，性別在許多研究
的議題中，一直是大家所迷惘且欲探究其窠臼之重要變項。如Hall（198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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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許多研究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較善於臉部或非語言行為的表達，且對他人的
臉部反映察覺更敏覺；此外，社會的期待使情緒表達與實際情況產生差異，如小
學女童在引導下較會表達出難過或害怕的情緒，然而男童卻表達出更多的生氣情
況（Brody, 1984；引自Eisenberg, Fabes, Schaller & Miller, 1989：110-111）。Josephs
（1994）的研究也亦提到女孩之於男孩更被教導要有禮貌，要顧及別人感受；Zeman
和 Shipman（1997）在探討社會脈絡對管理生氣與難過情緒的影響時，也指出男
孩較易掩飾自己的情感，且負向的人際回應方面也超過女童。然而，也有學者對
於此研究結果提出不同的見解，Saarni（1984）提出情緒行為表達的性別差異除了
社會規範的影響外，還包含落實社會規範的動機，亦即性別角色社會化促使女性
在情緒的表達高於男性，此差異還包含男女表達情緒行為的動機，史冰、蘇彥捷
（2005）與陳佑貞、金瑞枝（2010）亦曾提出相近的論點。
而性別之於情緒的相關實徵研究，王心怡（2006）、王春展、詹志禹、李良
哲（2000）、李佩珊（2004）、陳秀娟（2009）、曾玉芷（2007）及黃美桃（2009）
分別以國小五、二四六、四六、四六、五六年級及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
結果均指出女生有較佳的情緒智力，林怡君（2007）以國小四、六年級學童為研
究對象，結果亦是如此，並指出分層面中：認識自己情緒、認識他人情緒、自我
激勵、妥善管理情緒、人際關係處理等能力上，女生比男生表現優秀。然而陳秋
斈（2011）以台南地區三、五年級的學童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男、女在情緒智
力並無顯著差異。
因此，綜合上述文獻與實徵研究所述，男、女情緒智力在性別上之分析，依
多數的文獻與研究分析，推估應有差異，且女生之情緒智力高於男生。因此，本
研究亦以性別為自變項，情緒智力為依變項，探討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
情緒智力是否如上述推論出的觀點，有顯著上之差異，且女童高於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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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智力年級（年齡）差異
從智力的觀點來看，智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產生變化，一般而言，年齡越
大，心智能力越強，而情緒智力亦是智力的一環，推論亦應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
有所改變。有鑑於此，研究者整合了國內外許多研究，亦多支持此項觀點，國外
部分，如Salovey、Hsee 與 Mayer（1993）認為情緒智力會因個體的成熟及與周遭
環境的相互學習而逐漸成長，Wintre 及 Vallance（1994）亦提出成熟會使情緒能
力逐漸增長的觀點。
而國內研究有部分支持情緒智力有年級（年齡）差異的，亦有部分未支持此
觀點者。支持情緒智力有年級（年齡）差異的，如：王春展、詹志禹、李良哲（2000）
在兒童情緒智力發展之探討研究中，以國小二、四、六年級學童為樣本，研究發
現四、六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顯著高於二年級學童；林怡君（2007）六年級學童
在認識自己情緒方面之能力表現較四年級學童佳。而未支持情緒智力有年級（年
齡）差異的，如：李佩珊（2004）、陳秋斈（2011）與曾玉芷（2007）分別以四
六、三五與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指出國小學童之情緒智力不因年級而有顯
著差異。
綜合上述理論與相關研究結果，雖然許多學者與理論指出隨著年紀的增長，
情緒智力會欲趨於成熟，然而從上述實徵研究結果發現：年級（年齡）在情緒智
力上之差異仍未有一致的定論。而本研究樣本以五、六年級為研究對象，雖然在
年級（年齡）差異上並不大，然研究者在教學實務現場發現，五年級是許多學童
即將邁入青春期的前身，而到了六年級許多學童已經進入青春期，在生理帶動心
理、而心理影響生理下的改變，學童進入人生的風暴期，亦是人生重要的階段，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年級為自變項，情緒智力為依變項，探討國小五、六年級學童
其情緒智力是否有顯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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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幸福感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幸福是什麼？怎樣才算幸福？隨著近幾年正向心理學興起的研究風潮，學界
的研究已由以往探討影響或阻礙個體身心成長的負面因素，如：焦慮、壓力、憂
鬱症…等負向情緒，轉向為研究正向因子與特質，讓在習慣著重在負面訊息與環
境的人們，轉個彎，開始正式自己所擁有的、該快樂的及應當珍視的正向訊息。
而聖嚴法師生活心法也提到：「知足是幸福的起點。」以另一種的角度來看人生，
以往佛陀講「離苦」，現今則強調「知足」（ 聖嚴法師，2008）。
一、幸福感的意涵
亞里士多德在《倫理學》的第一冊第四章有提到「由行動中可以得到最美好
的事物是什麼？不論是販夫走卒或是文人雅士都認為是幸福。但是不同人所說的
幸福是不同的。」（引自施建彬、陸洛譯，1997：3）從中可知，每個人對於幸福
的感受及認定並不相同，更別說不同文化下的人們了，而中華文化與西方潮流素
來各有其特色及精粹，茲以跨文化的觀點來介紹幸福感的意涵。
（一）東方文化下的幸福感
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受到儒、釋、道等傳統文化影響，對幸福的觀點難免受到
儒、釋、道精神傳承的影響（陸洛，1998）。
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學派，以孔孟為代表，因此受儒家思潮影
響深遠。《禮記禮運大同篇》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
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
大同（王雲五主編、王夢鷗註譯，1970）。」在以往社會經歷動盪和戰亂的環境
下，孔子認為追求社會安定，人們安居樂業，老小他人皆得養，即是幸福的大同
世界、人間淨土。另外《大學》開宗明義即說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朱熹集注，林松、劉俊田、禹克坤譯著，2007）。」亦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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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除了發揚人的良善天性，再推己及人，使大家都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
（陸洛，1998）。由上可歸納出儒家精神下的幸福意涵包含「大同世界」及「推
己及人，人人追求至善」的真諦。因此以儒家為主流的中華文化，其所界定的出
幸福感偏向以較積極兼善天下的態度來看待幸福，亦即分享互惠的群己關係，從
中也間接點出中華文化下，人們對於幸福的嚮往與依循的方針。
（二）西方思潮下的幸福感
西方從倫理學的觀點來探討幸福，希臘三哲之一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就
「幸福」（Eudaimonia）意涵的探討，Eudaimonia一詞，源於自希臘文的「善（eu）」
與「神靈或惡魔（daimon）」兩個元素所構成，字意裡含有運氣的概念，表示個
體若能獲得善神的引導與守護，就表擁有幸運（陳官廷，2010），並指出「德即
福」，即要幸福就要修德（鄔昆如，2001：244）。而有西方孔子之稱的蘇格拉底
（Socrates）幸福並不是追求物質的生活，應從「自我」出發，使自己具有美德及
智慧人才能變得聰明，然後去惡從善以獲得幸福；而柏拉圖（Plato）肯定「觀念
論」，認為把觀念界的真、善、美落實於生活中，認為獲得真理、至善的境界，
即得到幸福（徐珮旂，2010）。從希臘三哲對幸福、福份的論點多半奠基於「知」
和「智」的追求，生來求知與生來求福是息息相關的，換言之，幸福與個體求知、
修德與追求至善息息相關。
（三）東、西方幸福感綜合評述
綜合觀之，雖然在中國傳統思想裡，雖未直接對「幸福」二字給予明確的定
義，然而仍可從東方文化下的哲學思考與仁義道德範疇尋找關於幸福的意涵，由
於東方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因此偏向較積極兼善天下的態度來看到幸福，亦即分
享互惠的群己關係。西方思潮受哲學家影響，則強調個人主義，如西方孔子蘇格
拉底指出幸福應從「自我」出發，使自己具有美德及智慧人才能變得聰明，然後
去惡從善以獲得幸福，較有獨善其身的意味。換言之，東方以兼善天下的態度來
與幸福為舞，幸福的著眼點更強調人際與外在評價；西方幸福的著眼點關注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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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或內在的省思（Lu & Shih, 1997）。
二、幸福感的理論基礎
（一）需求滿足理論（need satisfaction theory）
此理論著眼於個體需求的滿足，當個體的需求被滿足時，才產生幸福的感受，
其中以人本主義心理學家Maslow(1970)提出的需求層次理論(need-hierarchy theory)
最為人熟悉，需求層次論認為人類有不同層次的需求，當需求被滿足時，個體便
可達到目的，獲得幸福。以需求滿足為論點的，還包含目標理論、活動理論以及
苦樂交參理論，茲分述如下（徐珮旂，2010；陳佳琳，2010；陸洛，1998）：
1.目的理論（telic theory）
又稱為終點理論（endpoint theory），此理論顧名思義即個體若能達到自身想要
的目的或需求，便能獲得滿足，進而感到快樂或幸福，其關注於終點的結果、目
標（徐珮旂，2010）。學者Maslow(1970)的需求層次理論，依照層次由低至高分為
為生理、安全、與隸屬與愛、自尊、求知、求美、自我實現等需求，前四者為機
基本需求，後三者為成長需求，當較低階層的基本需求被滿足才會轉向較高階層
的成長需求，另外越高階層需求的滿足所帶來的幸福感會越深刻。
2.活動理論（activity theory）
活動理論和目標理論有些差異，兩者皆關注於需求的滿足能引發幸福的感受，
然而上述目標理論關注在目標、結果的滿足，而活動理論顧名思義是關注於活動
本身過程所帶來的滿足，即個體會因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幸福。Thoits以社
會整合的角度來看待活動的參與，認為從參與活動的過程，個體滿足了休閒、人
際支持、健康等諸多心理、生理的需求，這些都可為個體增進幸福的感受（陸洛，
1998）。
3.苦樂交雜理論（pleasure and pain theory）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此理論認為苦樂是交雜相倚的，當個
體的需求被剝奪，因而產生匱乏或不幸福的感受，而為了避免此種負面情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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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努力達成目標或是需求被滿足時，幸福感便油然而生。這個論點與上述兩種
理論的情況一樣，都是在需求匱乏與滿足兩者之間擺盪，因此，需求與滿足就有
如不幸福與幸福，是交雜循環存在的。
上述理論的都是基於需求目標、需求的滿足，進而產生幸福感，然而許多研
究指出，某些人不論事件本身，都能保有較高的幸福感受，換句話說，同樣的事
情，人人的幸福感受並不相同，因此，有學者嘗試以特質論的觀點，從人格特質
的角度來研究幸福感（何婉婷，2009；梁忠軒，2002）。
（二）特質理論（trait theory）
特質論學派嘗試由個體特質的觀點來解釋幸福感產生之原因，同樣的事件，
引發出的幸福感程度不同，是因為人格特質之不同，個體對事件的認知議會有差
異，而著眼點不同，又可分為可分特質論及連結論兩個派別，茲介紹如下（何婉
婷，2009；楊智翔，2009）：
1.特質理論（trait theory）
Costa 與 McCrae（1980）認為幸福感是一種穩定且長期的特質，這種特質可
能根基於先天遺傳，例如：擁有一個容易誘發「愉悅神經」的生理機制，也可能
是後天學習的結果(Veenhoven, 1994)。而許多國內外的研究指出，外向性的人格特
質較有助幸福感的提升，然而神經質的人格特質其幸福感感受度較低，負向情感
出現機會較高（施建彬，1995；Costa ＆ McCrae, 1980；Heady ＆ Wearing, 1989）。
2.連結理論（associationistic theory）
此學派以記憶及認知的觀點來看待幸福，個體將當下的情緒狀態結合既存的
記憶網路，經過主觀認知後，產生幸福與否的感受，因此同樣事件，每個人的感
受都不同。換言之，個體在記憶中，若建構較高的幸福記憶網絡，當事件發生時，
將當下情緒結合以往幸福記憶網絡，便能以較正向的態度來面對事件的發聲，幸
福感誘發的機率也較高（何婉婷，2009；楊智翔，2009）。
綜合上述，需求滿足理論對於幸福感的操控權放在需求、目標達成與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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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由下而上（bottom-up）的思考模式；特質理論嘗試以人格特質及記憶、認知
的觀點來對幸福進行探究，將幸福感的操控權放在個體特質上，是屬於由上而下
（top-down）的思考模式（何婉婷，2009；施建彬，1995）。
（三）判斷理論（judgment theory）
由於個體面對事件的發生，不管是由上而下思考的特質論或是由下而上思考
的需求滿足理論，都不是絕對的，因此有學者以整合的角度出發，提出判斷理論
的說法。
判斷理論認為幸福感是比較而來的，不管是和他人、以往經驗、價值觀抑或
個體生活目標等等，當比參照標準好時，便會產生幸福感，反之則否。而參照目
標的不同又分為與他人比較的「社會比較理論」；以個人抱負水準為參照的「期
望水平理論」以及將自己與他人、過去與現在、抱負與現實等諸多狀況做多元參
照比較的「多重比較理論」（楊智翔，2009）。
（四）動力平衡理論（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動力平衡理論也是採整合的觀點來探究幸福感，認為幸福感是整合長期穩定
的人格特質與短期變動的生活事件，換言之，幸福感大多時候因個體穩定之人格
特質影響，呈現穩定平衡的狀態，惟當發生事件不同以往經驗時，幸福感的穩定
平衡狀態便會受到波動而改變（何婉婷，2009；徐珮旂，2010；施建彬，1995）。
三、綜合評述
（一）幸福感內涵評析
從上述相關文獻以及理論的演進，可發現在不同文化、不同理論基礎、甚至
不同背景下等，幸福感所界定出的名稱、定義、內涵與層面等都不盡相同。就名
稱而言，相似的名稱有快樂、主觀幸福感、心理幸福感、心理健康、生活滿意等
（林子雯，1996；洪莉惠，2010；范梅英，2008），儘管名稱不同，但多數定義
的意涵為—對於情緒及生活滿意的評估結果，著重點包含到情緒與認知等（林子
雯，1996），如；Stone、Schwartz、Broderick等人（2010）認為心理幸福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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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整體評價以及情感狀態，並認為幸福感是個人及群體健康的一個重要面
向。Antonella、Ingrid、Teresa、Dianne 與 Marié （2011）以心理平衡與合諧的觀
點來定義幸福。而就內涵來說，由於東西方文化不同，所建構出的幸福感內涵亦
有所差別，東方文化較強調群己互惠關係所達到的共享幸福，西方的幸福界定在
個人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另就幸福感的層面來看，亦相當多元，歸納近幾年
國內的研究有「生活滿意」、「人際和諧」、「自我肯定」、「身心健康」、「生
活滿足」、「自我悅納」、「學習滿意」……等等（邱淑珠，2012）。
（二）幸福感理論評析
綜觀上述幸福感的理論：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1.以需求、目標滿足
為主的需求滿足理論，又分為目的理論、活動理論以及苦樂參伴理論，根著於生
活事件所帶來滿足與否，然而卻無法解釋個體差異性對幸福感的影響。2.以個體特
質為主的人格特質理論與連結理論，但對於生活事件之於幸福感的影響卻少著
墨。3.判斷理論和動力平衡理論都是持整合的觀點，認為個人特質及生活事件皆會
對幸福感有所影響，然而個人特質與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卻無法清楚分別（施建
彬，1995）。儘管如此，上述各個理論也以不同角度解釋了幸福感之概念，讓幸
福感的面向更顯得多元。
四、本研究的幸福感
本研究所探討的幸福感是以國小學童為對象，其生活環境以家庭及學校為重
心，而其所接觸到的人事物亦以學校的師生、同儕關係、課業學習情況以及家庭
內親子、手足關係與其受照顧情形為主要參考向度，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幸福
感，以洪莉惠（2010）自編之「國小學童幸福感量表」所界定的五個層面，包含
「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及「條件滿足」。
其中「社會支持」指學童感受到周遭重要他人對其自身的支持與關注程度；「愉
快正向」指學童對人事物所採取的樂觀態度與覺察到的正向感受；「生活滿意」
指學童對整體生活感到有意義及滿意；「學習投入」指學童對於學習各項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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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誠與投入；「條件滿足」指學童在生理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
這五層面包涵需求滿足理論所述的身心層面是否獲得滿足，如「條件滿足」
層面；人格特質理論所關注的個人對事物所採取的樂觀信念，如「愉快正向」層
面；以及判斷理論和動力平衡理論所持整合的觀點，個人認知感受與現實環境交
互作用後所認為的幸福，如「生活滿意」層面；並包含學童接觸的重要他人關照
層面，如「社會支持」層面，與學童現階段主要的任務工作—「學習投入」層面。
因此，本研究綜合上述幸福感內涵及理論基礎，並參照洪莉惠（2010）對幸
福感所界定「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及「條
件滿足」的五個層面，定義幸福感的內涵為「幸福感為一種主觀且正向的情緒狀
態，其面向包含人際的支持、自我實現的投入、及整體生活滿意程度，使個體在
身體、心理上皆達到滿意的感受」。
五、幸福感與背景變項之相關研究
（一）幸福感性別差異
幸福感在性別上之差異目前仍無一致的定論，謝明華（2002）整理性別之於
幸福感的相關研究便指出：性別與幸福感之差異分析，會因研究主題、對象不同
而有所差異，因此，性別之於幸福感的關係就顯得更複雜了。
而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整理與國小高年級學童相關之實徵
研究發現，部分研究指出男、女生在幸福感上會有差異，如：張淑雯（2008）及
黃資惠（2002）指出國小高年級女生在整體幸福感及部分分層面上的感受較男生
高；張明智（2011）發現國小高年級女生在幸福感分層面中的人際和諧及生活滿
意度感受高於男生；陳麗好（2012）也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女生幸福感顯著高於
男生。然而，亦有部分研究指出幸福感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如：洪莉惠（2010）
研究指出國小學童其性別在幸福感上並無差異，但在社會支持層面上，女童的社
會支持高於男童；李家蓉（2009）、張素媚（2008）及顏秀芳（2007）亦表示高
年級學童性別之於幸福感無顯著差異。由上述實徵研究可發現性別與國小學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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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感之間關聯尚無定論，呼應了上述謝明華（2002）提到的性別之於幸福感的研
究可能會因外在研究主題、對象...等不同而造成研究結果的差異，此外陸洛（1998）
亦指出性別有可能只是一間接變項，其是透過外在其他不同變項產生交互作用，
因而造成不同的研究結果。而本研究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
其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之相關情形，嘗試以性別為背景變項，探討性別在
此研究就主題中，是否會造成幸福感之差異。
（二）幸福感年級（年齡）差異
Altshuler 和 Gleesonm於1999年提到幸福感會因年紀不同，而有不同的幸福感
受（謝明華，2002），而Diener 和 Suh（1998）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較年輕者其
幸福感較高，亦即幸福的感受會因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減少，此與洪莉惠（2010）、
張斐雲（2006）及謝美香（2006）的研究結果相近，洪莉惠（2010）的研究發現
國小學童其年級在愉快正向和條件滿足層面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整體幸福感和
其他層面上六年級學童幸福感皆顯著低於五年級與四年級；張斐雲（2007）以國
小高年級學童進行家庭氣氛、自我概念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發現國小五年級學
童的幸福感，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另謝美香（2007）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的人格
特質、學校生活適應與幸福感進行相關研究，發現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整體幸福感
高於六年級學童。然而，亦有部分研究持相反看法，認為隨著年紀逐漸增長，其
幸福感會增高，且隨著年紀的增長，個人的閱歷不斷增加，以及其生活經驗的不
斷累積，對於幸福感受的體認亦會有所不同（Diener & Suh, 1998；Ryff & Keyes,
1995；參考謝明華，2002）。此外，何名娟（2005）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氣質、
情緒智力與幸福感之研究，卻發現五、六年級學童在幸福感上並無差異。
鑑此，年級（年齡）之於幸福感之差異，是值得一探究竟的，儘管本研究對
象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雖同屬在高年級階段，然如前所述的，五、六年級有
些學童是即將進入青春期前身的預備階段，有些是已進入青春期的風暴階段，且
六年級是即將由國小學童階段轉為國中青少年階段的前身，其所面臨不管是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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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功課壓力，甚至外在環境，都不同以往，而在此情況下，其幸福感的體認
是否會有差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年級為自變項，幸福感為依變項，探討五、六
年級之國小學童其幸福感是否有顯著之差異。

