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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關係研究
之後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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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臺灣地區的17篇碩士、博士論文和期刊，以後設分析探討情緒智力和
高層次思考的關係，發現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在整體效果量具有正向顯著關係。
調節變項在理論推導方面，國中小學的效果量大於高中大學和工作員工、資優和一
般學生效果量高於工作員工、2007年到2009年效果量低於之前研究，以及批判思
考、創造力和創新行為的效果量小於問題解決；研究設計方面，以臺灣單一縣市的
效果量高於臺灣各地、樣本人數越多而效果量越小、抽樣隨機程度越高，其效果量
越小。綜合上述，將提供相關實務與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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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在是多變的文化社會和知識爆炸的年代，所以學生的學習也要多元化發展，
必須讓思考充滿彈性與創意，不應該在著重於傳統知識的背誦，應該要重視高層
次思考的學習，包含創造力、創造思考、創新行為、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等（徐
永康，2012；葉玉珠，2002；Fujita, Yaacov, Nira & Maya, 2006; Udall & Daniel,
1991）。然而，這些高層次思考學習，其實亦與情緒的處理有關，英國政府教育與
技巧部門（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則提出，未來教育應重視學
生的情緒，並且舉行相關會議制訂如何有效提升情緒控制與表達的能力，因為涉及
到學生未來人際相處、問題解決與學習成效（DfES, 2003, 2004）。
而情緒以正向情緒對高層次思考有較多文獻支持。許多研究均指出正向情
緒可以有效影響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創造力、彈性思考（flexible
thinking）和問題解決（probling solving）（Amabile, Barsade, Mueller & Staw,
2005; Aspinwall, 1998; Isen, 2000; Isen & Reeve, 2005）。但是，近年來亦有負向
情緒有助於創造力的說法，Gnezda（2011）認為腦中有許多創意點子時，其實
情緒可能不是最愉悅的時候，反而是困難任務、心情挫敗和自我懷疑時；George
（2007）與George和Zhou（2002）則指出負向情緒有較高的創意表現，必須在要
求的任務富有挑戰性和更細緻結果的時候。正負向情緒對高層次學習有不同的見
解，其實來自於高層次思考的施測任務的要求不同所致。
然而，正負向情緒經由神經科學與發展心理學來說，有時候是先天成長環境、
腦部運作與內分泌所致（Gazzaniga, Ivry & Mangun, 2009; Gnezda, 2011; Haier &
Jung, 2008; Jensen, 2005; Marshall, Fox, Nelson & Zeanah, 2004; Schiller & Willis,
2008），如果有過度傾向正負向情緒者，除非嚴重患者可以透過藥物或手術控制而
改善，否則基本上在不影響正常生活下，會視為是正常健康的個體；然而，以教育
的角度來說，情緒過度講求先天與生長環境，反而顯得失去教育的意義，應該教導
學生認識、瞭解、調節、控制自己的情緒，以便學習並與他人相處，這就是情緒智
力的重要。
據此，本研究將以後設分析探討情緒智力與高層次學習的關係，希望能提供科
學性的數據，作為教學課程或者政策制訂的參考。

一、情緒智力與高層次學習的內涵
關於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emotional literacy）一詞，雖然翻譯有
異，但是意涵一致，大致意指瞭解或辨別自己或他人情緒，並加以因應與調節的能