第三節 同理心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同理心常被描述為穿著對方的鞋子走路，並想像別人眼中的世界是如何的
（Meharabian & Epstein, 1972；引自 Woolston, 2007：48），而 Ickes（2003）更簡
明扼要的以「讀心」
（mind-reading）兩字來描繪同理心，儘管這個名詞在諮商輔導
界已是個耳熟能響的名詞了，然而他卻是個複雜、抽象的概念，其定義及內涵眾
說紛紜，茲介紹如下：
一、同理心的定義與內涵
同理心一詞源於希臘文 empatheia（神入）
，美學理論學者用以表示能理解他人
經驗的能力（張美惠譯，1996：118）。同理心在辭典上的解釋為：
「心理學上指能
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體會當事人感覺的心理歷程。」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
員會（編），1994）。張春興（1989）在心理學辭典明確定義同理心為「設身處地
以別人的立場去體會當事人心境（當事人的感覺、需要、痛苦等）的心理歷程。」
並指出同理心包含兩要件，分別為「知人之所知」以及「感人之所感」。
雖然關於同理心的定義許多國外學者重說紛紜，但比照張春興對同理心的提
出的定義：「知人之所知」及「感人之所感」，與許多國外學者的見解相近，或
據此見解再做相關的增減，茲根據「知人之所知」及「感人之所感」兩項論點，
與其他相關論點的增減，針對諸位學者對同理心內涵進行評析，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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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同理心內涵評析表
知人之所知
（認知層面）

感人之所感
（情感層面）

Rogers（1961） 能採納他人的
對同理心下了嚴 內部架構進去
謹的定義
了解

是一種對他人
情緒的反應能
力

學者

Hogan（1969）

其他見解

內涵評析

但這只是「好 保持獨立，不
像」(as if)的情 失人我之分，
況
過渡涉入感情
並不是同理

能理解他人情
緒狀態，近似

偏重認知層面

角色取替能力
Bryant（1982）

間接感受他人
的情緒與經驗

認知能力
Hoffman
（1977/1984）定
義同理心包含

情感能力

Gladstein (1983) 認知同理心：
將同理分為兩概 理性的角色取
念
替他人的觀點

情感同理心：
反應和他人一
致的情感

偏重情緒感受
的層面
反應態度/動
機成分

知感結合，另
外加了回應、
動機的成分
為同理提出明
確的架構

1.區別他人線
Feshbach
(1978/1987)認為 索的認知能力
同理有三個過程 2.角色取替(更
成熟的認知)

情緒反應

Eisenberg 和
Strayer（1987）

分享他人的情
緒情況

著重認知與回
饋反應的部分

能表現合於對
方情緒感受的
反應，及與他
人情緒一致的

整合感人之所
感與回應的部
分

點，但也視同
理為認知與情
感交互作用

瞭解他人的情
緒

Miller 和
Eisenberg（1988）

強調認知觀

對他人情感狀
態有間接感受
的能力

感受經驗
Duan 和Hill
理性同理心
（1996）主張同 （ intellectual
理心有兩內涵
empathy ）表
認知過程

情性同理心
（ empathy
emotions）表同
理經驗的情緒
方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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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認知與情
感同理不應是
過分重疊的狀
態，會依當時
情境影響

認知和情感這
兩項同理元
素，可能是獨
立分開、共存
或是互相影響

綜合上述同理心內涵評析表，可發現雖然同理心的定義雖多元，但多數學者
仍依認知、情感兩主軸進行陳述與探討，有的偏向認知型同理、有的偏向情感形
同理，有的知感結合，有的認為認知與情感同理會視情況而不同，還有的再加入
了回饋、回應的概念。
另外有些學者，對同理心做更整合性的說明：Davis（1983）則宣稱同理心包
含四個元素，觀點取代（perspective-taking）、同理關懷（empathic concern）、想
象融入（fantacy）以及個人憂苦（peronal distress）；觀點取代如同認知的意涵，
而同理關切則貼近情感的概念，不同的地方是：Davis另外整合了幻想及個人憂苦
這兩個論點，表能設身處地將自身投射到當事人的情境、想象當事人的處境，並
反映出自身緊張、焦慮的程度。Preston 與 de Waal（2002）認為同理包含許多共
享相同機制的子集合，包含情緒感染、同理、認知同理、幫助行為；其將幫助行
為視為同理的一個子集，讓同理內涵的探討又多了一個省思空間。
Wied、Goudena 與 Matthys（2005）認為「同理心涉及到情感與認知的歷程，
情感成分指與他人一致之經驗經驗，認知包括瞭解他人的感覺，或者是更複雜的
觀點取替歷程」，宛如把同理心當成一種人際互動歷程；並進一步指出同理心可分
為氣質型同理心（視為一種穩定性格）以及情境型同理心（具體情境下所引起的
短暫情感反應）。Bruce（2008）則認為以認知及情感這兩大向度來二分同理心，
不完全是恰當的，同理瞭解當成一種情緒或情感的反應，也是有認知作為導向的，
因此探討同理心不能完全把認知與情感這兩項觀點看成相對的概念，兩者都是同
理的組成成分，但可以看成是比較偏認知層面的同理或是情感層面的同理。
二、本研究界定之同理心
綜合上述學者對同理心的意涵，可以深刻感覺到同理心的確是個多向度且複
雜的概念，除了如上述所論：有的偏認知層面，有的偏情感層面；有的知感結合，
或是再加上回應的部分；還有的則以獨到的見解來詮釋同理心這神秘的面貌，如：
保持獨立性、不失人我之分、想像融入、個人憂苦或是將同理視為一種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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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因此本研究縱上所述，根據張春興（1989）對同理心提出的論點—知人所
知、感人所感，並再歸納與整合大多數學者提出的見解，以三個層面來描繪同理
心，分述如下:
1.知人所知（認知層面）：理解當事人的認知與感情世界。
2.感人所感（情感層面）：能感同身受體會當事人的認知與感情世界。
3.回饋行為（分享、回應）：經由適當的態度與行為反應對他人的同理。
並據此三層面定義同理心為「一種結合認知與情感的歷程，認知即知人之所
知，表示個體能站在他人立場瞭解他人的感受與想法，包含角色取替、觀點取替
的能力；情感即感人之所感，表示個體能區辨他人情緒狀態且感同身受，並進而
能對他人狀況提供適切的回應與共鳴。」
三、同理心與認知發展
(一) 同理心與 Piaget 的認知發展論
根據Piaget提出了認知發展論的觀點，可知兒童的認知發展是有階段性與普遍
性，因此兒童的認知與思維方式，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逐漸改變。依據Piaget認知
發展論，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歲數約是處於具體運思期（7-11歲）進入形式運思期（11
歲以上-青少年）的時候，在思維方式上已漸漸由自我中心到假設演繹推理，即具
備抽象思考的能力（Piaget & Inhelder, 1969)，學童開始可以以抽象或角色取替的觀
點，站在他人的角度來看到事情。而從同理心的定義內涵可發現同理心也包含了
認知的成分，以及抽象與角色取替的能力，如：Feshbach (1978/1987) 定義同理的
能力包含區別他人線索的認知能力以及角色取替(更成熟的認知能力)；又如
Hoffman（1977）指出同理心包含認知能力的部分；Deutsch 與 Madle（1975）也
指出同理心為一種認知過程，好比角色取替，以及 George早在1934年即提到同理
心是能夠具備扮演別人角色的能力（許永芳，2002），以上在在都顯示同理心的
發展與認知發展有所關聯，Werner亦曾提到當個體的認知發展能力越高時，越能
站在他人的觀點去認知他人的思想（潘慧玲，1994），換言之，隨著年齡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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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長，個體認知發展亦不斷向前，漸漸發展出角色取代的能力，學習站在別人
的立場來理解或感受他人的情況，增進人際上的和諧。
(二) 同理心與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
角色取替能力意指個體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來理解或感受他人情況或情感的能
力，和同理心的內涵相仿。角色取替能力分為三類：一是知覺性（空間或視覺）
角色取代，即以他人的感官知覺來揣摩事物，例如：推測他人看到什麼影像；二
是概念性（認知性）角色取代，即推測他人的思想；三是情感性的角色取代能力，
及考量他人的情緒，提出角色取替的相關理論介紹如下：
Flavell 的發展模式提到隨著兒童認知能力的逐漸成熟，角色取替能力也隨之
變化，共分為四個時期（潘慧玲，1994；Flavell, 1992:112）：
1.存在期：此時期兒童知道同一事件也可能有不同看法與觀點 ｢存在｣。
2.需要期：此時期兒童瞭解每人會有想法上的差異，因此｢需要｣去揣摩他人想法。
3.推論期：此時期兒童超越現有資訊進行心理活動，「推論」對方的情況。
4.應用期：此時期兒童將對他人推論的訊息「應用」於自己所需的現況上。
Selman 受皮亞傑的影響，以認知發展來解釋兒童角色取替的發展，發展出一套
社會認知發展理論，以階段論來探討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過程，分五階段（陳李
綢，1992；Selman, 1980）：
1. 第零階段：自我中心期（約三~六歲）
此時期是學齡前的孩子，認為別人的觀點自己一致，例如：自己喜歡吃巧克力，
就認為別人也是如此，和Piaget認知發展階段的前運思期所提到的自我中心觀類
似。
2. 第一階段：主觀期（約五~九歲）
以能區辨自己的想法和他人是分開的，不一定和自己一致，然而，尚未能設身處
地去理解他人的想法。
3. 第二階段：自我反省期（約七~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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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第二人觀點期（the second person role taking），即互相瞭解彼此的想法，除了
可以意識到別人的想法和自己不一致，並嘗試以自己的想法來推論別人的想法。
4. 第三階段：相互期（約十~十二歲）
又稱第三人觀點期（the third person role taking），此時認知發展從兩人觀點發展到
三人之間關係的認知，除了能以自身的觀點來推估他人的想法，並考量正負面二
種想法，權衡得失。
5. 第四階段：社會期（約十二歲~成人）
類似於Piaget認知發展階段的形式運思期，兒童邁入青少年，漸漸社會化，認知已
非侷限於二至三人的想法，能跳脫自身立場，縱覽全局。
綜合上述，反觀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而同理的意涵近於角
色取替的認知過程，且根據Selman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過程來看，高年級學童的
角色取替能力可能達到第二、三、四階段的自我反省期、相互期及社會期。另Bigelow
對於兒童友誼理解的階段模式研究，指出約在十一歲至十二歲左右，即小學高年
級時期，友誼階段模式進入同理心階段，同儕可以分享、體驗共同經驗，除了表
露自我，也學會接納他人（陳李綢，1992）。
因此，整合以上學者所述，隨著學童認知發展的轉變，進而也會影響到其同
理心的發展，而認知發展雖具階段性及普遍性，然其尚受到成熟、經驗、社會傳
遞（社會互動）以及平衡作用（適應）等因素影響（陳李綢，1992），個體間仍
會有差異，據此本研究擬以高年級階段的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同理心發展層
次上之差異。
四、同理心的層次性
從前述同理心定義及內涵，顯示同理心是個複雜且多元的概念，且包含的層
面不只一項，再且同理心受到Piaget認知發展論的影響，會有差異性與階段上的轉
變，因而產生不同層次的同理過程，茲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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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oodbury（1975）同理心層次論
Woodbury（1975）經由實徵研究，提出同理心層次論（a hierarchy of empathy），
其研究結果發現：較高層次的同理心出現的比率，會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而增多。
另外，同理心的發展是具有階段性與順序性的，低層次同理心出現在先，高層次
同理心出現在後，也就是說高層次同理心的發展是以低層次同理心為基礎向上發
展的（林清湫，1998；許永芳，2002；Woodbury, 1975），其同理心階段性及順序
性的發展和Piaget的認知發展論的見解不謀而合。
(二) Hoffman（1984）同理心發展層次
而Hoffman也認為同理能力會隨著個體的發展與成長而產生改變，將同理心分
成四種發展層次，茲介紹如下（Hoffman, 1984：111-114）：
1.籠統的同理心（global empathy）
大約在一歲以前，這時候的嬰兒不具有人我之分的能力，因此分不清楚自己和別
人情緒的差別，例如：嬰兒看到別人哭，自己也跟著哭。
2.自我中心的同理心 ( egocentric empathy)
大約發生在一歲左右，在身體上已可以分清楚別人並不是自己，但卻認為別人的
感受和自己一樣，例如：自己高興就認為別人也高興。
3.同理他人的情感 ( empathy for another’s feelings)
大約發生在二至三歲時期，隨著角色取替能力的開始發展，孩子開始意識到他人
的感受有時會不同於自己，因此開始能從身體、臉部表情察覺別人的真實感受，
然而此時期的孩子在認知發展上還未達形式運思期，因此尚未能對他人的感受作
抽象的想像。
4.同理他人的生活情況（empathy for another’s life condition）
大約六至十三歲以後，約童年後期，個體進入形式運思期，開始具備抽象思考的
能力，瞭解他人與自己會有不同的經歷與身分，能學習同理他人普遍與整體的情
況，例如：快樂與痛苦不只是當下的情況，還會受個體整體生活經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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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發現同理心發展和Piaget提出的認知發展論，都是具備階段性與
順序性的。兒童的同理反應最初以自我中心為基礎，依據自己的感覺來認知他人
的感受，進而發展出能依據他人的生活經驗與社會情境，作為同理他人的訊息。
(三) Carkhuff（1969）同理心評定量尺
另Carkhuff（1969）將同理心分為初層次同理心（primary level of empathy）和
高層次同理心（advanced level of empathy），前者指就個體明顯表達的意思與行為
做直接表達，而後者則著重於對個體隱藏的、暗示的或模糊的內在感覺或行為作
反應傳達。
其中Carkhuff（1969）更用評定量尺來評量同理心層次的高低，茲介紹如下
（Carkhuff, 1969；整理自魏麗敏、黃德祥，2007：437-438）：
1.層次一
屬於最低層次的同理心，對於當事人的情況不感興趣，包括無專注的傾聽，或是
彼此有所疏離，即不能察覺當事人的情感需要，當然更不用論「知人所知」以及
「感人所感」了。
2.層次二
已能對於當事人的情感作反應，然而做出的反應卻非當事人所真正傳達的，即傳
達出的反應可能只是表面顯著看見的情況，而非當事人真正的意涵，或是自己以
偏蓋全，扭曲了當事人的觀點。
3.層次三
能正確反應當事人當事人所傳達出的訊息，對於當事人的訊息情況，沒有增減，
可惜只限於表面情感的瞭解，少了深層部分的反應。
4.層次四
能指出當事人深層未說出的部分，幫助當事人經驗自己未表達出的深層感受。
5.層次五
能更敏銳的察覺當事人表面與深層的所有感受，綜合表面所傳達的意義與深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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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察覺，或不願面對的深層部分一起作整合性的探索。
(四) Gazda等人（2005）的同理心評定量尺
Carkhuff可說是清楚與詳細的用量尺把同理心的層次作分類，而後Gazda等人
（2005）以Carkhuff的五層次為基礎，將量尺整合成四個層次，以四項分類來呈現，
更能清楚的瞭解同理心層次的高低，Gazda等人界定之同理心量尺介紹如下（魏麗
敏、黃德祥，2007：437-438；Gazda et al., 2005：264）：
1.層次1.0分：不顯著、有害的
無專注的傾聽或觀察當事人的表面感受。
2.層次2.0分：縮減
部分反應當事人所傳達的表面感受與內容。
3.層次3.0分：表面情感反應
能正確的反應當事人表面傳達出的意義與情感。
4.層次4.0分：深層情感反應
能讓當事人深刻覺得自己被瞭解，因不只是表面的同理，還包含深層自己未察覺
或不願面對的部分。
Gazda等人的同理心評定量尺和Carkhuff的其實大同小異，只不過Gazda等人將
評定量尺以更精簡的方式來評定同理心層次的高低，兩者皆能清楚的讓人瞭解同
理心高低層次不同所代表的意涵。
(五) Rowan（2005）同理心層次
另外，Rowan也提到同理心的幾個層次，介紹如下（Rowan, 2005：155-156；
引自邱珍琬，2007：150）：
1.同理地瞭解當事人反應（empathic understanding responses）:單純的讓當事人知道
自己的表面陳述被瞭解。
2.同理地肯定當事人反應（empathic affirmation responses）:證實或肯定當事人的經
驗，讓當事人感覺到有人與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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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理地喚起經驗（empathic evocation）:喚起當事人的內在經驗。
4.同理地探索（empathic exploration）:探索當事人自己未覺察到的經驗。
5.同理地推測（empathic conjecture）:推測當事人所謂察覺或隱藏的一些意涵。
Rowan的前兩項較偏向初層次同理，而後三項則較偏向高層次同理心。
(六) 同理心發展層次評析
研究者總結上述學者提出的同理心層次論，有的同理心發展階層以年齡劃
分，並結合Piaget認知發展論，分類階層跨嬰幼兒至兒童期，共計四階段，如
Hoffman；有的大略的將同理心分成高、低二階層，如Egan；有的以同理心評定量
尺具體、明確的發展出同理心的階層，廣泛用於諮商理論技術的訓練上，如Carkhuff
同理心五階層及Gazda等人的同理心四階層......等，以上在在都顯示同理心是有層
次上之差異的。
而若以年齡來看同理心發展階層，同屬於國小高年級的學童，根據Piaget認知
發展與Hoffman的同理心發展階層，似乎會在同一階段，然而從連續互動的觀點來
看待兒童的發展，學童處於不同環境脈絡下，除了個別差異，社會環境對學童仍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推估有的學童同理心層次較高，有的學童同理心層次較
低。鑑此，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理心層次是否因性別、年級而有差異？以及不同
情緒智力及幸福感程度差異下，對同理心發展層次是否會造成影響或產生差異？
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
五、本研究之同理心發展層次
綜合上述，本研究擬編制同理心發展層次量表，其同理心發展階層根據
Hoffman（1984）同理心發展層次與Gazda等人（2005）的同理心評定量尺為理論
基礎，而考量到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因而再整合Piaget兒童認知發展、Selman
角色取替能力等相關理論以及教學現場實務觀察心得，界定本研究的同理心發展
為四階層，越高階層同理心發展層次越高，後面層次除本身之論點，並包含前面
層次所已有的特性或補充前面層次所欠缺之處，整合歸納如下，並如圖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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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層次一：無同理（漠不關心或不當的反應）
對於他人的情況，無顯著同理反應或感受，冷漠以待，或是沒考慮到他人會有
和自己不一致的認知，反應內容不顯著或是不適當。
2. 層次二：認知層次同理（問題表面的直接覺察或機械式的應對）
已能考慮他人會有自己的思考與認知，然而仍只限於問題表面內容的覺察或機
械式的應對，近於「知人之所知」。
3. 層次三：情感層次同理（除了問題內容、認知方面的覺察，尚能關注到當事人
的情感層面）。
除了「知人之所知」，還加上「感人之所感」的情感部分，即能關注到事件對
當事人情感、情緒方面的影響。
4. 層次四：高層次同理（回饋、分享或補充出背後隱含的意義）
為最高階層，除了瞭解他人的想法以及產生情緒共鳴之外，並能給予回
饋、安撫及適當的溫暖，或是補充當事者未說出，以及背後所隱含的部
分。
層次四：高層次同理

層次一：無同理

層次三：情感層次同理

回 饋 或 補充 隱 含意

層次二：認知層次同理

情感

情感

認 知 （ 表面 ）

認知

認知

無同理

圖2-3-1 本研究界定之同理心發展層次圖
註：後面層次除本身之論點，並包含前面層次所已有的特性或補充其所
欠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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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理心與背景變項之相關研究
（一）同理心性別差異
兒童因性別之於同理心的差異，可從相近議題來看：Goleman（1998）在《工
作 EQ》一書中，將同理心歸於情緒智力中社交能力之一環，且許多相關文獻也指
出，同理心與人際互動息息相關（林筠菁，2006；許永芳，2002；詹志禹，1986；
詹楷伶，2011；鄭小萍，1991；Devito,1995; Egan, 1975 ; Gruhn et al., 2008 ;
Maeda,2003 ; Robert & Strayer, 1996 ; Strayer & Roberts, 2004），因此從學童的人際
互動身上可歸估其同理心發展之端倪，如就 Sharabany、Gershoni 與 Hofman 早在
1981 年，針對同儕互動的研究即發現前青春期階段的學童，女童在同儕相處時的
情感依賴需求較男童高，需要更多情緒上的同理與依賴，使的女童在情緒支持、
情緒同理方面高於男童；而男生在人際互動上，給予同儕偏向具體上的幫助（羅
品欣，2004），如腳踏車壞了，幫同學修腳踏車...等，傾向行動上解決困難的互動
方式。
除了如上述，女童情感的需求與依賴較高外，性別角色社會化，女生往往被
期待比起男生在其他情況下要有更多的同理行為，使女生朝向較體貼、具同理關
懷特質方向前進（Eisenberg, Fabes, Schaller & Miller, 1989；Lemon and Eisenberg,
1987），此外，到兒童期晚期時，女生藉由外在視覺上的線索，去察覺、解讀他
人情緒狀態的能力高過男生（Eisenberg, Fabes, Schaller & Miller, 1989），而對他人
情緒狀態的解讀、覺察的敏感度，亦會影響到同理行為的表現，因此綜合上述，
推估由於女童情感需求較高、性別角色社會化以及女童對外在線索的覺察較敏銳
等因素，推估女童在同理心的測量會高於男童。
而根據上述推論，與有些實徵研究結果相近，如林宛頻（2009）
、許永芳（2002）
分別以國小高年級、四五六年級為研究對象，明確指出女童的同理心發展層次顯
著高於男童。
然而，部分研究也指出同理心在性別方面並無差異，如朱麗葉（2008）、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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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湫（1999）、林筠菁（2006）、鄭小萍（1991）及Litvak-Miller 和 McDougall
（1997）分別以五年級、四六年級、六年級、五年級及二四六年級學童進行同理
心相關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同理心發展不因性別有異；此外，Shapiro亦曾提到男
女孩在同理上無差異，男孩傾向體能或援助類的幫助活動，如幫忙修腳踏車，女
孩則偏向心理上的支援，如安慰難過的人（薛美珍、諶悠文譯，1998）。
綜上所述，由於同理心是個多元的概念，在測量上有的偏重認知層面、有的
偏向情感層面等，抑或測量工具、方法學的不同，性別在同理心上之差異至今仍
無定論，Eisenberg 及 Lennon（1983）便曾提到同理心之於性別差異問題，會牽
涉到研究者所用之測量工具，亦即同理心並無絕對的性別差異，性別差異是測驗
方法不同下所造成的結果，如許多研究使用Feshbach 與 Roe（1968）發展出的「情
感的情境測驗」
，結果變呈現同輩中女孩在情感的同理方面高於男童。而本研究以
性別為自變項，同理心發展為依變項，嘗試以自編之同理心發展層次量表，探討
在本研究中，不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同理心年級（年齡）差異
就上述 Piaget 的認知發展論、Selman（1980）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抑或
Hoffman（1984）的同理心發展層次等，這幾個與同理發發展有關的理論都是隨著
年齡的轉移或增長，在發展階段上會有所轉變。而本研究以國小五、六年級為研
究對象，依據 Piaget 認知發展論，在年齡上已逐漸進入形式運思期階段，另依 Selman
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過程，兒童的角色取替能力亦可能達到第二、三、四階段的
自我反省期、相互期及社會期，最高階段已能跳脫自身立場，縱覽全局。而雖然
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年齡上差異不大，然五、六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上是否
會隨著認知發展或者角色取替能力的逐漸純熟而有所不同？還是高年級學童會皆
屬於同一發展階段，在同理心發展層次不會有差異？抑或對於即將邁進或已身歷
暴風青春期的學童，隨著適應、社會互動等狀況，會有其他的可能？
國內以同理心為研究主題的相關論文並不多，其中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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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且探討到有關同理心在年級（年齡）上之差異的，就屬林清湫（1999）、
林宛頻（2008）與許永芳（2002）三篇。其中林清湫（1999）以四、六年級學童
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六年級學童同理心顯著高於四年級；許永芳（2002）的研
究則指出六年級學童同理心顯著高於四、五年級學童；然而林宛頻（2008）以國
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同理心發展卻無顯著差異。由上可知，
年級（年齡）在同理心發展之實徵研究甚少且結果不一，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五、
六年級這兩年段，其同理心發展之差異情形，應有繼續探討之必要。因此本研究
嘗試以年級（年齡）為自變項，同理心發展為依變項，探討不同年級（年齡）之
國小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是否有顯著上之差異。

第四節 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研究
本節分別針對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研究提出
討論:
一、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研究
（一）依內涵而論
就情緒智力的內涵而論，Salovey 與 Mayer（1990）以及Mayer 與 Salovey
（1997）把同理心視為情緒智力的一個重要元素；Goleman（1998）在《EQII-工
作EQ》一書中，將同理心界定為情緒智力五大架構之一，並視為社交能力的一環，
更指出同理心乃是一種情緒能力，即以情緒智力為基礎，經由學習而來的一種能
力；另Bar-On（2000/2006）將同理心視為情緒智力十個關鍵成分之一，並將同理
心視為情緒智力五大向度中—人際技巧向度裡的一個因素，可見Salovey 與
Mayer 、Bar-On 、Goleman將同理心歸為情緒智力概念中之一環。此外，心理學
家指出高EQ者其除了較能覺察自己的情緒，也較具有感人之所感的同理心，而具
有同理心的人較體貼、喜幫助他人，並做出利他行為（楊俐容，2007）
。綜上可知，
同理心有如情緒的一環，又宛如情緒的橋樑，藉由同理心，協助人們在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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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更深一層的互動。
另從同理心的內涵來探討，潘怡如、李明濱（2004）指出同理的主體是情緒，
伴隨認知的運作；Stotland、Sherman 與 Shaver（1971）認為同理心是一種認知或
符號替代過程，即感受他人的經驗或情緒，而並做出反應，是一種認知與情感的
替代能力；Feshbach（1978/1987）認為同理心除表瞭解他人情緒的能力，還包含
情緒狀態的反應；Eisenberg 與 Miller（1987）視同理心為情感狀況的滋長，除能
覺察對方的情緒狀況，並能感同身受；Albee（1996）認為同理心除瞭解他人的情
感，並進而支持與分享情緒上的感受，且進一步提出兒童早期需要藉由情緒教育
培養學習站在別人的立場來看待事情的能力；Williams（1996）則認為同理心除瞭
解別人情感並與別人產生情感的互動與交流。綜合以上學者對於同理心所界定出
的定義，顯示同理的歷程往往伴隨著情緒狀態的流動與處理，同理與情緒乃是相
互輔助與轉換的密切關連狀態。
而再從同理心與情緒智力的組成成分來看，Hoffman（1984）主張同理心包含
認知、情感與動機（行動）三個元素，而對照本研究情緒智力所界定的意涵：認
識自己、他人的情緒偏認知的部分；自我激勵、回應他人情緒及人際關係的處理
偏動機（行動）的層面，情感是乃是情緒智力中的穿插因子。
綜上所述，不管是從同理心抑或情緒的內涵定義來看，同理心的觀點反映了
情緒的意涵，而情緒亦涵蓋了同理心的概念，彼此似乎有一定程度的關連與互為
影響狀態。
（二）以人際互動為橋樑而論
而儘管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目前少有直接的相關實徵研究，但擴大探討範圍，
在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的議題上，已有許多與人際關係進行探討的實徵研究，茲介
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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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緒智力與人際互動之實徵研究
Salovey 與 Mayer（1990）把情緒智力視為一種「社會智力」，其涵蓋了人際
能力的概念。而就情緒智力與人際互動的實徵研究，陳騏龍（2001）、徐瑟筎
（2004）、陳秀娟（2009）及羅品欣（2004）分別以國小六年級、高年級、中高
年級及四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兒童的情緒智力與人際關係具有正
相關，其中羅品欣（2004）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高情緒智力的學童，相較於低情
緒智力之學童，能有更正向的同儕互動關係，其較能與人合作、表現出利他行為，
也較能信任與尊重同儕，並對同儕產生情感上的依附和認同感；另Saarni於1999年
的研究也提到情緒能力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元素，並影響人際互動的品質（Schutte et
al., 2001）。因此，綜合上述文獻，個體若能適當地掌握自身情緒，加以自我調節、
激勵或轉化，會關係到其人際關係的發展。
2.同理心與人際互動之實徵研究
De Wied, Goudena與Matthys （2005）指出兒童與青少年，通常是男生，有問
題行為者通常在同理技巧上較弱。而就同理心與人際互動的實徵研究，多數的研
究是從同理心有助於人際互動的角度出發，如詹志禹（1986）認為同理心是社會
互動的基礎，是人際行為的重要因素；鄭小萍（1991）認為具有同理心的人較有
動機朝向合作幫助及利他主義等行為，能夠去辨識瞭解，並以溫情的眼光對待他
人，應可以增進人際關係的質與量；林筠菁（2006）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
象，指出同理心可增進學童人際關係；詹楷伶（2011）同理心訓練對提升國小五
年級學童之同理心及改善同儕衝突具有成效；Egan（1975）指出有同理心的人，
較有自信且樂於參與社交活動，能尊重他人談話；Devito（1995）提出同理心是有
助人際效果的五要素之ㄧ；另外Maeda（2003）指出同理心在阻止霸凌行為的發生
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Strayer 與 Roberts（2004）提到加強同理心與利社會行
為有正相關，而與攻擊行為有負相關；又如Hatch 與 Gardner 提出四大人際智力
要素之一—人際聯繫能力—乃指兒童能運用同理心來進行良好的人際互動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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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張美惠譯，1996）。。
另亦有學者反過來從良好的人際互動有助於或能預測同理心的角度出發，如
許永芳（2002）提到高人際關係的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比中、低人際關係的學童
高，並進一步指出當兒童的人際關係越佳，越有能力去同理他人，強調加強學童
人際關係，是提高同理心發展的要素；亦有學者的研究指出人際關係較好的兒童，
通常是較親和、合作且具有同情心的（Hart, Dewolf, Wozeniak, & Burts, 1992；
Parkhurst & Asher, 1992；引自許永芳，2002：60）。此外，Robert 與 Strayer（1996）
的研究結果提到同理心是利社會行為的一個促成因素，當孩童在人際互動時，能
更敏銳的辨識到快樂、難過、害怕等情緒經驗，其會更具有同理心；而Gruhn等人
（2008）以10到87歲的受試者針對同理心進行縱貫性研究，亦指出同理心和正向
的人際互動有相關。
3.情緒智力與同理心之相關探究
綜合上述文獻，不論是從內涵或是實徵研究來探討情緒智力與同理心，都會
和人際互動有密切的關連：就內涵而言，如 Salovey 與 Mayer 、Bar-On 、Goleman
等人皆將同理心歸為情緒智力中的一個重要或相關的元素；就實徵研究來看，如
上述相關文獻之彙整，人際互動常被提及與情緒智力、同理心做相關探究，其宛
如情緒智力與同理心之間的橋樑，透過人際互動，兩者相互牽引在一起。
此外，葉姿伶（2004）當學生的情緒智力改變，除能覺察自我情緒，並學會
適當的表達與抒解情緒，更進一步還能敏銳地認知、同理他人情緒；Goleman（1995）
提到在人際互動時，個體要能適時掌控自己的憤怒、難過、衝動或興奮...等情緒，
才能恰當的洞察與瞭解到別人的情感（引自張美惠譯，1996）
，其中掌控自己的情
緒為情緒智力的一部份，而洞察與瞭解到別人的情感則是同理能力的一環；
Mayer、Salovey 與 Caruso（2004）的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得分較高者，其同理心得
分亦較高；Schutte 等人（2001）提到覺察和了解他人情緒是情緒智力一個重要元
素，當個體有較高的情緒智力應也會有較好的同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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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不論從內涵抑或人際互動的觀點，情緒智力與同理心在某些層面
上有著互相影響與相關的元素存在，因此高 EQ 的人，除較能採多樣化的訊息去推
估他人的情緒狀態，亦較能同理他人，對於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也較有幫助。而
本研究亦將「人際關係的處理」視為情緒智力的一個分層面，根據上述文獻，除
推估此分層面與同理心會有顯著正相關外，亦希望瞭解情緒智力其它分層面，如
「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認
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等，是否與同理心發展亦會有顯著之相關。
鑑此，本研究擬以情緒智力及其分層面與同理心發展進行相關探究。
二、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研究
(一) 依定義、理論內涵而論
從幸福感的名稱、定義來看，雖然目前對於幸福感的相關名稱不少，但定義
不外乎意旨個體對於情緒及生活情況的評估結果，著重點圍繞在情緒與認知上（林
子雯，1996）。而本研究定義幸福感為「幸福感為一種主觀且正向的情緒狀態，
其面向包含人際的支持、自我實現的投入、及整體生活滿意程度，使個體在身體、
心理上皆達到滿意的感受」，幸福的感受本身即為一種情緒狀態，而主觀的認定
即為一種認知的過程，因此，可知幸福感牽涉到認知與情緒層面，另從上述同理
心的定義內涵來看，多數同理心的定義包含認知（知人之所知）及情感（感人之
所感）兩層面，或根據此兩層面內涵再做相關的補充或修正。綜合以上，同理心
與幸福感皆涵蓋認知與情緒（情感）的概念。
就幸福感的內涵而言，不同文化下的族群，對幸福感的認定亦不盡相同。從
東方文化下的哲學思考與仁義道德範疇來尋找關於幸福的意涵，發現中華文化下
的人們，受儒家精神影響深遠，以較積極兼善天下的態度來看到幸福，亦即分享
互惠的群己關係；其與重視個人主義的西方思潮較不同，除了發揚人的良善天性，
並強調推己及人，換言之，大家除了「追求至善」，並期能實現「大同世界」的
真諦。而既然中華文化下的幸福感，偏向從群己關係的角度，來探討幸福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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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乎人際品質在幸福感便是重要的一環。
根據幸福感中的需求滿足理論，Maslow（1970）指出人際當中的愛與隸屬是
人的基本需求滿足之一，此需求關係到幸福的感受，而與本研究幸福感分層面「條
件滿足」意涵相近，此外本研究所界定其它「幸福感」分層面，如「愉快正向」、
「生活滿意」、「社會支持」等亦和愛與隸屬等人際層面愉快、正向與否有所牽
連，而人際互動品質又與同理心有正相關（林筠菁，2006；許永芳，2002；詹楷
伶，2011；詹志禹，1986；Devito, 1995 ; Egan, 1975 ; Gruhn et al., 2008 ; Robert &
Strayer, 1996 ; Strayer & Roberts, 2004等）。綜合上述，從幸福感與同理心的理論
內涵來看，都反應與涵蓋了情緒與認知的概念；另再從中華文化的觀點幸福感的
理論內涵推演至群己人際關係的層面，再回到人際關係的關鍵因素－同理心，本
研究推估幸福感及其分層面與同理心發展會有正相關。
(二) 依人際議題相關實徵研究而論
依同理心與人際互動相關的研究來看，從國內外等相關研究，可知同理心與
社交人際品質息息相關（林筠菁，2006；許永芳，2002；詹志禹，1986；詹楷伶，
2011；鄭小萍，1991；Devito,1995; Egan, 1975 ; Gruhn et al., 2008 ; Maeda,2003 ;
Robert & Strayer, 1996 ; Strayer & Roberts, 2004等）。
綜合以上實徵研究，同理心對於人際互動有重要之影響，而謝雅如（2012）
在進行幸福感的相關研究指出：國小學童最能從人際相處感受到幸福感，再且本
研究界定之其它「幸福感」分層面，如「愉快正向」、「生活滿意」、「社會支
持」、「條件滿足」等皆和人際關係互動品質正向與否有關，因此，從同理心與
人際互動的相關實徵研究而言，本研究推估幸福感與同理心有關連，以實徵調查
研究來驗證之。
(三) 依幸福感與個體正向特質而論
關於幸福感與同理心之相關實徵研究，其中就 Gruhn 等人（2008）以 10 到 87
歲的受試者針對同理心進行縱貫性研究，指出同理心與正向幸福感（如生活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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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的關聯。除此之外，幸福感與同理心等相關研究甚少，而擴大幸福感相關
研究探討範圍，有許多探討幸福感與個體正向特質等相關研究，例如許多學者將
幸福感理論中的需求滿足，來進行探討，結果發現當個體滿足自主與聯繫等需求
時， 會產生較正向的自我（Ryan & Deci, 2000 ; Sato, 2001；引自李清茵，2004：5）
；
另 Brown（1991）以及 Duffy 與 Thomson（1992）發現心理適應、心理成熟與需
求滿足顯著相關，且 Haymes、Green 與 Quinto 早在 1984 年的研究便指出情意發
展、情緒與需求息息相關（引自楊依璇，2009：18）。因此，當幸福感層面之一的
「需求是否滿足」
，除了與個體心理成熟及適應有所關連，也關乎情緒與情意上的
發展，而同理心的表現除了是心理成熟、健康的一種顯現，也是情意、態度的指
標之一。
另就安全依附來看，Maslow的需求層次理論，安全也是基本需求之一，Erwin
在1993年曾指出安全依附的兒童較具較具社會傾向和同理心，表現出更多的友善
與合作（許永芳，2002）；而Mussen 和 Eisernberg-Berg於1977年推論，當兒童有
較多的信任與安全感時，較不會只關注自身需求的獲得，對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會
有較多的反應（呂素幸，1995），因此本研究推論當兒童基本安全的需求是否具
備，會影響到同理心發展。
綜合上述，本研究推測當學童的幸福感內涵中之「條件需求」—即生理以及
心理需求—獲得滿足時，對於同理心發展層次應有所助益，對個體心理成熟與適
應亦會有所關連。而其他的幸福感中之變項，如「學習投入」、「愉快正向」、
「生活滿意」與「同理心」同屬於正向特質的一環，亦是正向行為的顯現，因而
本研究亦推論幸福感及其它分層面變項應與同理心發展有所關聯與助益，嘗試以
實徵調查研究驗證之。
(四) 依幸福感與其他相關研究而論
目前關於幸福感的相關研究相當多元，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研究對象的，有
關於學童氣質、情緒智力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何名娟，2004）、有進行單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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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親子互動、社會支持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吳月霞，2005）、有針對學童人格
特質、人際關係與幸福感的相關研究（林砡琝，2008）、亦有師生關係、幸福感
與身心健康的相關研究（洪莉惠，2010）......等。
綜合以上實徵研究，可以見到幸福感議題，於當今正向心理學蓬勃發展之際
與著重兒童人權的少子化時代，所受到的重視與影響，然而在各界關乎學童幸福
感、快樂指數之際，近年來霸凌議題卻不斷浮上台面，而Maeda（2003）以國小五、
六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指出：霸凌者以及霸凌促擁者通常同理心較低，且研究
亦指出學童是否主動加入霸凌行為的一個清楚差異點即是—同理心；另缺乏同理
之議題亦常被用於暴力、人格違常等相關研究上（潘怡如、李明濱，2004：389)。
而反觀國內尚無探討關注學童幸福與否之餘，探討其同理心的發展層次為何之相
關研究，因而本研究嘗試以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進行相關研
究，並探討幸福感對於同理心之預測情形，期能瞭解在幸福感與幸福感其它分層
面差異下的學童，同理心發展之情況為何。
三、國內同理心發展與其它議題之相關研究
（一）同理心訓練與培養之相關研究
目前探討國小學童同理心發展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多數研究者著手於實
務層面上，培養同理心的教學與輔導活動設計，探討培養或影響同理心之相關方
案：如王雅君（1998）以國小三十名四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探討讀書治療團體
對兒童同理心之輔導效果；林筠菁（2006）運用故事教學活動，進行發展高年級
學童同理心之行動研究；朱麗葉（2008）以國小三十二位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研究探索教育活動對國小學童同理心發展影響；張曉玲（2004）探究運用繪本教
學對國小中年級學童同理心發展之影響；張益瑞（2012）探討數位影片案例教學
對國小六年級學童同理心影響之研究；黃輝文（2007）則是探討道德敘事教學對
國小六年級學生助人同理心的影響。
或是直接探討同理心訓練之相關研究：如唐育瑜（2001）探討同理心團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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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對國小五年級父母離異兒童人際關係之立即性與持續性輔導效果；詹楷伶
（2011）同理心訓練對改善國小五年級學童同儕衝突之成效；鄭小萍（1991）對
國小五年級學童進行同理心訓練方案，探討其對同理心與人際關係的影響。
上述研究多從實務上教學與輔導活動設計，探討對同理心的培養與影響或是
直接進行同理心訓練的相關研究。
（二）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之相關研究
以上著手在實務層面上，同理心訓練或教學與輔導活動設計，以提升同理心
之方案等研究，在教育現場培養同理心方面多有貢獻，而除此之外亦有學者從理
論文獻、日常生活找尋與國小學童切身相關的議題，與同理心進行相關或相互影
響之探究，如林清湫（1999）探討國小四、六年級學童同理心與利社會行為之關
係；林宛頻（2009）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電腦網路使用行為與同理心發展之關係；
許永芳（2002）以四、五、六年級學童為取樣範圍，探討父母管教方式、教師權
力類型及人際關係與同理心發展之關係。
綜合上述，大多數關於國小學童同理心發展的研究，多是從實務訓練或教學
輔導活動設計方向出發，然而在著手其他相關與影響變項與同理心進行探討的，
為數尚且不多（如：林清湫，1999；林宛頻，2009；許永芳，2002等），而研究者
認為在培養同理心或進行同理心訓練課程之際，若能考量其他日常生活與同理心
有關的變項或可能的影響因子，在日常輔導或進行學童同理心的培養與發展，抑
或同理心教學活動設計上，能更有助益。因此，本研究考量現今少子化的社會趨
勢，霸凌新聞層出不窮的教育現場，品德教育日益受到重視的政策方針下，情緒
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在現今都是受到關注的議題，而綜合前面所述，不管是情
緒智力抑或幸福感，同理心似乎皆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有時是直接影響，有時
是透過人際關係或是情緒意涵與概念進而牽連在一起，因此研究者整合上述情緒
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相關文獻，試著探究情緒智力、幸福感對學童同理心發展
有何相關與影響？是幫助抑或阻礙？因此，本研究以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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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探討，希望能藉此增加以同理心議題之實徵研究資料，並期能提供從事
國小學童相關教育輔導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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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來蒐集資料進行統計分析。本章
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及資料處理分別逐節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分析與整理，形成研究架構，研究變項有學生背
景變項、情緒智力變項、幸福感變項與同理心發展變項，整體研究架構如圖3-1-1：