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關係研究之後設分析

31

力。Averill（1999）認為情緒在是一種系統性的原始反應，有時候會透過社會環境
和思考過程而被喚起，而情緒智力則是再認、瞭解、掌控和適當表達情緒的能力，
可以幫助自己和他人成功成長。Salovey和Mayer（1990）則認為情緒智力是一種
觀察監督自己或他人感覺情緒，作為自己未來思考和行動的判斷標準。最後，Yeh
（2008）提出情緒調節策略（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有助於創造力發展，所
謂的情緒調節策略瞭解情緒、保持和維持熱誠，有點相似於情緒智力和正向情緒的
實際作法。
另外，關於高層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 或 high-level thinking），葉
玉珠（2002）和Udall與Daniel（1991）認為高層次思考至少包括三種思考：
批判思考、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其中，葉玉珠進一步指出，基礎層次思考
（Basic-level thinking）包含記憶（memory）、回憶（recall）、基本的理解（basic
comprehension）及觀察技巧（observation skill）；高層次思考或稱為複雜層次思
考complex-level thinking）則是多重答案與複雜的心理思考歷程，有個體主觀判
斷存在。Pyone 和 Isen（2011）綜合6篇研究成果，發現情緒會影響自我控制以及
後續行為抉擇，根據行為辨識理論（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與解釋水平理論
（construal-level theory）低層次思考（low-level thinking）僅能針對一般問題反
映；而高層次思考則有行為動機與心理認知歷程的複雜運作，才能進行長遠的規劃
與重要的決定（Fujita et al., 2006; Vallacher & Wegner, 1989）。徐永康（2012），
高層次思考不是解決表面問題，而是深入問題與情境中，找出適合的答案與批判問
題。而此高層次學習，也可以是為是認知領域的高層次目標，按認知簡繁程度，依
序為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價，近來增加創意，高層次學習則是屬於
後者較為繁雜與高層次的部分（張春興，1996；Bloom, 1956）。
綜合上述，情緒智力意旨個體對自我或他人情緒的瞭解、控制、調解和表達；
至於高層次思考引用葉玉珠（2002）與參酌其他文獻，可知包含批判思考、創造
思考（創造力）與問題解決，涉及個人判斷、抉擇、規劃等複雜心理歷程，以解決
複雜的問題與情境。本研究的高層次思考，將由批判思考、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組
成；而創造思考就其定義，其實與創造力類似，一併納入分析。

二、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之間的關係
許多研究均指出情緒智力和正向情緒有助於創新（innovation）和問題解決思
考，可以增進未來的創造力能力（Guastello, Guastello & Hanson, 2004; Kaugars &
Russ, 2000; Lee & Sternthal, 1999; Yeh, 2008）。而情緒智力與正向情緒有某種程度
重疊，但是不可全然等同視之，因為情緒智力強調情緒的瞭解與控制，使行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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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做出正確抉擇；綜上可知，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文獻傾向正向的關
係。
關於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的關係，目前研究都採取正向肯定的態度。李之光
和潘宇倢（2011）以幼稚園8位幼童為研究對象，三角檢定法發現創造性戲劇可以
增強幼兒的情緒表達、創造力、情緒敏感度和適當的情緒表達。至於Yeh（2008）
以三個微系統的個人變項，年紀、情緒調節策略、氣質瞭解創造力，以114位4到6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發現6歲兒童的創造力高於其他孩童、情緒調節策略有助於改
善兒童創造力、創造戲劇教學有助於兒童創造力發展等。Yeh甚至指出情緒調節策
略可以調解情緒表達，有助於認知變通（cognitive flexibility）和創意的問題解決
（creative problem-solving）。葉碧玲和葉玉珠（2001）認為高批判思考者和高情
緒智力者均具備反省、監控和後設能力，所以可以相輔相成。由此可知，高層次思
考中的問題解決思考與創造力，與情緒的控制和認知有關係存在。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幽默是轉換情緒的機制，會增加創造力，而幽默亦可視
為情緒智力的一種，面對工作學習的一個態度轉換和處理。陳學志（2004）認為
幽默可以讓人面對緊張情境時，自得其樂、放鬆心情、歡愉氣氛，營造正向的情
緒反應，所以有助於創造力的發展。邱發忠（2010）甚至認為創造力和幽默是密
切相關的概念，在本質、歷程和產出有極大相似性，幽默會讓個體產生失諧有趣與
愉快的情緒，進而影響創造力的表現。邱發忠、陳學志、徐芝君、吳相儀和卓淑玲
（2008）認為內隱和外顯因素是獨立分開的心理歷程，對於創造力的研究以外顯
認知居多；但是，情緒卻是以內隱方式影響個體創造力的表現，尤其以正向情緒
有助於創造力發展，至於負向情緒則是會增加皮質的喚起，引發較少的知識節點
（node）被激發，甚至會干擾知識節點的結合。最後，邱發忠（2010）的研究整理
指出，幽默的激發與右腦有密切關係，甚至是創造力思考的激發來源；但是，此研
究中的右腦激發並非以機密電腦儀器進行測量，例如：fMRI，而是一種操作任務
的分數評量結果，所以會有內部效度之疑慮。
綜合上述，可知諸多文獻支持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的關係；然而，均屬於
單一實驗研究結果與理論性之文章，本研究將首先嘗試以後設分析統整國內相關文
獻，以提出整合性的結果與結論，希望能提供科學性的數據佐證情緒智力與高層次
學習的關係，作為教學課程或者政策制訂的參考。