B
學生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級

情緒智力
一、自我情緒智力
1.認識自己的情緒
2.表達自己的情緒
3.管理自己的情緒
4.自我激勵
二、人際情緒智力
5.認識他人的情緒
6.回應他人的情緒
7.人際關係的處理

同理心發展
1. 層次一
2. 層次二
3. 層次三
4. 層次四

C
A

D
B
B

幸福感
1.社會支持
2.愉快正向
3.生活滿意
4.學習投入
5.條件滿足
AAa AAA
A

C

A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註：A：現況分析；B：差異比較；C：相關分析；D：回歸分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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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一百學年度桃園縣國小五、六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施測樣本如下：
一、研究樣本
依據研究範圍，本研究正式施測以桃園縣公立國民小學五、六年級普通班學
童為母群體，不含特殊班級的學生，採二階段抽樣方法，第一階段採立意抽樣，
先針對桃園縣內十三個鄉鎮市，選取出八個鄉鎮市，再針對選出的鄉鎮市各選一
所學校，其中桃園市及中壢市為主要行政區，加選到三所學校；第二階段採叢集
抽樣，被選取學校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五、六年級各一班進行施測，共計12
所學校。研究者共計發出635份問卷，正式施測問卷之回收計608份，回收率為
95.75%。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先逐一檢視受試者作答的情形，刪除有作答不完整、
明顯反應心向，以及作答一致、規則性者，其餘列為有效問卷，共計有效問卷521
份，可用率85.69%，施測學校之有效樣本數分布如表3-2-1。
表3-2-1
正式施測有效樣本數

行政區

學校名稱

桃園市

同德國小
文山國小
會稽國小
林森國小
內定國小
元生國小
百吉國小
社子國小
外社國小
大園國小
迴龍國小
高義國小
合計

中壢市

大溪鎮
新屋鄉
蘆竹鄉
大園鄉
龜山鄉
復興鄉

六年級
男
女
14
16
13
10
12
13
16
14
11
14
15
17
7
7
7
11
8
8
14
13
14
11
2
5
133
139
54

五年級
男
女
14
10
9
9
14
13
13
12
16
11
18
11
4
4
11
6
9
5
14
14
11
10
5
6
138
111

合計
54
41
52
55
52
61
22
35
30
55
46
18
521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名稱命名為「生活狀況調查問卷」，包含四部分：
第一部分填答「基本資料」；第二部分為「同理心發展量表(生活經驗調查)」；第
三部分為「情緒智力量表(我的心情點滴)」；第四部分為「幸福感量表」。
一、基本資料
此調查表由研究者自編，目的是蒐集受試者個人背景資料，項目如下：
（一）學校。
（二）性別：分為男生與女生二類。
（三）年級：分為五年級與六年級二類。
背景資料調查的部分，除學校名稱是自行填寫，其與採取勾選的方式，每一
題都只能勾一個選項。
二、同理心發展量表
此量表為研究者自編，編製過程，茲說明如下：
（一）量表的理論依據與內涵、架構
自編問卷的同理心發展階層根據 Hoffman（1987）同理心發展層次與Gazda
等人（2005）的同理心評定量尺為理論基礎，而考量到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
期界定出之層次能貼近國小學童身心發展情況，因而再整合Piaget兒童認知發展、
Selman角色取替能力等相關理論以及實務現場教學觀察心得，界定本研究的同理
心發展為四階層，整合歸納如下：
1. 層次一：無同理（漠不關心或不當的反應）
對於他人的情況，無顯著同理反應或感受，冷漠以待，或是沒考慮到他人會
有和自己不一致的認知，反應內容不顯著或是不適當。
2. 層次二：認知層次同理（針對問題表面的直接覺察或機械式的應對）
已能考慮他人會有自己的思考與認知，然而仍只限於問題表面內容的覺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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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的應對，近於「知人之所知」。
3. 層次三：情感層次同理（除了問題內容、認知方面的覺察，尚能關注到當事人
的情感層面）
除了「知人之所知」，還加上「感人之所感」的情緒部分，即能關注到事件
對當事人情感、情緒方面的影響。
4. 層次四：高層次同理（回饋、分享或補充背後隱藏的意義）
為最高階層，除了瞭解他人言語內容、想法以及產生情緒共鳴之外，並
能給予回饋、安撫及適當的溫暖，或是補充當者未說出，以及背後所隱含的
部分。
（二）計分方式
同理心發展量表，是採取勾選的方式，學生每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每題均
有四個選項，四個選項分別代表同理心層次一、二、三、四（由低至高），分別
給予1、2、3、4分。若為反向題，則其四個選項分別代表同理心層次四、三、二、
一（由高至低），分別給予4、3、2、1 分。
（三）編擬預試量表
同理心量表根據上述的理論依據與實務現場觀察，建構出同理心發展的四階
層：「無同理」、「認知層次同理」、「情感層次同理」與「高層次同理」，依
據上述同理心發展四階層，並參考林宛頻（2008）「生活情況調查問卷」（同理
心發展調查問卷）、劉中夫（2006）「同理心量表」及Gazda等人（2005）「同理
心量表」，據此編制國小高年級學童同理心發展量表，其中預試量表以3、8題為
反向題，因考量「同理心發展」此詞彙較敏感，易產生誘答現象，因將「同理心
發展調查」，更名為「生活經驗調查」。問卷初步研擬後，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
部分試題，完成預試問卷共計30題，詳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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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預試
預試量表確定後，研究者以桃園縣會稽、百吉、大園、三坑國小的五、六年
級各一班的學童作為預試樣本。整個預試過程共發出188張問卷，回收183張問卷，
回收率為97.34﹪。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先逐一檢查學生的作答情形，凡是作答不
完整、有明顯反應心向者或規則性作答者皆視為廢卷，其餘列入有效問卷，總計
有效問卷為172 份，可用率約94﹪，預試樣本回收統計如表3-3-1所示：
表3-3-1
預試樣本回收統計
學校

年級

發放份數

回收份數

可用份數

會稽

五
六
五
六
五
六
五
六

27
29
14
20
21
15
31
31

27
29
12
20
19
15
30
31

27
29
11
19
17
8
30
31

188

183

172

百吉
三坑
大園
總計

（五）正式量表的編製
預試量表回收後，進行量表試題的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考驗問卷之鑑別度
與信度，以偏態係數、CR值、項目與總分之相關及因素負荷量，共四項標準作為
正式問卷題目篩選之依據，項目分析結果一覽表詳如附錄二。依據分析結果刪除
不適當的題目，經與指導教授討論後，重編題號，形成正式量表，分析過程說明
如下：
1.項目分析
(1) 平均值的偏離檢驗法
本問卷分析先進行平均值的偏離檢驗法，利用偏態係數來協助判斷，根據邱
皓政（2010）《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一書，偏態係數值若接近正負1，有偏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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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以偏態係數正負0.7為標準，刪除偏態係數大於正負0.7的題
目，刪除題目計有2、15、19、22、29、30等六題。
(2) 內部一致性效標法
使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來進行項目分析，首先計算每位受試者在同理心發展
量表得分之總和，並選取該量表測驗總分最高與最低百分之二十七，作為高分組
與低分組的界限，比較結果高分組與低分組在各題平均數上的差異是否達到顯著
水準。根據邱皓政（2010）的說法，在測驗編製的內涵中，CR（決斷值）是一種
適用於情意測驗的鑑別度指標，據此可判斷出各試題能夠測到其所欲測量特質的
程度，一般而言，在擇題標準上，CR 值約大於3.0即表示有良好的鑑別度，然而
因考量題數太多會影響到國小學童答題意願，擇題標準將CR值提高到到6.0以上，
刪除題目計有2、6、9、11、19、22等六題。
(3) 題目總分相關法
另外，以SPSS for Windows來計算題目總分相關法，此係將題目與其他題目加
總後的總分，求兩者的簡單積差相關係數，依據邱皓政（2010）的觀點，其值達
0.3以上者即可被接受，而同樣考量題數與學童答題意願品質，將相關係數值的擇
題標準提高到0.5以上，刪除題目計有2、9、11、17及22等五題。
(4) 因素負荷量判斷法
最後，採用因素負荷量判斷法，使用主軸萃取法，檢驗因素負荷量之高低，
判斷個別題目測量到同理心構念內容的程度，根據邱皓政（2010）因素負荷值達.55
以上為好的標準，而同樣考量題數與學童答題意願品質，本研究以因素負荷值.50
為標準，刪除因素負荷值低於.50的題目，計有9、11、17及22等四題。
依上述偏態係數、CR值、題目與總分之相關及因素負荷量四項評鑑標準，共
刪除十題試題，計有2、6、9、11、15、17、19、22、29及30十題。
綜合上述，原本在同理心發展量表預試問卷有30題，經過項目分析與信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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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後，共刪除10題，剩下20題。研究者再將剩下的20題重編題號，形成正式問
卷，正試問卷詳如附錄三。
2.正試量表信度、效度分析
(1) 信度分析
本量表以Cronbach α係數作為驗證量表內部一致性的依據，經項目分析刪除未
達評鑑標準之十題試題後，同理心發展量表的Cronbach α係數為.93，顯示本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尚佳。另間隔三週後，研究者根據預試樣本，選取以大園國小五年級
一班及百吉國小五、六年級各一班學童為受試者，有效樣本為52人，進行重測信
度檢定，重測信度之有效樣本如表3-3-2結果顯示：總量表的重測信度為.64，達.001
顯著水準，顯示本量表的穩定性尚可。
表3-3-2
重測信度檢定之有效樣本
學校

年級

有效樣本

大園
百吉

五
五

28
10

百吉
總計

六

14
52

(2) 效度分析
而效度方面，使用主軸萃取法，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個題因素負荷量介
於.53~.77之間，取樣適切性檢定KMO值為.93，同理心因素解釋總變異量為39.44
％。
三、情緒智力量表
（一）量表的理論依據與架構、內涵
情緒智力研究工具經原編修者同意，採用羅品欣（2004）「國小學童情緒智
力量表」，共計35題，分為「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兩大層面，「自
我情緒智力」包含「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理自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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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自我激勵」四個分量表；「人際情緒智力」包含「認識他人的情緒」、
「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理」三個分量表，共計七個分量表。每個
分量表包含五題，各分量表題目在本研究情緒智力正式分量表中的分佈為：自我
情緒智力中的「認識自己的情緒」包含第1、8、15、22、29題；「表達自己的情
緒」包含第2、9、16、23、30題；「管理自己的情緒」包含第3、10、17、24、31
題；「自我激勵」包含第4、11、18、25、32題；而人際情緒智力中之「認識他人
的情緒」包含第5、12、19、26、33題；「回應他人的情緒」包含第6、13、20、
27、34；「人際關係的處理」包含第7、14、21、28、35題。
（二）計分方式
每個分量表有五個題目，全部皆為正向題。計分上採用Likert五點量尺來計
分，每個題目有五個選項，分別為「總是這樣」、「經常這樣」、「有時這樣」、
「很少這樣」、「從未這樣」，計分時依序給予5、4、3、2、1分，受試者在各分
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在該項能力的表現越好。
（三）量表信、效度
1.量表信度
量表的信度方面，總量表的Cronbach α係數為.95，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係數
為.73~.83，顯示其內部一致性尚佳。此外，總量表重測信度為.84，各分量表的重
測信為.63~.80，穩定性亦尚佳。
2.量表效度
而量表效度方面，以「管理自己的情緒」與「人際關係的處理」兩項內涵，
由級任導師評分與學生自陳求相關，進行效標關連效度的檢驗，結果顯示：在「管
理自己的情緒」方面，有.18的相關，達.05顯著水準；而在「人際關係」方面，有.32
的相關，達.001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本量表具有不錯的效標關連效度。另在驗證性
因素分析上，以LISREL8.53版，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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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2517.18（p

＜.01），並以「整體模型適配度」來驗證量表的建構效度，其中絕對適配度中GFI
= .98、SRMR = .04、RMSEA = .05，增值適配度中NFI = .98、NNFI = .98、CFI = .98，
精簡適配度中PNFI = .88、PGFI = .76，量表整體模式適配度的八個指標均達到可
接受的標準，情緒智力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度。
四、幸福感量表
（一）量表的理論依據與架構、內涵
情緒智力研究工具經原編修者同意，採用洪莉惠（2010）「國小學童幸福感
量表」，共計20題。其將幸福感界定在「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
意」、「學習投入」及「條件滿足」五個層面，以上述五層面來評估幸福感之高
低，而各層面分別代表不同意義與內涵：「社會支持」指學童感受到周圍重要他
人對其關注與支持的程度；「愉快正向」指學童對人事物的樂觀態度與知覺到的
正向感受；「生活滿意」：指學童對生活感到有意義及滿意；「學習投入」：指
學童對於學習事物的熱忱與投入情況；「條件滿足」指學童在身裡及心理上所獲
得的滿足。
每個層面包含四題，試題在本研究幸福感正式分量表中的分佈為：「社會支
持」包含第1、6、11、16題；「愉快正向」包含第2、7、12、17題；「生活滿意」
包含第3、8、14、18題；「學習投入」包含第4、9、13、19題；「條件滿足」包
含第5、10、15、20題。
（二）計分方式
幸福感量表採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填答方式分「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來計分，計分方式依序為5、4、3、
2、1，全部皆為正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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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表信、效度
1.量表信度
其信度採用Cronbach α係數，總量表Cronbach α值為.94，各分量表Cronbach α
值介於.73~.86之間，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另重測信度部分，總量表重測
係數為.83，各分量表為.69~.81之間，量表具穩定性。
2.量表效度
在效度方面，以主成成分分析法，採最大變異法進行轉軸，萃取出五個因素，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之因素負荷量介於.31~.81；總量表取樣適切性檢定KMO
值為.96，各分量表KMO值介於.75~.83之間；五因素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65.39%，
各分層面之解釋變異量介於55.33%~71.13%之間，具備良好之建構效度。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分述如下：
一、進行論文評閱，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先廣泛閱讀國內、外正向心理學的相關資料，依據研究者本身興趣與
國小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選出同理心發展、情緒智力、幸福感等數個變項，再
與指導教授進行討論，而後確定研究主題為「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
與同理心發展之探究」。
二、蒐集文獻並探討文獻內涵，擬定研究架構
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後，研究者繼續蒐集與同理心、情緒智力、幸福感等相關
期刊、論文、書籍等文獻資料，並將文獻內涵整理、研討，並與指導教授討論，
確定研究架構與理論發展內涵。
三、擬訂論文計畫
根據文獻探討與整理分析的結果，根據研究者所決定的研究架構，擬訂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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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撰寫論文的前三章。
四、測量工具的選擇及量表預試
（一）選擇研究工具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進行研究工具之評估與選擇，其中「國小學
童情緒智力量表」採羅品欣（2004）所編修，而「國小學童幸福感量表」為洪莉
惠（2010）所編修，經由原編製者的信度、效度檢定，顯示該量表的信、效度尚
佳，加以考量其情緒智力、幸福感理論及量表所測的內涵合乎本研究主題與研究
對象，故適合沿用之。於是與編修者取得聯繫，徵求編修者的同意，取得問卷授
權同意書，發展本研究問卷的初稿。
（二）編製研究工具
而在「國小學童同理心發展量表」的部分，係由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與研究
對象所需而自編。在「國小學童同理心發展量表」的編擬上，研究者乃先閱讀相
關的文獻與量表，經詳讀與彙整後形成初步的同理心發展層次架構，之後再與指
導教授討論，編制完成同理心發展預試量表，並選取桃園縣四所學校，共八個班
的國小五、六年級的學童進行預試，而後進行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
五、形成正式量表，聯繫樣本學校
研究者根據預試結果進行統計分析，依據分析結果形成同理心發展正式量表。
本研究以桃園縣為研究範圍，並以就讀於國小五、六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
取樣時先以立意抽樣法抽取出八個行政區，接著從選取的行政區選擇受測一或三
個學校，抽樣共計十二所學校，再以叢集抽樣法從這十二所學校分別抽取五、六
年級各一班級進行量表施測。
六、施測量表
以親自遞交及郵局寄送方式進行量表施測，並以電話聯繫問卷填答狀況，學
童填答完「基本資料」後，先進行「同理心發展量表（生活經驗調查）」，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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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情緒智力量表（我的心情點滴）」，最後為「幸福感量表」，每份問卷施
測時間約為20~25分鐘。
七、資料處理與分析
問卷回收之後，將調查所得之資料以SPSS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
分析。
八、論文撰寫與潤飾
經由統計軟體將所得資料，根據文獻分析的結果進行統整、探討，進而將所
得結果加以闡釋、分析，提出本研究建議與結論，並請指導教授審閱、校正及潤
飾文句，使論文更加流暢，以完成初稿。
九、論文口試、修稿與完成
進行論文的口試，根據口試委員的審核意見，進一步修改文稿完成本研究論
文。

第五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處理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進行資料整理
與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描述統計
依受試者在生活狀況調查問卷的填答結果，採用描述統計，求其平均數、標
準差，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下在「情緒智力」、「幸福感」及「同理心發展」的
現況。
二、獨立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 檢定，考驗不同「性別」、「年級」的國小高年級學童，
在「情緒智力」、「幸福感」及「同理心發展」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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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earson 積差相關
以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檢測「情緒智力」與「同理心發展」；「幸福感」與
「同理心發展」彼此之間的關連情況。
四、迴歸分析
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探討「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理心發展」的聯
合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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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乃依據研究目的，以受試者所填答的資料進行分析，並據此彙整出研究
結果。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的國小高
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差異情形；第二節旨在探討國小
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情形；第三節則探討國小高年
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力。

第一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
發展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背景變項包含性別與年級，此以性別、年級為為自變項，情緒智力、
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為依變項，採 t 考驗探討不同性別與年級的國小學童其情緒
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上是否有性別、年級上的差異，據此考驗研究假設一。
一、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上的差異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上的差
異，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和 t 考驗，分析學童在這三個量表與分層面量表的結果。
（一）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
由表4-1-1結果可得知：以「整體情緒智力」而言，男、女童在「整體情緒智
力」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2.91，p < .01），表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
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上有顯著差異，其中女童在「整體情緒智力」上的得分
顯著高於男童得分，顯示女童的「整體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童。
以「自我情緒智力」而言，男、女童在「自我情緒智力」上，t 考驗統計達顯
著水準（t = -2.20，p < .05），表示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自我情緒智力」
上有顯著差異，其中女童在「自我情緒智力」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童得分，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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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童的「自我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童。
而以「人際情緒智力」而言，男、女童在「人際情緒智力」上，t 考驗統計亦
達顯著水準（t = -3.45，p < .01），表示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人際情緒
智力」上有顯著差異，女童在「人際情緒智力」上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童得分，顯
示女童的「人際情緒智力」顯著高於男童。
然而，在分量表「自我情緒智力」中的「管理自己的情緒」以及「自我激勵」
t 考驗統計未達顯著水準，且分量表「人際情緒智力」中的「人際關係的處理」t 考
驗統計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男、女學童在「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
以及「人際關係的處理」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4-1-1
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男童（N = 271）

女童（N = 250）

t值

M

SD

M

SD

認識自己的情緒

3.80

.83

3.97

.78

-2.31*

表達自己的情緒

3.39

.83

3.64

.85

-3.42**

管理自己的情緒

3.40

.84

3.51

.77

-1.44

自我激勵

3.57

.90

3.58

.85

-.15

自我情緒智力

3.54

.71

3.67

.66

-2.20*

認識他人的情緒

3.70

.93

3.94

.83

-3.01**

回應他人的情緒

3.61

.89

3.96

.76

-4.86**

人際關係的處理

3.49

.88

3.58

.78

-1.23

人際情緒智力

3.60

.78

3.82

.70

-3.45**

整體情緒智力

3.57

.71

3.74

.64

-2.91**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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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幸福感上的差異
由表4-1-2結果可得知：以幸福感而言，男、女童在「幸福感」上，t 考驗統
計均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高年級之男、女學童在「整體幸福感」及各分層面
「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滿足」皆
未達顯著差異。
表4-1-2
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幸福感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男童（N = 271）

女童（N = 250）

t 值

M

SD

M

SD

社會支持

3.68

.84

3.70

.88

-.25

愉快正向

3.76

.91

3.76

.88

-.02

生活滿意

3.96

.92

3.94

.94

.28

學習投入

3.78

.85

3.72

.84

.66

條件滿足

3.43

.95

3.57

.94

-1.66

整體幸福感

3.72

.76

3.73

.77

-.26

* p < .05

** p < .01

（三）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上的差異
由表4-1-3結果可得知：以同理心發展而言，男、女童的 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
準（t = -3.44，p < .01），表示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上有
顯著差異，其中女童在「同理心發展」的得分顯著高於男童得分，顯示女童的「同
理心發展」層次顯著高於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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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不同性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同理心發展平均數、標準差及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同理心發展
*p < .05

男童（N = 271）

女童（N = 250）

M

SD

M

SD

2.65

.67

2.84

.56

t值

-3.44**

** p < .01

二、不同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上的差異
為瞭解不同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同理心發展、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上的差
異，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和 t 考驗，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這三個量表與分層面量
表的結果。
（一）不同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
由表4-1-4結果可得知：以「整體情緒智力」而言，五、六年級學童在「整體
情緒智力」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3.17，p < .01），表示不同年級之國小
高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五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
力」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得分，顯示五年級學童的「整體情緒智力」顯
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以「自我情緒智力」而言，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自我情緒智力」上，t 考
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2.79，p < .01），表示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在「自我情緒智
力」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五年級在「自我情緒智力」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六年級得
分，顯示五年級學童的「自我情緒智力」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而以「人際情緒智力」而言，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人際情緒智力」上，t 考
驗統計亦達顯著水準（t = 3.28，p < .01），表示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在「人際情緒
智力」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五年級學童在「人際情緒智力」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六
年級學童得分，顯示五年級學童的「人際情緒智力」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然而，在分量表「自我情緒智力」中的「認識自己的情緒」以及「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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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t 考驗統計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五、六年級學童在「認識自己的情緒」
以及「表達自己的情緒」上未有顯著差異。
表4-1-4
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其情緒智力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五年級（N = 249）

六年級（N = 272）

t 值

M

SD

M

SD

認識自己的情緒

3.92

.76

3.84

.85

1.12

表達自己的情緒

3.56

.83

3.47

.87

1.23

管理自己的情緒

3.53

.79

3.38

.82

2.10*

自我激勵

3.76

.84

3.41

.87

4.67**

自我情緒智力

3.69

.67

3.53

.70

2.79**

認識他人的情緒

3.90

.83

3.74

.93

2.05*

回應他人的情緒

3.88

.79

3.69

.89

2.50*

人際關係的處理

3.68

.76

3.39

.87

4.12**

人際情緒智力

3.82

.69

3.61

.79

3.28**

整體情緒智力

3.75

.64

3.56

.70

3.17 **

* p < .05

** p < .01

（二）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在幸福感上的差異
由表4-1-5結果可得知：以幸福感而言，五、六年級學童在「整體幸福感」及
各分層面「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
滿足」，t 考驗統計均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幸福感」與各分
層面上均有顯著差異。
以「整體幸福感」而言，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3.10，p < .01），顯示在
「整體幸福感」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以幸福感分層面而言，在
「社會支持」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3.12，p < .01），顯示在「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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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愉快正向」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
（t = 2.10，p < .05），顯示在「愉快正向」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在「生活滿意」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2.54，p < .05），顯示在「生活滿
意」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在「學習投入」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
水準（t = 2.66，p < .01），顯示在「學習投入」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
童；在「條件滿足」上，t 考驗統計達顯著水準（t = 2.77，p < .01），顯示在「條
件滿足」上，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表4-1-5
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其幸福感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五年級（N = 249）

六年級（N = 272）

t 值

M

SD

M

SD

社會支持

3.81

.83

3.57

.87

3.12**

愉快正向

3.84

.82

3.68

.95

2.10*

生活滿意

4.05

.84

3.85

.99

2.54*

學習投入

3.85

.82

3.65

.86

2.66**

條件滿足

3.61

.93

3.38

.95

2.77**

整體幸福感

3.83

.72

3.63

.79

3.10**

* p < .05

** p < .01

（三）不同年級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上的差異
由表4-1-6結果可得知：以同理心發展而言，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 t 考驗統
計達顯著水準（t = 3.38，p < .01），表示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上
有顯著差異，五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的得分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得分，顯
示五年級童的「同理心發展」層次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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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不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其同理心發展平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摘要表
層面名稱

同理心發展
* p < .05

五年級（N = 249）

六年級（N = 272）

M

SD

M

SD

2.84

.61

2.65

.63

t 值

3.38**

** p < .01

第二節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分析
本節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對象，探討其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
關情形，採 Pearson 積差相關作分析，結果如下:
一、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之積差相關分析
此部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將「整體情緒智
力」與分層面中的「自我情緒智力」，包含「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
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四個分變項及分層面中之「人際情
緒智力」包含「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
三個分變項，與「同理心發展」進行相關分析。
由表4-2-1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童「整體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達顯著
低度正相關（r =.30；p < .01）。
以「自我情緒智力」而言，「自我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呈現顯著
低度正相關，相關係數為.29，其各分層面之間，亦呈現顯著低度正相關，相關係
數介於.14~.32，其中以「自我激勵」層面與「同理心發展」層面的相關最高（r =.32，
p < .01）
，
「認識自己的情緒」層面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最最低（r =.14，p < .01）。
而以「人際情緒智力」而言，「人際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亦呈現
顯著低度正相關，相關係數為.28，其各分層面之間，也呈現顯著低度正相關，相
關係數介於.19~.29，其中以「人際關係的處理」層面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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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r =.29，p < .01），「認識他人的情緒」層面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為最低
（r =.19，p < .01）。
綜上所述，國小高年級情緒智力得分愈高，則同理心發展的得分亦愈高，二
者之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即當學童情緒智力越高，同理心發展層次則越高。
表4-2-1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矩陣表(N＝521)

* p＜.05

層面名稱

同理心發展

認識自己的情緒

.14**

表達自己的情緒

.24**

管理自己的情緒

.27**

自我激勵

.32**

自我情緒智力

.29**

認識他人的情緒

.19**

回應他人的情緒

.27**

人際關係的處理

.29**

人際情緒智力

.28**

整體情緒智力

.30**

** p＜.01

二、國小高年級學童幸福感與同理發展之積差相關分析
此部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幸福感與同理發展之相關，將「整體幸福感」及
其分層面「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條件
滿足」五個分變項與「同理心發展」，進行相關分析。
由表4-2-2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童「整體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達顯著低
度正相關（r = .25，p < .01）；幸福感各層面中之間與「同理心發展」，大多亦呈
現顯著低度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22~.28，其中以幸福感之「條件滿足」層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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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最高（r = .28，p < .01）。然而幸福感中之「社會支持」層
面與「同理心發展」，若以p < .01為標準，則未達顯著相關，而以p < .05達顯著相
關，然r =.10，依據邱皓政（2010）的說法：相關係數值.10以下，表相關程度微弱
或無相關，達顯著水準，雖具統計意義，但實務意義低。
綜上所述，國小高年級學童幸福感得分愈高，則同理心發展得分亦愈高，二
者之間呈顯著低度正相關，即當學童幸福感越高，同理心發展層次則越高。
表4-2-2
國小高年級學童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矩陣表(N = 521)

* p < .05

層面名稱

同理心發展

社會支持

.10 *

愉快正向

.22**

生活滿意

.23**

學習投入

.24**

條件滿足

.28**

整理幸福感

.25**

** p < .01

第三節 國小高年級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回歸分析
為瞭解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影響，故以情緒智力（認
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認識他人的情緒、
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幸福感（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
學習投入、條件滿足）為預測變項，同理心發展為效標變項，採同時投入自變項
法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探討情緒智力中之「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
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
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以及幸福感中之 「社會支持」、「愉快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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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學習投入」、「條件滿足」對「同理心發展」之影響與預測情
況。
一、共線性診斷
共線性問題是影響多元回歸分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根據「共線性診斷」
檢驗自變項間的相關程度是否過高，避免變項間彼此影響、混淆（邱皓政，2010）。
因此研究者透過「容忍值」、「變異數膨脹因素」（VIF）、「特徵值」（λ）、
「條件指數」（CI值）四個指標來針對個別預測變項與整體迴歸模進行診斷，表
4-3-1為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之共線
性診斷摘要表。
以個別預測變項而言，「容忍值」越大越好，而「VIF」值越小越好，從表4-3-1
可知，預測變項的容忍值介於.44~.69之間，其值尚可接受。而就整體回歸模式來
看，採用「特徵值」（λ）和「條件指數」（CI）來評斷，其中CI值越高時，表示
共線性嚴重。根據Belsley、Kuh 與Welsch（1980）的觀點來看，CI值低於30，表
示共線性問題緩和；介於30~100之間，表具有中度至高度共線性；若高於100 則
顯示回歸模式有嚴重之共線性問題（引自邱皓政，2010：11-8）。根據表4-3-1，
本研究的CI值介於10.40~18.25，共線性診斷結果尚可接受。
表4-3-1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之共線性診斷
個別預測變項
層面名稱

整體回歸模式

容忍值

變異數膨脹因

特徵值（λ）

條件指數（CI）

（允差）

素（VIF）

自我激勵

.54

1.85

.05

10.40

條件滿足

.69

1.46

.03

12.91

社會支持

.52

1.93

.03

13.61

人際關係的處理

.44

2.27

.02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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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表4-3-2為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摘要
表，以情緒智力中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
「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及人際情緒智力裡的「認識他人的情緒」、
「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共七個層面，以及幸福感中的「社會
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條件滿足」五層面，
對「同理心發展」進行多元逐步迴歸，進入迴歸方程式變項共有十二個，分析結
果具有顯著預測力的變項有四個，依序為「自我激勵」、「條件滿足」、「社會
支持」與「人際關係的處理」，其與「同理心發展」依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為.41，
決定係數為.17，最後迴規模式整體性考驗的 F 值為26.66（p < .001），此四個自
變項可以解釋國小學童同理心發展總變異量為17%，就個別變項而言，以「自我激
勵」的預測力最大，解釋變異量為10%，其餘變項為「條件滿足」的3%，「人際
關係的處理」的2.3%，「社會支持」的1.9%。
從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來看，有三個變項為正值，分別是「自我激勵」、「條
件滿足」與「人際關係的處理」，其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依序為.18、.27與.23，
顯示此三個變項對同理心發展有正面影響，亦即「自我激勵」、「條件滿足」與
「人際關係的處理」程度愈高，其「同理心發展」層次愈高；然而，「社會支持」
其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為負值，其值為 -.26，表是此變項對同理心發展呈現負面影
響，亦即「社會支持」程度愈高，其「同理心發展」層次愈低。
最後得到的方程式，包括四個自變項：同理心發展 ＝ .13X自我激勵 ＋ .18X
條件滿足 － .19 X社會支持 ＋ .17X人際關係的處理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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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之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投入變項順

多元相關

決定係數

序

（R）

1.自我激勵

.32

.10

.10

57.20***

.18

.13

2.條件滿足

.36

.14

.03

17.66***

.27

.18

3.社會支持

.38

.15

.019

11.43**

-.26

-.19

.41

.17

.023

14.60***

.23

.17

（

）

增機解釋
量（△

淨F值

標準化迴

B

歸係數β

）

4.人際關係
的處理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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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結果，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
為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之差異性討
論；第二節為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討論；第三
節為國小學高年級童情緒智力、幸福感對同理心發展的影響、預測效果討論。