三、影響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關係的其他因素
本研究認為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有可能受到樣本層級、研究年代、
施測地區、樣本人數、抽樣方法、樣本性質和高層次思考內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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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樣本層級方面，葉玉珠、李梅齡、葉玉環、林志哲和彭月茵（2006）
自行發展4到6歲幼兒創造力測驗，發現男女幼兒在創造力表現沒有顯著差異，而
年紀越大的幼兒，創造力表現越好，以及Yeh（2008）發現6歲兒童的創造力高於
其他孩童，均指出年齡會是一個影響高層次思考的變項；研究年代方面，過去研究
比較支持正向情緒有助於高層次思考（Amabile et al., 2005; Aspinwall, 1998; Isen,
2000; Isen & Reeve, 2005），近來文獻也逐漸支持負向情緒的功能（George, 2007;
George & Zhou, 2002; Gnezda, 2011），所以研究的年代也有可能產生關係上的改
變；樣本性質方面，張玉佩和潘裕豐（2008）發現國小美術資優生資優組在感官、
智能、想像和情緒激動表現高於普通生，也有較佳的創造力得分，所以是否為資優
生做為調節變項，可以作為培養一般生情緒智力的依據；最後，高層次思考內涵，
如葉玉珠（2002）和Udall與Daniel（1991）認為高層次思考至少包括三種思考：批
判思考、創造思考（創造力）與問題解決，批判思考為議題解析、創造思考為新的
觀點產品、問題解決達成目的的抉擇（葉玉珠，2002; Presseisen, 1985），本研究
認為高層次思考的次級內涵，其實亦有些許差異，亦有可能會影響情緒智力和高層
次思考關係推論，所以將做為調節變項進一步分析。另外，其他納入可能影響情緒
智力和高層次思考關係的施測地區、樣本人數、抽樣方法變項，則是考量研究設計
與方法，可能會相關係數產生影響而納入分析。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理論推導方面，有樣本層級、研究年代、樣本性質和高層
次思考內涵等調節變項；研究設計方面，有施測地區、樣本人數和抽樣方法等調節
變項，探討對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關係的影響，可作為未來研究與實驗設計之參
考。

貳、研究方法
一、後設分析方法與效果量的計算
本研究以Meta Win第2版進行分析，將每篇文章所提供的皮爾遜相關係數
（person correlation），或者用共變數（covariance）轉換而成的皮爾遜相關係數，
以後設分析中的相關係數分析進行費雪Z轉換（Fisher ’ s Z-transform），以求得每
篇文章的效果量和效果量變異（Rosenberg, Adams & Gurevitch, 1999），呈現於
附錄中。另外，整體效果量同時將以隨機模式（random model）和固定模式（fix
model）進行計算，如果同質性檢定達顯著者，將進行後續調節變項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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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Meta Win第2版將每篇文章所求的效果量，以SPSS第12版得知平均數
為.35；標準差為.22，以正負1.96的標準差，間距為.78到-.08之間作為極端效果量
的判斷，發現本研究最高與最低效果量為.76和-.05，均在此範圍內，所以本研究的
17篇分析文章並無極端效果量。

二、取樣標準與資料來源及輸入
（一）取樣標準
本研究取樣標準共計5項，如下所述：
1. 研究主題必須探討情緒智力與高層次思考的關係，高層次思考的定義與內涵
要包含創造思考（或者創造力、創新）、問題解決以及批判思考。
2. 研究方法必須提供相關係數等可分析數據，或者可將分數轉換成相關係數的
數據，例如：共變數；至於多元迴歸分析、典型相關、結構方程模式等，由
於涉及加權或因素刪減等，則不納入分析。
3. 研究發表與受試者侷限於臺灣地區，包含碩博士論文和期刊；但是，不包含
研討會論文。
4. 分析文章必須清楚載明發表年代、樣本數、受試者性質等，以利於後設分析
的效果量計算或者相關調節變項分析。
5. 如果國家圖書館無提供電子全文，亦無書面紙本資料；透過其他管道亦無法
取得全文者，亦刪除之。
上述取樣標準，如有一項未符合之文章，則刪除之。