第一節 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幸福感
與同理心發展之差異情形
本節旨在討論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學童在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三
變項之差異情形。
一、不同性別之國小學童在各量表差異問題
（一）在情緒智力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性別在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結
果顯示：國小男、女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分層面的「自我情緒智力」及「人
際情緒智力」皆達顯著差異，且女童高於男童。其中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認識自
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達顯著差異，人際情緒智力裡的「認識他人的
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達顯著差異，其結果亦是女童高於男童。然而自我
情緒智力裡的「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及人際情緒智力裡的「人際關
係的處理」男、女學童未達顯著差異，部分支持研究假設1-1。
因此，國小女童在「整體情緒智力」以及分層面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
「表達自己的情緒」、「認識他人的情緒」與「回應他人的情緒」顯著高於男童，
其中以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表達自己的情緒」及人際情緒智力裡的「回應他人情
緒」男、女學童差距尤大。其研究結果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近，如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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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王春展、詹志禹、李良哲（2000）、李佩珊（2004）、林怡君（2007）、
陳秀娟（2009）、黃美桃（2009）及曾玉芷（2007）研究結果皆顯示女童情緒智
力高於男童；另也呼應了Hall（1984）指出許多研究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較善於臉
部與非語言表達，且對他人的臉部反映察覺更敏感；此外，亦有學者從性別角色
刻板化的觀點來切入，如Josephs（1994）的研究也提到女孩相較於男孩，女孩更
被教導要有禮貌，要顧及別人的感受；Saarni（1984）提出性別角色社會化促使女
性在情緒表達方面高於男性；及Zeman 和 Shipman（1997）探討社會脈絡對管理
生氣與難過情緒的影響時，也指出男孩較易掩飾自己的情感，且負向的人際回應
方面也超過女童。
因此，綜合以上學者所述，推估可能由於女童先天在臉部的表達與他人臉部
狀態的察覺更靈敏，再加上性別角色刻板化的效應，讓女童在情緒智力與其它分
層面，如認識、表達自己的情緒或認識、表達他人情緒方面優於男童。
（二）在幸福感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性別在幸福感的差異情形，結果
顯示：國小男、女學童在「整體幸福感」及各分層面「社會支持」、「愉快正向」、
「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滿足」皆未達顯著差異，即男、女學童在
幸福感上無顯著差異，故研究假設1-2未獲得支持。
研究結果與李家蓉（2009）、張素媚（2008）及顏秀芳（2007）研究結論一
致，與洪莉惠（2010）的研究結論相近，男、女學童在幸福感及其多數分層面上，
並無顯著差異，推估其原因，在少子化的現代，再加上性別平等不斷的倡導，不
論男孩、女孩在資源及關注上，都受到較公平且較一樣的處遇。然而，與張明智
（2011）、張淑雯（2008）、陳麗好（2012）及黃資惠（2002）的研究結果不一
致，張淑雯、陳麗好及黃資惠的研究結論皆顯示國小高年級女童幸福感高於男童，
而張明智的研究則指出幸福感分層面中的人際和諧及生活滿意度感受高年級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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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男童。
綜合上述，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性別在幸福感上的差異，以上研究結果顯示，
相關實證研究結論仍十分分歧，呼應了陸洛（1998）也提到性別有可能只是一間
接變項，其是透過外在其他變項才造成不同的研究結果。因此，確切的影響因素，
還需更深入的研究探討與更多的實證研究才能確知。
（三）在同理心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性別在同理心發展的差異情形，
結果顯示：國小男、女學童在「同理心發展」達顯著差異，且女童高於男童，故
研究假設1-3獲得支持。
研究結果與林宛頻（2009）、許永芳（2002）一致，女童同理心發展層次高
於男童，呼應了相關文獻說到：性別角色社會化，女生往往被期待比起男生在其
他情況下要有更多的同理行為，使女生朝向較體貼、具同理關懷特質方向前進
（Eisenberg, Fabes, Schaller & Miller, 1989；Lemon & Eisenberg, 1987）；另到童年
晚期，女生藉由外在視覺上的線索，去察覺、解讀他人情緒狀態的能力高過男生
（Eisenberg, Fabes, Schaller & Miller, 1989），而對他人情緒狀態的解讀、覺察的敏
感度，亦會影響到同理行為的表現；此外Sharabany等人在同儕互動的研究提到：
前青春期這階段之學童，女生對於同儕相處時的情感依賴需求較男生高，因此彼
此需要更多情緒上的同理與依賴，換言之，女童的情緒支持、情緒同理需求高於
男性（羅品欣，2004）。綜合上述，推估由於性別角色社會化緣故、女童對於藉
由外部線索覺察他人情緒狀態的能力較男童敏感及細微，以及前青春期女童情感
依賴需求較高等因素，使女童在同理心發展層次上高於男童。
然而與林清湫（1999）、林筠菁（2006）、朱麗葉（2008）、鄭小萍（1991）
及Litvak-Miller 和 McDougall（1997）的研究結論不一致，其研究結果指出同理
心發展不因性別有異。究其原因，除呼應Eisenberg 及 Lennon（1983）所提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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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之於性別差異問題，會牽涉到研究者所用之測量工具或測驗方法，而導致結
果之差異，如有些研究將同理心歸類為認知結構之測量，即認知型的同理，有些
研究在同理心的界定偏向情緒型的同理，而女性較會分享與表達情感，因此在情
緒型的同理較占優勢，但在認知他人的情緒與狀態方面，並無性別上之差異；另
Shapiro提到男、女孩之同理心無差異，男孩在同理行為上偏向體能行動上的幫助，
如幫忙修腳踏車，女孩則偏向心理上的支援，如安慰心情不好的同伴（薛美珍、
諶悠文譯，1998），此觀點亦提供了同理心性別差異的另一層面的思考空間。
綜上發現同理心是複雜且多元的概念，因此關於同理心的測量方式與研究，
亦是多面向的，而本研究所用來測量同理心的方法，乃以情境式問句回應為主，
在測量上偏向口語、心理方面的安慰與支援，較非傾向體能行動上的實質幫助，
因此本研究結果除如上述：性別角色社會化緣故、女童覺察外在線索與情緒狀態
的能力較男童敏感，以及前青春期女童情感依賴需求較高等因素外，推測亦可是
本量表的測量方式，使本身情感支持較佳的女童在同理心得分較男童高。
二、不同年級之國小學童在各量表差異問題
（一）在情緒智力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年級在情緒智力的差異情形，結
果顯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分層面的「自我情緒智力」
及「人際情緒智力」皆達顯著差異，且五年級高於六年級。其中自我情緒智力裡
的「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達顯著差異，人際情緒智力裡的「認識他
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達顯著差異，且五年級
皆高於六年級。然而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
五、六年級學童未達顯著差異，部分支持研究假設1-4。
由上，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以及分層面裡的「管理自己的情
緒」、「自我激勵」、「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及「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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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的表現高於六年級學童，其研究結果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不一致。
如Salovey、Hsee 與 Mayer（1993）以及 Wintre 與 Vallance（1994）的研
究皆認為情緒智力會因個體的成熟及與周遭環境的相互學習而逐漸成長，而國內
研究者王春展、詹志禹、李良哲（2000）、林怡君（2007）的研究亦相近於此論
點，其研究結果指出年級越高，情緒智力亦越高。然而李佩珊（2004）、陳秋斈
（2011）及曾玉芷（2007）分別以四六年級、三五年級與五六年級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論皆認為年級在情緒智力上無顯著差異。
綜合以上所述，有研究指出情緒智力會隨著年齡（年級）增長，有些則顯示
年齡（年級）之於情緒智力，無顯著差異。而本研究則顯示五年級學童情緒智力
高於六年級學童，推究其原因，本研究的研究樣本以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
對象，雖年齡上有差異，但年齡差異並不大，情緒智力因個體的成熟或隨時間變
遷，個體經由與周遭環境相互學習而逐漸成長的影響因素不大，再且六年級許多
學童已進入青春期，並為處於小學與邁入國中階段的一個分水嶺，面臨整個身心
及環境轉變，推估因此造成情緒智力的穩定性不如五年級學童。另就目前年齡（年
級）之於情緒智力差異的實證研究來看，結果十分分歧，還需更多的實證研究與
深入探討才能確知。
（二）在幸福感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年級在幸福感的差異情形，結果
顯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整體幸福感」及各分層面「社會支持」、「愉快
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滿足」，皆達顯著差異，且五年
級高於六年級，故研究假設1-5獲得支持。
研究結果與多數研究者之研究結論相近，如：洪莉惠（2010）、張斐雲（2007）、
謝美香（2007）研究皆指出國小五年級學童幸福感高於六年級學童，且呼應了
Altshuler 和Gleeson 在1999年提到：幸福感會因年紀不同，而有不同的幸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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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謝明華，2002）；Diener 和 Suh（1998）研究則更進一步指出，較年輕者其
幸福感較高。然而本研究結果與何名娟（2005）不同，其研究則發現五、六年級
學童在幸福感上並無差異。
綜合上述，大多研究結論皆發現年輕者其幸福感較高，而本研究五年級學童
整體幸福感及各分層面亦皆高於六年級學童。推估其原因，除呼應以往相近之研
究結果，六年級處於即將由國小學童階段轉為國中青少年階段，其所面臨的功課
壓力更是繁重，而外在環境的期許，更是不同以往，生理上又受青春期狂飆期的
影響，追求自我認同變成此時重要課題，情緒身心狀況也不若以往穩定，推測可
能因而造成六年級幸福感較低的原因，然其確切的影因素，則仍須進一步的研究。
（三）在同理心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年級在同理心發展的差異情形，
結果顯示：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達顯著差異，且五年級高於六
年級，故研究假設1-6獲得支持。
然而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探討不一致，如Piaget的認知發展論、Selman（1980）
角色取替能力的發展、抑或Hoffman（1984）的同理心發展層次等，這幾個與同理
心發展有關的理論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在發展階段上會有所成長與轉變。而國
內國小學童同理心在年級差異上的相關實徵研究，林清湫（1999）及許永芳（2002）
以四六及四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年級越高，同理心亦越高，
林宛頻（2008）則是五、六年級在同理心發展上沒顯著差異。
綜合上述，推估由於五、六年級年齡上差異不大，就發展階段而言，多數學
童仍位於同一發展階段，因此未如上述Piaget、Selman與Hoffman所述的：個體會
隨年紀的增長，相關發展層次亦會隨著提升的情況。另本研究五年級學童同理心
發展高於六年級，推究其原因：一為六年級面臨即將進入國中的升學壓力，且比
起五年級更多學童已進入青春期，許多身、心上的風暴逐漸出現，情緒穩定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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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往，甚至叛逆行為與思想的頻率比以往更高，可能因此影響到同理行為的顯
現；二為可能目前國內研究者的樣本取樣地域不同，因而導致結果的差異，再且
國內之於國小高年級學童，年級在同理心發展上之差異等相關研究，除如上述兩
位結果分歧外，相關實證研究更是缺乏，因此還需更多的實證研究才能確知。