（二）資料來源及輸入
本研究分析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之間的關係，資料來源以國內碩博士論文
和期刊為主，不包含研討會論文。資料搜尋關鍵字為「（情緒智力或情緒智商）
與高層次思考」、「（情緒智力或情緒智商）與批判思考」、「（情緒智力或情緒
智商）與（創造思考或創造力或創新）」、「（情緒智力或情緒智商）與問題解
決」、「（情緒智力或情緒智商）與（批判思考或思考）」，於國家圖書館的臺灣
碩博士論文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包含CEPS 中文
電子期刊和CETD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進行搜尋，共計取得文獻26篇，刪除重複與
不符合取樣標準之論文與期刊9篇，共計取得17篇可分析論文和期刊，有效可分析
文獻占取得文獻的65%，資料詳如附錄。
另外，關於資料的輸入，本研究以研究者本身自行輸入資料，依據欲分析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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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設計輸入表格，第一次輸入之後，隔1個禮拜再輸入一次，前後2次輸入相關係數
為.98到.96之間，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之後，會針對輸入前後不一致的變項，與
他人討論後決定。

三、變項定義
（一）情緒智力
情緒智力問卷中，有15篇是直接引用他人量表，其餘是自編或修訂他人量表；
每篇文章均提供信度與效度分析，僅有一篇只提供信度分析。情緒智力量表因素分
類，有些文章分成情緒界定、運用（使用）、瞭解和管理等四個因素；有些分成認
識自我情緒、管理、自我激勵、認知他人和人際情緒管理因素；有些分成自我和他
人情緒的認識與管理。本研究將以每個因素為單位，以提供的相關數據轉換成效果
量，然後加總平均成每篇文章的效果量；所以，每篇文章只有一個效果量進行分
析。

（二）高層次思考
高層次思考問卷中，可分成創造思考（或者創造力、創新）、問題解決以及批
判思考三種問卷；17篇文章中，有2篇使用2種問卷，所以到高層次思考內涵的調節
變項分析時，會有19個效果量進行計算；另外，有13篇是直接引用他人量表，其
餘6篇是自編或修訂他人量表；最後，有5篇僅提供信度或效度分析，其餘則是信度
與效度均有提供。創造思考（或者創造力、創新）方面，有些以問卷加總分數進行
相關分析，有些分成語文或圖形流暢力、變通力和精進力。問題解決方面，有些文
章從處理態度分析，分成自信、趨避、認知和自我控制，其中趨避意指為逃避，將
反向計分；有些文章從歷程著手，分成察覺、設法解決、逐步解決和預想後果等問
題解決策略或方法。批判思考方面，有些文章分成系統分析力、心胸開放和認知成
熟；有些分成批判思考意象和技巧。

（三）調節變項
本研究調節變項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探討，分別為理論推導與研究設計：理論推
導方面，有樣本層級有國中小學、高中大學和工作員工；研究年代有1999年到2005
年、2006年和2007年到2009年；樣本性質有資優學生、一般學生和工作員工；高
層次思考內涵有創造力和創新行為、問題解決與批判思考。研究設計方面，施測地
區有臺灣單一縣市、臺灣各地；樣本人數有300人以下、301人到800人、800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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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抽樣方法有完全隨機、便利或立意抽樣和層級抽樣。上述將以調節變項，探討
影響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之間的關係，如果組間Q值（Q between，簡稱Q B）達
顯著者，將進行事後比較。

四、出版偏誤檢定
本研究將以Meta Win所提供的Rosenthal's Method的FSN（fail-safe number）
值對17篇效果量進行出版偏誤檢定，Rosenthal's Method值為4639，表示要再增加
4639篇才可以推翻本研究結果，而此值亦大於容忍門檻（tolerance level）5k+10，
17篇容忍門檻為95，可見此出版偏誤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唯，Meta Win亦提供等
級相關係數檢定出版偏誤，可是適用於75篇以上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未以此檢定出
版偏誤（Rosenberg et al., 1999）。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整體效果與同質性檢定
本研究的整體效果量和同質性檢定，呈現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以17篇文章
探討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關係的整體效果，在固定模式方面，效果量為.28，95
信賴區間為.26到.30；在隨機模式方面，效果量為.36，95信賴區間為.23到.47，可
知無論在固定模式或者隨機模式，信賴區間均不包含0，表示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
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
另外，同質性檢定方面，固定模式的Q總量（Q total）為427.11，達到統計.01
顯著水準，表示還有其他變項可能影響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所以後續
將以固定模式進行後續的調節變項分析；至於隨機模式的Q總量為14.68，未達統
計.05顯著水準，表示沒有其他變項影響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
表1

整體效果量和同質性檢定

效標變項

模式

篇數

效果量

95% CI

Q total/df

高層次思考

固定

17

.28

.26-.30

427.11**/16

隨機

17

.36

.23-.47

14.68/16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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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節變項分析
本研究調節變項分成兩個部分以固定模式進行探討，分別為理論推導與研究
設計部分：理論推導方面，有樣本層級、研究年代、樣本性質和高層次思考內涵變
項；研究設計方面，有施測地區、樣本人數和抽樣方法變項，詳述如下：

（一）理論推導之調節變項
本研究調節變項在理論推導部分，呈現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樣本層級方
面，組間Q值28.22達統計.01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國中小學的效果量大於高
中大學和工作員工，至於組內Q值（Q within，簡稱Q W）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
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研究年代方面，組間Q值15.92達統計.01顯著差異，
事後比較發現，1999到2005年和2006年的效果量大於2007年到2009年的研究，至
於組內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樣本性質方面，
組間Q值15.26達統計.01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資優學生和一般學生的效果量
大於工作員工，至於組內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
響；高層次思考內涵方面，組間Q值64.03達統計.01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創
造力和創新行為、批判思考的效果量小於問題解決，除了批判思考外，其他組內
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上述組內Q值均達統
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可是礙於篇數限制；故，期待未
來研究繼續增加國外研究或者其他相關研究，再繼續進行探討，以釐清情緒智力和
高層次思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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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理論推導之調節變項
調節變項

樣本層級

QB / df

篇數

28.22**/2

17

效果量

95% CI

QW

1＞2、3

（1）國中小學

6

.35*

.31-.40

190.66**

（2）高中大學

4

.25*

.20-.31

65.30**

（3）工作員工

7

.22*

.16-.27

142.94**

15.92**/2

研究年代

17

1、2＞3

（1）1999年-2005年

6

.31*

.27-.36

39.10**

（2）2006年

6

.31*

.26-.35

247.47**

（3）2007年-2009年

5

.22*

.16-.27

124.62**

15.26**/2

樣本性質

17

1、2＞3

（1）資優學生

3

.34*

.23-.45

7.78**

（2）一般學生

7

.29*

.26-.33

261.13**

（3）工作員工

7

.22*

.16-.27

142.94**

高層次思考內涵（註1）

64.03**/2

2＞1、3

（1）創造力和創新行為

7

.27*

.23-.32

150.92**

（2）問題解決

10

.43*

.39-.46

86.09**

（3）批判思考

2

.21

-.26-.67

.06

* p < .05

事後比較

** p < .01

註1：李宛育（2004）和任國炙（2006）同時探討高層次思考內涵（1）和（2）與情緒智力的關
係，所以在高層次思考內涵的調節變項分析時，分開計算效果量。

（二）研究設計之調節變項
本研究調節變項在研究設計部分，呈現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施測地區方
面，組間Q值4.11達統計.05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臺灣單一縣市的效果量大於
臺灣各地，至於組內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樣
本人數方面，組間Q值82.03達統計.01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300人以下的效果
量大於其他樣本人數，而301人-800人又大於800人以上，至於組內Q值均達統計.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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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抽樣方法方面，組間Q值27.33達統
計.01顯著差異，事後比較發現，完全隨機的效果量小於其他抽樣方法，而便利或
立意抽樣又小於層級抽樣，至於組內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
他變項影響。上述組內Q值均達統計.01顯著水準，表示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影響，
可是礙於篇數限制；故，期待未來研究繼續增加國外研究或者其他相關研究，再繼
續進行探討，以釐清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之間的關係。
表3