第二節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情形
本節旨在討論國小學童其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兩兩
變項之相關情況。
一、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的關係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情
況，結果顯示：國小學童的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發展有顯著相關，研究假設2-1獲得
支持。即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整體情緒智力」與情緒智力其它分層面，包含「自
我情緒智力」與其中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
的情緒」、「自我激勵」，「人際情緒智力」與其中的「認識他人的情緒」、「回
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與同理心發展有正相關。換言之，學童在
「整體情緒智力」及其它分層面，包含「自我情緒智力」及其中之「認識自己的
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自我激勵」，「人際情
緒智力」及其中之「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
理」，其得分越高，則同理心發展層次亦越高。
研究結果：整體體情緒力與同理心發展有正相關，其呼應了文獻探討所述：
同理心的觀點反映了情緒的意涵（潘怡如、李明濱，2004；Albee, 1996; Eisenberg &
Miller, 1987; Feshbach, 1978/1987; Stotland, Sherman & Shaver, 1971; Williams,
1996），而情緒亦包含了同理心的概念（Bar-On, 2000/2006 ; Goleman, 1998 ; Mayer
& Salovey, 1997等），彼此有一定程度的關連並呈現互為影響的模式；而也呼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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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關於情緒智力與同理心的相關實徵研究－情緒智力與同理心有正相關（葉姿
伶，2004；Mayer, Salovey & Caruso, 1999 ; Schutte et al., 2001等）。而在自我情緒
智力中又以「自我激勵」與同理心發展層次的相關最高，推估其原因為，本研究
在界定同理心的發展層次時，將分享、回饋界定在最高階層，而自我激勵意指個
體能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引發內在的動機與鬥志並保有堅持到底的毅力，
不斷地激勵自己；而善於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引發內在動機並激勵自己的
學童，可能也較知道如何回饋、轉化負向情緒或分享自身經驗去幫助、關懷他人。
而同理心又是人際關係品質的根基，彼此環環相扣；再且善於將負面情緒轉為正
面情緒，其在認知與觀點取替能力之發展層次可能較高，同理心又與認知發展有
關，推估在同理心發展層次上可能也因而獲取較高的得分。
而在人際情緒智力裡又以「人際關係的處理」與同理心發展層次的相關最高，
就內涵來探討，如Goleman（1998）在《EQII-工作EQ》一書中，將同理心界定為
五大情緒智力架構之一，並視為社交能力的一環；又如Bar-On（2006）將同理心
視為情緒智力五大向度—社交技巧向度—中的一個因素。另而從文獻回顧的實證
研究來看，情緒智力與人際互動品質有關（徐瑟筎，2004；陳騏龍，2001；陳秀
娟，2004；張瓊儀，2008；羅品欣，2004；Saarni, 1999），且同理心亦與人際關
係品質有相關（林筠菁，2006；許永芳，2002；詹楷伶，2011；詹志禹，1986；
Devito, 1995 ; Egan, 1975 ; Gruhn et al., 2008 ; Robert & Strayer, 1996 ; Strayer &
Roberts, 2004等），綜合上述，不論是從內涵或是實徵研究來探討情緒智力與同理
心，都會和人際互動有密切的關連，人際互動宛如情緒智力與同理心之間的橋樑，
透過此，兩者相互牽引在一起。
二、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的關係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情
況，結果顯示：國小學童的幸福感與同理心發展有顯著相關，研究假設2-2獲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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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持。即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整體幸福感」以及幸福感分層面「愉快正向」、
「生活滿意」、「學習投入」、「條件滿足」與同理心發展有顯著之正相關。換
言之，學童在「整體幸福感」及幸福感分層面「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
習投入」、「條件滿足」的得分越高，同理心發展層次亦會越高。其中以幸福感
之「條件滿足」層面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最高，「條件滿足」意指學童在生
理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當學童在生理、心理滿足情況越良好，其同理心發展
的層次亦會越高。然而幸福感中之「社會支持」層面與同理心發展雖亦達顯著水
準，但相關係數值微弱，依據邱皓政（2010）的說法：相關係數值微弱，達顯著
水準，雖具統計意義，但實務意義低。
幸福感與同理心達顯著相關的部分，呼應了Gruhn 等人（2008）指出同理心
與正向幸福感（如：生活滿意部分）有相關。而在幸福感分層面「條件滿足」部
分，根據需求層次理論與個體特質相關之研究中，有研究者認為當個體滿足自主
與聯繫等需求時，會產生較正向的自我（Sato, 2001；Ryan & Deci, 2000；引自李
清茵，2004：5）；而Brown於1991年以及 Duffy 與 Thomson在1992年研究提到需
求滿足與心理適應與成熟達顯著相關，另Haymes、Green 與 Quinto早在1984年也
指出需求與情意發展、情緒息息相關（引自楊依璇，2009：18），亦即當需求是
否滿足，除了個體的心理成熟與適應有關連，也關乎情緒與情意上的發展，而同
理心的表現除了是心理成熟的一種顯現，也是情意、情緒的指標之一。因此綜合
以上所述，當學童的需求，如生理及心理等之條件獲得較多滿足時，其同理心發
展層次亦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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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福感對同理心之預測力
本節旨在討論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與幸福感對同理心發展的聯合預測
力。
一、 情緒智力之「認識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管理自己的情緒」、
「自我激勵」、「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處理」
與幸福感之「社會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
件滿足」對「同理心發展」之聯合預測力。
本研究結果發現，情緒智力之「自我激勵」、「人際關係的處理」與幸福感
之「社會支持」、「條件滿足」變項能有效預測國小學童之「同理心發展」，其
中以「自我激勵」的預測力最大，接著依序為「條件滿足」、「社會支持」與「人
際關係的管理」。此外，「自我激勵」、「條件滿足」與「人際關係的管理」三
個變項對同理心發展呈現正向預測，而「社會支持」對同理心發展卻是呈現負向
預測，亦即「自我激勵」、「條件滿足」與「人際關係的處理」程度愈高，「社
會支持」的程度越少，其「同理心發展」層次愈高，此結果部分支持假設3-1 。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可知若國小高年級學童越善於自我激勵，生理、心理條
件越獲得適當滿足，並且越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越能掌握人與人相處的因應之道，
而在社會支持上，不過份的備受關注與保護，則其同理心發展越高，詳細討論，
茲分述如後：
（一）自我激勵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
自我激勵意指個體能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引發內在動機與鬥志，並保
有堅持到底的毅力，研究結果顯示：當學童越善於自我激勵，其同理心發展層次
則越高。
推估其原因為，本研究在界定同理心的發展層次時，將分享、回饋界定在最
高階層，而善於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並引發內在動機並激勵自己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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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較知道如轉化情緒與回饋、分享自身經驗去幫助他人，且Goleman曾提到即
使是輕微的情緒改變也會影響思考，並影響心智活動表現（張美惠譯，1996：104)，
由此推估個體是否善於轉化負向情緒，亦會影響同理心等心智能力的顯現，換言
之，自我激勵能試著將負向情緒狀態轉為正向，避免自己處於不良情緒狀態太久，
也較不會將情緒轉嫁到他人身上，影響到人際關係，而同理心又與人際關係息息
相關，彼此環環相扣。
而個體能將負面情緒轉為正面情緒，表認知思維已漸漸由自我中心發展到假
設演繹推理的階段，再從理論文獻可知同理心發展關係到其認知發展，如Werner
指出當個體的認知發展能力越高時，越能站在他人的觀點去認知他人的思想等等
（潘慧玲，1994），顯示其角色取替的能力也會較好，因此在同理心發展層次可
能也因此獲取較高的得分。
另外，根據文獻Salovey 和 Mayer（1997）將情緒智力的內涵由低到高分為四
個層次，其中「反省地調節情緒，提升情緒及智力的成長」界定在情緒概念的最
高階層，此層次表個體能調節負向情緒，增加正向情緒的提升，即後設調整能力，
此意涵頗近於自我激勵的概念。因此，推估當個體越善於自我激勵，情緒智力的
層次亦可能越高，而同理的主體是情緒，伴隨著認知運作（潘怡如、李明濱，2004：
389）。綜上，推估當其情緒智力發展的層次越高，越善於自我激勵，轉化負面情
緒，亦會使同理心發展的層次提高。
（二）條件滿足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
條件滿足意指學童在生理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當學童的生理、心理各方
面條件能獲得適當的滿足，其同理心發展層次則越高。
需求滿足亦是條件滿足的一個向度，因此，以需求層次理論與個體特質之相
關研究來看，有學者認為當個體滿足自主與聯繫等需求時，會產生較正向的自我
（Sato, 2001；Ryan & Deci, 2000；引自李清茵，2004：5），另Brown於1991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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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fy與Thomson於1992年的研究亦發現需求滿足與心理適應、心理成熟有顯著相
關（引自楊依璇，2009：18），而同理心的表現也是心理成熟的一種顯現。綜上
所述，推估當學童的條件，如生理、心理的需求獲得滿足時，對於同理心的發展
層次應能有所助益。
另就安全依附來看，Maslow的需求條件理論，安全也是基本需求之一，研究
結果呼應了Erwin在1993年指出安全依附的兒童較具社會傾向和同理心，會表現的
更多的友善與合作（許永芳，2002）；也呼應了 Mussen 和 Eisernberg-Berg 早在
1977年推論，當兒童有較多的信任與安全感時，較不會只關注自身需求的獲得，
對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會有較多的反應（呂素幸，1995），換言之，兒童基本需求
是否具備，會影響到其同理心的發展及社交狀況，當兒童經驗到需要被適切的滿
足時，也提供了他們對別人需求能有同理反應的情感資源（許永芳，2002）。
（三）社會支持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
社會支持意指學童感受到周遭他人對自身的支持與關注程度。當學童社會支
持的程度越高，即受到周圍他人關注與保護程度越高，其同理心發展層次反而越
低。
在社會支持這個層面上，從過去社會支持其他相關研究來看，如：李育純
（2006）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支持越多，
其生活適應越好；胡素慈（2002）以國小四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指出社會
支持會影響國小學生的正向自我效能。上述研究皆發現：社會支持之於其它相關
研究，對於個體身心狀況或特質似乎是正面的影響，但對於本研究結果，卻有著
與以往不同的研究發現，本研究中社會支持層面對於的同理心發展的影響卻是負
向的，社會支持意指學童受到周圍他人關心、喜愛、讚美......等支持的程度，本來
是有益於身心健康的一種正向支持與助力，然而在同理心發展卻不然。推估其原
因為：在今少子化時代，獨生子女越來越多，根據Adler等學者提出關於初生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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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認為獨生子女雖可免除手足競爭並具有充分的親情，但過多的呵護、關注
與掌聲，易於讓學童養成自我中心，形成較不願與人分享性格（蔡佳靜，2002；
Dreikurs, 1989）。換言之，當學童習慣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設身處地去感同身受
的能力，對於同理心的發展反而不利。
（四）人際關係的處理對同理心發展之預測
人際關係的處理意指個體善於與人接觸，能運用彈性合宜的社交技巧避免人
際衝突的產生，且能適時的化解人際糾紛，處理與他人之間的衝突。以往的研究
多數著重於同理心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提升與品質（林筠菁，2006；詹楷伶，2011；
詹志禹，1986；Devito, 1995 ; Egan, 1975 ; Strayer & Roberts, 2004等），而本研究
結果則顯示人際關係的處理亦有助於同理心層次的提升，亦即當學童越善於處理
人際關係，越能掌握人與人相處之道，其同理心發展層次可能亦會越高。
上述呼應了許永芳（2002）的研究發現：高人際關係的學童，同理心比中、
低人際關係的學童高，亦即人際關係越佳的學童，其同理心發展層次越高，其並
提到加強學童人際關係，是提高同理心發展的要素；且亦和Robert 與 Strayer
（1996）的研究結果相近，當孩童在人際互動時，能更敏銳的辨識與掌握快樂、
難過、害怕等情緒經驗，其會更具有同理心。
綜合上述，當學童進入高年級後，不論從Piaget的認知發展論，抑或Selman的
角色取替能力發展的觀點來看，在思維方式上已漸漸由自我中心到假設演繹推理
階段，學童在人際互動時，可以開始進行抽象思維或學習以角色取替的觀點來處
理人際關係；且從Bigelow對於兒童友誼理解的階段模式研究，約十一歲至十二歲
左右，即小學高年級時期，友誼階段模式進入同理心階段，同儕可以透過分享、
體驗共同經驗，表露自我，學會接納他人（陳李綢，1992）。因此，此時期的學
童，透過人際互動的歷程，逐漸排除自我中心的思維習慣，學習以角色取替的觀
點，嘗試去瞭解同儕或他人的想法、情緒，增進同理心層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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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整體而言雖然「自我激勵」、「條件滿足」、「社會支持」與「人
際關係的處理」這四個變項可以預測個體的「同理心發展」層次，但其累積解釋
變異量不高，可見還有其他相關的影響變項，同樣能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同理
心發展，還有待日後的研究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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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進行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探究。首
先，從文獻分析探討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意涵、理論基礎與相關實
徵研究，據以形成本研究之架構；接著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為母群體，採立
意與叢集抽樣，抽取研究對象進行問卷施測；而後就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並根據統計分析結果驗證研究假設；最後將主要研究發現歸納成結論，並根據研
究結論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輔導人員、家長及未來研究者的參考。全章
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內容詳述如後：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四、五章的分析與討論做進一步的歸納
與整理，並根據研究問題提出以下結論：
一、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之差異情形
（一）性別方面
1.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女童，在「整體情緒智力」的表現優於男童，
且在「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上亦是如此。
2.而分層面上，國小高年級女童在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
、
「表達自
己的情緒」與人際情緒智力裡的「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的表現
優於男童。
3.但國小男、女學童在自我情緒智力裡的「管理自己的情緒」
、
「自我激勵」及人際
情緒智力裡的「人際關係的處理」表現未有顯著差異。
（二）年級方面
1.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整體情緒智力」的表現優於六年級學童，
且「自我情緒智力」與「人際情緒智力」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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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分層面上，國小五年級學童在自我情緒智力裡的「管理自己的情緒」
、
「自我激
勵」與人際情緒智力裡的「認識他人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人際關係的
處理」皆優於六年級學童。
3.但國小五、六年級學童在自我情緒智力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與「表達自己的
情緒」兩項的表現則未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幸福感」之差異情形
（一）性別方面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國小高年級男、女學童在「整體幸福感」及各分層面「社會
支持」、「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滿足」的情況皆未有顯
著差異。
（二）年級方面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整體幸福感」及各分層面「社會支持」、
「愉快正向」、「生活滿意」、「學習投入」與「條件滿足」等六項情況，高於六年
級學童。
三、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同理心發展」之差異情形
（一）性別方面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女童的「同理心發展」層次高於男童。
（二）年級方面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同理心發展」層次高於六年級學童。
四、國小學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之相關情形
（一）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整體情緒智力」、情緒智力各分層面與「同理心發展」
達低度正相關，換言之，當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表現越好，
「同理心發
展」層次亦會越高；其中在自我情緒智力裡以「自我激勵」與「同理心發展」的
相關最高，而在人際情緒智力裡則以「人際關係的處理」與「同理心發展」的相
關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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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整體幸福感」、幸福感各分層面與「同理心發展」達
低度正相關，換言之，當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幸福感」表現越好，其「同理心發
展」層次亦會越高。；其中在幸福感裡以「條件滿足」與「同理心發展」的相關
最高。
五、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情緒智力與幸福感對同理心發展具有影響力
國小高年級學童其情緒智力與幸福感可以有效預測同理心發展。其中，最主
要的四個預測因子為情緒智力之「自我激勵」及「人際關係的處理」，幸福感之
「社會支持」及「條件滿足」，預測力為17%，其中以「自我激勵」具有最大的預
測力。而「自我激勵」、「人際關係的處理」與「條件滿足」是呈現正向預測，
「社會支持」是呈現負向預測。換言之，當國小高年級學童「自我激勵」、「人
際關係的處理」與「條件滿足」的情況越好，「社會支持」的程度越少，其「同
理心發展」層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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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研究結果在教育上的啟示
一、不落性別窠臼，培養與開發男童情緒表達及同理回饋的潛能。
本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男童在情緒智力及同理心發展層次皆顯著低於女學
童，在情緒智力分層面裡以「表達自己的情緒」、「回應他人的情緒」尤甚。雖
然有些研究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較善於臉部表達，對他人的臉部反映察覺較敏
感、敏覺，然而亦有學者從性別角色刻板化的觀點來切入，提到女孩相較於男孩
更被教導要有禮貌，要顧及別人感受之類的，性別角色社會化的因素促使女性在
情緒的表達優於男性，使女性傾向較體貼、同理關懷等特質。
因此，若從性別角色社會化的觀點來看，男童在「表達自己的情緒」、「回
應他人的情緒」的技巧應該也是可以被教導與培育的。在今性別平等的時代，許
多性別角色刻版觀念已逐漸被推翻，強化性別平等教育，鼓勵男童破除傳統禮教
束縛，勇敢表達自己的情緒，因此學習如何回應、關心與同理他人，在性別平權
的現代，已不是女生的專利，是一門大家都必須學習的課題。
二、關注六年級學童身心發展情況，善用情意測驗或量表進行評估，辦理情緒或
同理心等相關輔導活動。
本研究顯示國小六年級學童之「同理心發展」、「整體情緒智力」與其多數
分層面，以及「整體幸福感」與其五項分層面皆低於五年級學童，除了情緒智力
裡的「認識自己的情緒」與「表達自己的情緒」，五、六年級學童未有顯著差異，
其餘情況皆未隨著年紀的增加而成長，因此建議應重視六年級升學壓力與青春期
延伸出的問題與身心變化，善用相關量表（如：EQ、同理心量表等）進行篩選評
估，針對需受幫助學童，辦理相關輔導活動，促使六年級學童身、心狀況能穩定
發展，順利渡過身、心、環境變化較巨的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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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提升同理心發展層次上，在情緒智力方面可加強「自我激勵」以及「人際
關係處理」的訓練。
情緒智力中的「自我激勵」及「人際關係的處理」層面，對於同理心發展層
次能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加強學童自我激勵的培養與訓練，學習將負向情緒轉為
正向，並保有熱忱與動機，使其透過情緒的轉化、改變影響思考，進行影響本身
心智活動的表現與待人處世的態度，提高同理心發展的層次。
以往多數的研究結果已指出同理心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提升與品質，而本研究
結果顯示善於「人際關係處理」的學童，亦有助於同理心發展層次的提升，因此
建議國小高年級學童能多透過人際互動的機會，學習更敏銳的辨識與掌握自己與
他人快樂、難過、害怕等情緒經驗，並試著排除自我中心的習慣，嘗試以角色取
替的觀點，瞭解他人想法、情緒情況，進而提升同理心層次。
四、在提升同理心發展層次的提升，在幸福感上可以顧慮到「條件滿足」層面的
需求，並重新思考「社會支持」層面的定位與影響。
條件滿足意指學童在生理與心理上所獲得的滿足，而當學童的生理、心理各
方面條件能獲得適當的滿足時，有助於同理心發展層次的提升；因此，當外界不
斷的加諸各項，如：學業、才藝……等各方面的充實，應考慮到基本的生理、心
理需求是否被顧及，這些需求的滿足不只提個體對別人情況能感同身受的情感資
源更影響到對他人能有的同理反應。
而在「社會支持」層面上，以往與其他身心特質等之相關研究，都是持正向
的影響與關連，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學童受到周圍他人關心、喜愛、讚美...等支
持的程度越高，對於同理心發展會造成負向的影響，因此在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下
以及兒童人權逐漸受到重視的時代，過多的社會支持，過度的關心、喜愛、讚美
是否會造成學童習慣以自我為中心，缺少了設身處地去感同身受他人情況的能
力，對於同理心的發展是否會有不良的影響，實須再做一番省思。
再且東方文化受儒家思潮影響頗深，強調以兼善天下、群己互惠的態度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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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幸福，學童若一味的只獲得外在的關愛與支持，而忽略了群己互惠、分享的精
神，在此情況下即使擁有較高幸福感受，亦有違中華文化的精隨。因此，少子化
時代下的學童，能擁有更多的關愛、讚美及社會支持，固然可喜，然而沉浸在幸
福的同時，如何帶領學童以更感恩、珍惜所有的情況下，去兼善他人，替他人著
想，亦是一門重要的課題。
五、鼓勵與培養學童在分享與回饋的行動層面，提升同理心發的層次。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的同理心發展層次多處於第二至第三階層間，即認知與
情感層次的同理，進一步的分享、回饋等深入關懷與行動支持層面則較少學童達
到，顯示學童雖已具備某些認知或情感上的同理能力，但更近一步的行動層面，
如回饋部份，則較缺乏，因此，除肯定學童已有的同理能力，教導學童如何在日
常生活彰顯同理心這項情緒能力，亦有助於同理心發展層次之提升。
貳、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同理心發展量表可以多元方式呈現，以利不同性別呈現出不同面貌的同理心。
在同理心發展量表上，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女童在同理心發展顯著高於男
童，然對照過去研究結果，仍呈現分歧的狀態，再且有學者指出同理心之於性別
差異，可能因研究者所選用之同理心測量工具不同所致，另亦有學者認為男孩在
同理上，偏向行為體能上的幫助，如幫忙搬東西，女孩則偏向心理上的支援，如
安慰心情不好的同伴。
而對照本研究所編之同理心發展量表，是以情境式口頭答覆朋友話題為主，
偏向心理上的支援與安慰，較不利體能、具體行為層面的同理心測量方式，是否
因此造成女童同理心發展得分較高？因此建議在發展同理心量表上，可以更多元
的方式呈現，例如：增加情境式狀況處理的題項、動機心向題、故事型問題解決
策略的評估或是師長觀察紀錄......等等，讓同理心不限於刻板諮商式的回覆答話方
式，還可以藉由日常生活所遇各種的生活狀況，從面對問題的態度、動機與處理
策略來檢測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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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項可探究獨生子女與否對於同理心發展等變項之影響；另關注六年級
學童身心各方面變化等相關變項之研究。
本研究以情緒智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進行探究，整體而言雖然「情緒智
力」、「幸福感」與「同理心發展」具有顯著相關，然相關值並不高；且情緒智
力與幸福感的分變項中「自我激勵」、「條件滿足」、「社會支持」與「人際關係的
處理」這四個變項可以預測個體的「同理心發展」層次，但其累積解釋變異量不
高，可見還有其他相關的影響變項，同樣能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童的關同理心發展。
而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層面越高，會造成同理心發展層次降低，推估跟少子
化的社會趨勢有所關連，因此獨生子女與否或出生序......等等變項，可與同理心發
展作進一步的探討，有待未來研究繼續延伸與驗證。
另外，以年級為背景變項，本研究結果皆顯示，六年級學童在情緒智力、幸
福感以及同理心上皆低於五年級學童，除推測六年級受青春期影響的人數比起五
年級受影響人數更多，以及課業壓力與即將面臨國小、國中階段性的重大轉換，
身心各方面的穩定層度不若五年級，然而是否如上所述之相關因素，還是還有其
他影響因子，針對國小六年級這年段，可再做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驗證。
三、研究對象方面可聚焦人際關係不利學童與一般學童，比較其同理心發展之差
異
如上所述，因應少子化的社會趨勢，研究對象可聚焦在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
女上。此外，針對研究結果「人際關係的處理」、「條件滿足」可正向預測「同
理心發展」，所以未來研究可聚焦在社交情況處於劣勢或家庭社經地位較不利的
學童，與一般兒童做比較，以瞭解不同性質的群體，同理心發展的差異性，使研
究更為周延與嚴謹。
四、研究方法可加入實驗研究，以驗證本調查研究之結果
本研究顯示「自我激勵」、「人際關係的處理」等層面能有效預測同理心發
展層次，因此，可依此調查研究結果進行實驗研究，例如：控制組班級實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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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學，而實驗組班級加入自我激勵訓練與引導，或是人際關係管理等課程，數
週後評估同理心發展層次是否有所差異，以驗證調查研究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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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同理心量表預試問卷
生活狀況調查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要瞭解你目前生活狀態的感受。這不是考試，你所寫的答案沒有對錯，也
不打分數，你的父母親及老師也不會知道你的答案，你的回答僅作學術上的研究，資料絕對保密，
請放心作答。
請在詳細閱讀每一部分的說明後，完全依照你自己的真實感受作答，作答內容並無好壞、對
錯之分別，請認真圈選，每一題都要作答，不要有任何遺漏。非常感謝你的用心參與。
祝 學業進步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指導教授：

陳李綢、陳學志博士

研 究 生：

江韋逸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請依照你實際情況選擇。資料絕對保密，請
放心作答）
1. 我的學校：

國小

2. 我的班級、座號：_______年_______ 班_______ 號
3. 我的性別： □（1）男生

□（2）女生

【第二部份】 生活經驗調查
◎ 小朋友，每一題都有一個情境句子，請把它當作是「你的朋友」對
你說的話，想一想，你會怎麼回答呢？每一題都有四個回答，請你
勾選「一個」選項，來作為你的回答。每個句子的答案都沒有對、
錯之分，你的回答也不會影響你的學業成績，所以請你放心作答，
不需考慮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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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朋友說：「糟了!我忘了帶作業。」
(1) 我會回答：「你完了！」
(2) 我會回答：「你忘了帶作業啊！」
(3) 我會回答：「你忘了帶作業，感覺很像很緊張！」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怕被老師處罰？我們一起再找找看吧！」

□
□
□
□

2.朋友說：「我考不好，剛剛他們都笑我。」
(1) 我會回答：「哈哈！你才考這些分數喔！」
(2) 我會回答：「原來他們剛剛笑你，是因為你考不好喔。」
(3) 我會回答：「被同學笑，你很像覺得很不高興。」
(4) 我會回答：「你希望自己能有好成績，下次再努力一點就好啦！」

□
□
□
□

3. 朋友說：「我今天真是倒大楣了。」
(1) 我會回答：「什麼事讓你很沮喪？說出來，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
(2) 我會回答：「你很像心情不好，怎麼了？」
(3) 我會回答：「發生什麼事了？」
(4) 我會回答：「你一直都很倒楣啊！」

□
□
□
□

4. 朋友說：「我覺得老師不公平，都比較疼班長。」
(1) 我會回答：「誰叫你自己不表現好一點。」
(2) 我會回答：「我也覺得老師比較疼班長。」
(3) 我會回答：「你覺得這真是太不公平了！」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老師也可以多疼你一些？」

□
□
□
□

5. 朋友說：「小明很驕傲，每次都來炫耀自己考很高分，真愛現！」
(1) 我會回答：「誰叫你自己不考贏他。」
(2) 我會回答：「對阿！他真的很愛現。」
(3)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討厭他這種愛現的行為？」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自己考得比小明好？」

□
□
□
□

6. 朋友說：「剛剛分組，我分到跟不喜歡的人一組，真討厭！」
(1) 我會回答：「你自己也很討人厭啊！」
(2) 我會回答：「不要理他就好了。」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倒楣，對不對？」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可以分到跟自己的好朋友同一組？」

□
□
□
□

7. 朋友說：「弟弟常常大吵大鬧，講都講不聽，害我不能安靜寫功課，超煩的！」
(1) 我會回答：「不要怪到別人身上啦！」
(2) 我會回答：「你弟弟好過分喔！」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煩，因為弟弟害你不能好好寫功課。」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希望能有一個可以安靜寫功課的地方？」

□
□
□
□

8. 朋友說：「自從升上高年級後，我覺得功課變多，很不快樂。」
(1) 我會回答：「高年級的課業好像讓你很有壓力，我們想想改善辦法吧！」
(2) 我會回答：「你很像覺得壓力很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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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會回答：「高年級功課本來就比較多。」
□(4) 我會回答：「是你自己寫功課的速度太慢啦！」
9. 朋友說：「要是每天都可以打躲避球，那就太棒了！」
(1) 我會回答：「躲避球超無聊的。」
(2) 我會回答：「對阿！以後每天下課都去打躲避球。」
(3) 我會回答：「每次可以打躲避球，你就好高興。」
(4) 我會回答：「躲避球讓你很有成就感，你很喜歡這項運動！」

□
□
□
□

10. 朋友說：「我不喜歡去學校，因為同學不太喜歡我。」
(1) 我會回答：「你脾氣不好，難怪同學不喜歡你。」
(2) 我會回答：「他們為什麼不喜歡你？」
(3) 我會回答：「你很像覺得不太快樂，因為覺得同學不喜歡你。」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希望能受到同學歡迎？」

□
□
□
□

11. 朋友說：「垃圾明明就不是我丟的，還說是我，真氣人！」
(1) 我會回答：「誰叫你是倒楣鬼！」
(2) 我會回答：「所以垃圾不是你丟的喔！」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生氣，因為別人誣賴你亂丟垃圾。」
(4) 我會回答：「你不喜歡被人誤會。」

□
□
□
□

12. 朋友說：「今天沒有功課，耶！」
(1) 我會回答：「你很懶惰耶！」
(2) 我會回答：「好好喔！今天不用寫功課了。」
(3) 我會回答：「你很高興，因為今天沒有功課。」
(4) 我會回答：「你今天很高興，因為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
□
□
□

13. 朋友說：「我把老師借給我的書弄不見了，不敢跟老師說。」
(1) 我會回答：「你完蛋了！」
(2) 我會回答：「什麼，書不見了？」
(3) 我會回答：「你現在很像很擔心，因為弄丟了老師的書。」
(4) 我會回答：「你怕被老師責備，我陪你再找一找。」

□
□
□
□

14. 朋友說：「我明明就掃了，他還一直說我沒掃！」
(1) 我會回答：「誰叫你掃不乾淨。」
(2) 我會回答：「他沒看到你有掃吧？」
(3) 我會回答：「你很像很生氣，被別人誤會？」
(4) 我會回答：「你不喜歡被別人誤會，去跟他說你已經有掃了。」

□
□
□
□

15. 朋友說：「糟了！我的美勞用具忘了帶來！」
(1) 我會回答：「你怎麼那麼健忘啊！」
(2) 我會回答：「你忘記帶了喔！」
(3) 我會回答：「沒帶到美勞用具，你很像很緊張？」
(4) 我會回答：「再找找看，如果真的沒帶到，我可以借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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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朋友說：「可惡！如果那題沒看錯，就可一考一百分了。」
(1) 我會回答：「哈哈！」
(2) 我會回答：「是喔！差一點耶！」
(3) 我會回答：「你一定覺得很可惜！」
(4) 我會回答：「你希望自己早知道就再細心一點。」

□
□
□
□

17. 朋友說：「再過幾天，就可以放寒假了！」
(1) 我會回答：「先別高興的太早，一定會有很多功課。」
(2) 我會回答：「對阿！希望寒假趕快到。」
(3) 我會回答：「你一想到寒假，就好興奮！」
(4) 我會回答：「你很期待寒假的到來，是不是要出去玩啊？」

□
□
□
□

18. 朋友說：「昨天看了一個超恐怖的鬼片，晚上還做惡夢，嚇死我了！」
(1) 我會回答：「你好膽小喔！」
(2) 我會回答：「是喔！裡面是演什麼？」
(3) 我會回答：「你很像被鬼片嚇到了！」
(4) 我會回答：「那只是影片，不是真的，不用害怕啦！」

□
□
□
□

19. 朋友說：「唉！我家的狗昨天不小心被車撞死了！」
(1) 我會回答：「誰叫你不把牠關好。」
(2) 我會回答：「是喔！死了喔!」
(3) 我會回答：「難怪你今天悶悶不樂。」
(4) 我會回答：「你養牠那麼久了，一定會很難過吧！」

□
□
□
□

20. 朋友說：「我已經很認真了，但這次又考不好，回去一定會被罵！」
(1) 我會回答：「你一定不夠認真。」
(2) 我會回答：「你考幾分？」
(3) 我會回答：「你很擔心回去會被罵。」
(4) 我會回答：「你希望爸爸知道你已經很認真了，會原諒你。」

□
□
□
□

21. 朋友說：「新老師很像很兇耶！」
(1) 我會回答：「哈！你們有好日子過了！」
(2) 我會回答：「他看起來很像真的很兇耶！」
(3) 我會回答：「你很像很怕新老師。」
(4) 我會回答：「你希望新老師可以是和藹可親的吧？」

□
□
□
□

22. 朋友說：「剛剛在樓梯滑倒，小強竟然還在旁邊笑！」
(1) 我會回答：「你自己走路要小心！」
(2) 我會回答：「告訴老師。」
(3) 我會回答：「小強真令人生氣。」
(4) 我會回答：「他沒來扶你就算了，還幸災樂禍，難怪你那麼生氣。」

□
□
□
□

23. 朋友說：「我已經很努力了，還是沒被選上球隊。」
(1) 我會回答：「你打得又不好。」
(2) 我會回答：「我也以為你會被選上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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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會回答：「沒被選上球隊，很像讓你心情很不好。」
□(4) 我會回答：「你很希望可以加入球隊，還有機會，別氣餒！」
24. 朋友說：「社會課超無聊！」
(1) 我會回答：「不要怪東怪西。」
(2) 我會回答：「我也覺得無聊。」
(3) 我會回答：「你覺得社會課很無趣。」
(4) 我會回答：「我知道了，你不喜歡上社會課。」

□
□
□
□

25. 朋友說：「糟了！圖書館借的書不見了。」
(1) 我會回答：「你完了，你會被處罰！」
(2) 我會回答：「你應該小心一點吧！」
(3) 我會回答：「書不見，讓你很緊張。」
(4) 我會回答：「你很擔心書會不見，看看是不是放在書包？」

□
□
□
□

26. 朋友說：「我覺得他上課很吵，很討厭他。」
(1) 我會回答：「你自己也很愛講話。」
(2) 我會回答：「去跟老師講。」
(3) 我會回答：「他上課愛講話，很像讓你覺得很厭煩。」
(4) 我會回答：「你希望他可以安靜，不會影響到你上課。」

□
□
□
□

27. 朋友說：「爸爸最不喜歡我了。」
(1) 我會回答：「誰叫你常常表現不好。」
(2) 我會回答：「你爸爸為什麼不喜歡你？」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難過，因為爸爸沒有很喜歡你。」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爸爸會很喜歡你？」

□
□
□
□

28. 朋友說：「我好想養隻寵物，像小狗之類的，但媽媽不答應。」
(1) 我會回答：「狗很髒耶！」
(2) 我會回答：「我也很想養寵物，我家人也不答應。」
(3) 我會回答：「好可惜！」
(4) 我會回答：「你很希望媽媽可以答應讓你養寵物，找她談談吧！」

□
□
□
□

29. 朋友說：「明天就要比賽了，好緊張。」
(1) 我會回答：「你們那隊很遜，一定輸的啦！」
(2) 我會回答：「那又沒什麼？幹嘛那麼緊張！」
(3) 我會回答：「你似乎很緊張，加油！」
(4) 我會回答：「你很希望可以有好成績，加油！」

□
□
□
□

30. 朋友說：「國語習作，不管我怎麼寫，都不會得到甲上！」
(1) 我會回答：「誰叫你的字那麼醜。」
(2) 我會回答：「那你通常是拿到什麼等第，是甲下嗎？」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洩氣，因為已經很努力寫了。」
(4) 我會回答：「你希望努力可以讓老師看到，得到甲上！」

□
□
□
□

謝你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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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題號

同理心發展量表項目分析、信度分析結果一覽表
偏態

CR 值

該題與總

因素負荷

刪除該題後之

分之相關

量

量表α係數

選取
與否

重編
題號

1

-.199

7.070

.548

.563

.939

1

2

-1.474

5.744

.484

.508

.940

＊3

-.211

8.539

.584

.602

.939

2

4

-.330

9.719

.611

.633

.938

3

5

-.015

7.603

.587

.611

.939

4

6

-.420

5.393

.508

.524

.939

7

-.375

8.306

.689

.605

.938

5

＊8

-.032

6.214

.516

.527

.939

6

9

-.344

5.429

.462

.472

.940

10

.420

6.421

.518

.527

.939

11

-.299

5.379

.454

.481

.940

12

.249

7.782

.566

.583

.939

8

13

-.629

15.444

.729

.763

.937

9

14

-.325

6.702

.516

.531

.939

10

15

-1.213

8.898

.617

.705

.938

16

-.297

8.375

.602

.620

.938

17

.373

6.022

.438

.452

.940

18

-.066

14.351

.682

.704

.937

19

-1.278

5.697

.517

.538

.939

20

-.454

11.851

.693

.727

.937

13

21

-.249

10.598

.620

.642

.938

14

22

-.735

4.119

.384

.393

.941

23

-.552

8.567

.635

.664

.938

15

24

-.273

8.829

.518

.533

.939

16

25

-.463

11.526

.702

.727

.937

17

26

.110

10.213

.648

.677

.938

18

27

.428

8.919

.597

.618

.938

19

28

-.052

7.252

.506

.529

.939

20

29

-.925

9.073

.649

.686

.938

X

30

-.914

7.511

.572

.608

.939

X

X

X

X
7
X

X
11
X
12
X

X

預試全量表之α 係數.941
正式全量表之α 係數.927
註一：「選取否」的欄位中，須刪除的題目以「×」表示，可保留者則以空白
表示。
註二：第 3 及第 8 題前面有「＊」者，代表該題為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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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心發展量表項目分析、信度分析刪除標準
題號

偏態

CR 值

該題與總分

因素負荷量

累計數

因素負荷值

未達標

＜.50

準

之相關
評鑑標

係數

CR 值＜

準

＞|0.7|

6

相關值＜.50

1
2

選取與
否

0
-1.474

5.744

3

.484

重編
題號

1
X

＊3

0

2

4

0

3

5

0

4

6

1

5.393

X

7

0

5

＊8

0

6

9

5.429

.462

.472

10

3

X

0

11

5.379

.454

.481

3

7
X

12

0

8

13

0

9

14

0

10

15

1

-1.213

16

0

17

.438

.452

18
19

X

2

11
X

0
-1.278

2

5.697

12
X

20

0

13

21

0

14

22

-.735

4.119

.384

.393

4

X

23

0

15

24

0

16

25

0

17

26

0

18

27

0

19

28

0

20

29

-.925

1

X

30

-.914

1

X

註一：未達標準者，標示出係數值，其餘達標準者，以空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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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問卷

生活狀況調查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要瞭解你目前生活狀態的感受。這不是考試，你所寫的答案沒有對錯，也
不打分數，你的父母親及老師也不會知道你的答案，你的回答僅作學術上的研究，資料絕對保密，
請放心作答。
請在詳細閱讀每一部分的說明後，完全依照你自己的真實感受作答，作答內容並無好壞、對
錯之分別，請認真圈選，每一題都要作答，不要有任何遺漏。非常感謝你的用心參與。
祝 學業進步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指導教授：

陳李綢、陳學志博士

研 究 生：

江韋逸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請依照你實際情況選擇。資料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
1. 我的學校：

國小

2. 我的班級、座號：_______ 年_______ 班_______ 號
3. 我的性別：

□（1）男生 □（2）女生

【第二部份】 生活經驗調查
◎ 小朋友，每一題都有一個情境句子，請把它當作是「你的朋友」對
你說的話，想一想，你會怎麼回答呢？每一題都有四個回答，請你
勾選「一個」選項，來作為你的回答。每個句子的答案都沒有對、
錯之分，你的回答也不會影響你的學業成績，所以請你放心作答，
不需考慮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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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朋友說：「糟了!我忘了帶作業。」
(1) 我會回答：「你完了！」
(2) 我會回答：「你忘了帶作業啊！」
(3) 我會回答：「你忘了帶作業，感覺很像很緊張！」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怕被老師處罰？我們一起再找找看吧！」

□
□
□
□

2. 朋友說：「我今天真是倒大楣了。」
(1) 我會回答：「你一直都很倒楣啊！」
(2) 我會回答：「發生什麼事了？」
(3) 我會回答：「你很像心情不好，怎麼了？」
(4) 我會回答：「什麼事讓你很沮喪？說出來，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

□
□
□
□

3. 朋友說：「我覺得老師不公平，都比較疼班長。」
(1) 我會回答：「誰叫你自己不表現好一點。」
(2) 我會回答：「我也覺得老師比較疼班長。」
(3) 我會回答：「你覺得這真是太不公平了！」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老師也可以多疼你一些？」

□
□
□
□

4. 朋友說：「小明很驕傲，每次都來炫耀自己考很高分，真愛現！」
(1)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自己考得比小明好？」
(2)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討厭他這種愛現的行為？」
(3) 我會回答：「對阿！他真的很愛現。」
(4) 我會回答：「誰叫你自己不考贏他。」

□
□
□
□

5. 朋友說：「弟弟常常大吵大鬧，講都講不聽，害我不能安靜寫功課，超煩的！」
(1) 我會回答：「不要怪到別人身上啦！」
(2) 我會回答：「你弟弟好過分喔！」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煩，因為弟弟害你不能好好寫功課。」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希望能有一個可以安靜寫功課的地方？」

□
□
□
□

6. 朋友說：「自從升上高年級後，我覺得功課變多，很不快樂。」
(1) 我會回答：「是你自己寫功課的速度太慢啦！」
(2) 我會回答：「高年級功課本來就比較多。」
(3) 我會回答：「你很像覺得壓力很大。」
(4) 我會回答：「高年級的課業好像讓你很有壓力，我們想想改善辦法吧！」

□
□
□
□

7. 朋友說：「我不喜歡去學校，因為同學不太喜歡我。」
(1) 我會回答：「你脾氣不好，難怪同學不喜歡你。」
(2) 我會回答：「他們為什麼不喜歡你？」
(3) 我會回答：「你很像覺得不太快樂，因為覺得同學不喜歡你。」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很希望能受到同學歡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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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朋友說：「今天沒有功課，耶！」
(1) 我會回答：「你很懶惰耶！」
(2) 我會回答：「好好喔！今天不用寫功課了。」
(3) 我會回答：「你很高興，因為今天沒有功課。」
(4) 我會回答：「你今天很高興，因為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
□
□
□

9. 朋友說：「我把老師借給我的書弄不見了，不敢跟老師說。」
(1) 我會回答：「你怕被老師責備，我陪你再找一找。」
(2) 我會回答：「你現在很像很擔心，因為弄丟了老師的書。」
(3) 我會回答：「什麼，書不見了？」
(4) 我會回答：「你完蛋了！」

□
□
□
□

10. 朋友說：「我明明就掃了，他還一直說我沒掃！」
(1) 我會回答：「誰叫你掃不乾淨。」
(2) 我會回答：「他沒看到你有掃吧？」
(3) 我會回答：「你很像很生氣，被別人誤會？」
(4) 我會回答：「你不喜歡被別人誤會，去跟他說你已經有掃了。」

□
□
□
□

11. 朋友說：「可惡！如果那題沒看錯，就可一考一百分了。」
(1) 我會回答：「哈哈！」
(2) 我會回答：「是喔！差一點耶！」
(3) 我會回答：「你一定覺得很可惜！」
(4) 我會回答：「你希望自己早知道就再細心一點。」

□
□
□
□

12. 朋友說：「昨天看了一個超恐怖的鬼片，晚上還做惡夢，嚇死我了！」
(1) 我會回答：「你好膽小喔！」
(2) 我會回答：「是喔！裡面是演什麼？」
(3) 我會回答：「你很像被鬼片嚇到了！」
(4) 我會回答：「那只是影片，不是真的，不用害怕啦！」

□
□
□
□

13. 朋友說：「我已經很認真了，但這次又考不好，回去一定會被罵！」
(1) 我會回答：「你一定不夠認真。」
(2) 我會回答：「你考幾分？」
(3) 我會回答：「你很擔心回去會被罵。」
(4) 我會回答：「你希望爸爸知道你已經很認真了，會原諒你。」

□
□
□
□

14. 朋友說：「新老師很像很兇耶！」
(1) 我會回答：「哈！你們有好日子過了！」
(2) 我會回答：「他看起來很像真的很兇耶！」
(3) 我會回答：「你很像很怕新老師。」
(4) 我會回答：「你希望新老師可以是和藹可親的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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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朋友說：「我已經很努力了，還是沒被選上球隊。」
(1) 我會回答：「你打得又不好。」
(2) 我會回答：「我也以為你會被選上說。」
(3) 我會回答：「沒被選上球隊，很像讓你心情很不好。」
(4) 我會回答：「你很希望可以加入球隊，還有機會，別氣餒！」

□
□
□
□

16. 朋友說：「社會課超無聊！」
(1) 我會回答：「不要怪東怪西。」
(2) 我會回答：「我也覺得無聊。」
(3) 我會回答：「你覺得社會課很無趣。」
(4) 我會回答：「我知道了，你不喜歡上社會課。」

□
□
□
□

17. 朋友說：「糟了！圖書館借的書不見了。」
(1) 我會回答：「你完了，你會被處罰！」
(2) 我會回答：「你應該小心一點吧！」
(3) 我會回答：「書不見，讓你很緊張。」
(4) 我會回答：「你很擔心書會不見，看看是不是放在書包？」

□
□
□
□

18. 朋友說：「我覺得他上課很吵，很討厭他。」
(1) 我會回答：「你自己也很愛講話。」
(2) 我會回答：「去跟老師講。」
(3) 我會回答：「他上課愛講話，很像讓你覺得很厭煩。」
(4) 我會回答：「你希望他可以安靜，不會影響到你上課。」

□
□
□
□

19. 朋友說：「爸爸最不喜歡我了。」
(1) 我會回答：「誰叫你常常表現不好。」
(2) 我會回答：「你爸爸為什麼不喜歡你？」
(3) 我會回答：「你覺得很難過，因為爸爸沒有很喜歡你。」
(4) 我會回答：「你是不是希望爸爸會很喜歡你？」

□
□
□
□

20. 朋友說：「我好想養隻寵物，像小狗之類的，但媽媽不答應。」
(1) 我會回答：「狗很髒耶！」
(2) 我會回答：「我也很想養寵物，我家人也不答應。」
(3) 我會回答：「好可惜！」
(4) 我會回答：「你很希望媽媽可以答應讓你養寵物，找她談談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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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我的心情點滴
◎ 小朋友，請在閱讀以下問題之後，在選項中圈選一個最適合你的答
案，並將該選項圈選起來。以下資料絕對保密，請安心作答。

題
次

題目內容

總
是
這
樣

經
常
這
樣

有
時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從
未
這
樣

1

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心情變化。

5

4

3

2

1

2

我會把自己的感覺跟別人說。

5

4

3

2

1

3

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不讓這些情緒影響自己或別人。

5

4

3

2

1

4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我會儘量往好的方面去想。

5

4

3

2

1

5

別人難過時，我可以感覺得出來。

5

4

3

2

1

6

別人被取笑時，我可以瞭解他心裡的感受。

5

4

3

2

1

7

如果不小心和別人起衝突，我會好好的跟別人說。

5

4

3

2

1

8

我知道自己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

5

4

3

2

1

9

我可以正確的表達出自己現在的感覺。

5

4

3

2

1

10

別人罵我時，我會控制住情緒，不會罵回去。

5

4

3

2

1

11

我會把困難當成一種挑戰，想辦法去克服它。

5

4

3

2

1

12

從別人臉上的表情，我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心情怎麼樣。

5

4

3

2

1

13

別人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去安慰他。

5

4

3

2

1

14

下課時，同學喜歡跟我一起玩。

5

4

3

2

1

15

當我覺得害怕時，我知道是什麼原因使我感到害怕。

5

4

3

2

1

16

我會跟朋友或家人分享我的快樂。

5

4

3

2

1

17

心情不好時，我會想辦法讓自己暫時忘掉不愉快的事。

5

4

3

2

1

18

我會鼓勵自己達成心中的目標，不要半途放棄。

5

4

3

2

1

19

從別人說話的口氣和方式，我可以知道他的心情好不好。

5

4

3

2

1

20

我能瞭解別人這樣做或這樣想的原因是什麼。

5

4

3

2

1

21

我知道如何和別人交朋友。

5

4

3

2

1

22

我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的心情產生改變。

5

4

3

2

1

23

我會用適當的表情、動作或聲音來表達心情。

5

4

3

2

1

24

心情不好時，我會做些事情讓自己的心情好過一點。

5

4

3

2

1

25

我相信只要能解決困難，就可以達到我的目標。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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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題目內容

次

總
是
這
樣

經
常
這
樣

有
時
這
樣

很
少
這
樣

從
未
這
樣

26

我可以感覺到別人的心情變化。

5

4

3

2

1

27

別人跟我講心事時，我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5

4

3

2

1

28

和別人產生衝突時，我會用適當的方法來解決。

5

4

3

2

1

29

我可以區別出各種不同的感覺和心情。

5

4

3

2

1

30

我可以正確的說出自己現在的心情。

5

4

3

2

1

31

我會儘量讓自己快樂一點。

5

4

3

2

1

32

我會有毅力的完成該做的事。

5

4

3

2

1

33

我知道別人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

5

4

3

2

1

34

好朋友難過時，我會向他表達我的關心。

5

4

3

2

1

35

同學吵架時，我會勸他們不要爭吵。

5

4

3

2

1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第四部份】幸福感受量表
◎ 小朋友，請在閱讀以下問題之後，在選項中圈選一個最適合你的答
案，並將該選項圈選起來。以下資料絕對保密，請安心作答。

題

題目內容

次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1.

我覺得周圍的人很關心我。

5

4

3

2

1

2.

我時常保持愉快的心情。

5

4

3

2

1

3.

我覺得我的生活過得很充實。

5

4

3

2

1

4.

我的學業表現能帶給我成就感。

5

4

3

2

1

5.

我時常有機會到各地去玩。

5

4

3

2

1

6.

我覺得大家都喜歡我。

5

4

3

2

1

7.

我的生活是充滿歡笑和愉快的。

5

4

3

2

1

8.

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5

4

3

2

1

9.

我的學習表現一直有進步。

5

4

3

2

1

10.

我覺得我的生活自由自在，不會受到許多控制。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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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題目內容

次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

11.

我有許多好朋友。

5

4

3

2

1

12.

我喜歡以樂觀的態度來看待事情。

5

4

3

2

1

13.

我對我生活中發生的事有投入感和參與感。

5

4

3

2

1

14.

我覺得生活很有意義、很有目標。

5

4

3

2

1

15.

我時常能擁有我想要的東西。

5

4

3

2

1

16.

我時常被周圍的人稱讚。

5

4

3

2

1

17.

我時常笑容滿面。

5

4

3

2

1

18.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5

4

3

2

1

19.

生活中的很多事，因為有我的參與會變得更好。

5

4

3

2

1

20.

我時常有許多空閒時間做我想做的事。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你的協助~
請從頭到尾再檢查一次。 是否每一題都選了一個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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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問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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