研究設計之調節變項

調節變項

QB / df

篇數

施測地區

4.11*/1

17

（1）臺灣單一縣市
（2）臺灣各地
82.03**/2

樣本人數

效果量

95% CI

QW

1＞2

10

.32*

.27-.36

121.42**

7

.27*

.24-.30

301.58**

17

1＞2、3

（1）300人以下

7

.47*

.41-.56

15.11**

（2）301人-800人

6

.32*

.27-.36

261.64**

（3）800人以上

4

.20*

.15-.25

68.33**

抽樣方法（註1）

27.33**/2

16

2＞3

2、3＞1

（1）完全隨機

3

.21*

.12-.30

128.65**

（2）便利或立意抽樣

8

.27*

.23-.31

86.47**

（3）層級抽樣

5

.35*

.30-.40

181.05**

* p < .05

事後比較

3＞2

** p < .01

註1：葉碧玲（1999）的抽樣方法不明確，所以省略之。

三、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後設分析探討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並以樣本層級、研究年
代、施測地區、樣本人數、抽樣方法、樣本性質和高層次思考內涵作為的調節變項
進行分析，相關討論如下：
首先，整體效果量無論在固定模式或者隨機模式，均證實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
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與李之光和潘宇倢（2011）、葉碧玲和葉玉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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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stello等人（2004）、Kaugars和Russ（2000）、Lee和Sternthal（1999）以及
Yeh（2008）研究結果一致；由此可知，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有所關連，所以應
該加強情緒智力的學習，以因應多變的文化社會和知識爆炸的年代應該具備的高
層次思考能力。關於情緒智力的學習，Spendlove（2007）指出，情緒智力可以透
過人際交往和學校課程加以習得，在個人方面，可以從自我尊重（self-esteem）和
自我瞭解（self-understanding）出發；過程方面，複雜、多面向以及有領域特定性
的；產物方面，必須具備環境、社會和心理的影響力；所以，這些方面是未來教
育學生情緒智力的參考指標。另外，Moulson、Fox和Zeanah （2009）、Wismer、
Fries和Pollak （2004）、Pollak、Cicchetti、Hornung和Reed（2000）、Pollak和
Kistler（2002）均指出學齡前處於非正常環境下成長的孩童，會影響幼兒辨識不同
情緒，亦即影響臉部歷程系統（face-processing system）的發展，導致這些學生無
法正確辨識不同情緒，有較弱的情緒智力表現，例如：孤兒院的孩子；所以，注重
孩子的成長環境，教導觀察監督自己或他人感覺情緒，培養情緒智力的能力，是教
育當局應該加強注意的，尤其是特殊環境下成長的孩子。
其次，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會受到理論推導之調節變項的影響，
諸如：樣本層級、研究年代、樣本性質和高層次思考內涵。在樣本層級和樣本性
質方面，國中小學的效果量大於高中大學和工作員工，以及資優和一般學生效果
量高於工作員工，似乎與年紀和環境有某種程度的關係（葉玉珠等，2006；Yeh,
2008），個體成熟與環境開放程度？有待後續進一步分析。研究年代方面，2007
年-2009年效果量低於之前研究，研究者認為新進的研究會站在推翻和補充的角
色，所以問卷或研究設計的考量上較為複雜等等，導致效果量不如之前研究明顯，
這是研究者主觀看法。最後，高層次思考內涵方面，批判思考、創造力和創新行
為的效果量小於問題解決，葉玉珠（2002）、Presseisen（1985）和Udall與Daniel
（1991）認為創造力和創新行為比較傾向另闢新徑、產生新的點子；批判思考是議
題分析的一種，需要瞭解情境中的特殊意涵；問題解決則是解決現有問題，為了達
到目標有所抉擇；所以，高層次思考內涵可能有本質上的差異，導致與情緒智力的
關係有所不同，以與問題解決的關係最為密切。
最後，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會受到研究設計之調節變項的影響，諸
如：施測地區、樣本人數和抽樣方法，以臺灣單一縣市的效果量大於臺灣各地、人
數越多而效果量越小、隨機程度越高而效果量越小。上述調節變項均涉及到樣本的
異質程度，如果樣本越異質的話，如施測範圍越大、樣本人數越多以及隨機程度越
高，都會使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之間的效果量越小；但是可以提高外部效度，研
究者認為蠻符合一般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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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以17篇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
而且會受到其他調節變項的影響。希望未來教育當局可以從個人、過程和產物三方
面，加強情緒智力的學習，並且注重幼年孩童的成長環境，以因應多變的文化社會
和知識爆炸的年代應該具備的高層次思考能力。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後設分析17篇國內文獻，探討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發現整
體效果量無論在固定模式或者隨機模式，均證實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具有正向顯
著關係。調節變項在理論推導方面，國中小學的效果量大於高中大學和工作員工、
資優和一般學生效果量高於工作員工、2007年到2009年效果量低於之前研究，以
及批判思考、創造力和創新行為的效果量小於問題解決；研究設計方面，以臺灣單
一縣市的效果量大於臺灣各地、人數越多而效果量越小、隨機程度越高而效果量越
小。整體來說，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而且會受到其他調節變
項的影響。綜合 上述，將提供相關建議。

二、建議
（一）教導學生情緒智力，因為與高層次思考能力有關，尤其是非正
常環境下成長的孩童
本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而情緒智力是可以被教
導，所以教育當局可以參考英國政府教育與技巧部門或者Spendlove學者提出的個
人、歷程和產物方面，建立學習情緒智力的教學指標，作為教育當局與教學者之教
學設計與課程安排之參考，以利學生因應多變的文化社會和知識爆炸的年代應該具
備的高層次思考能力。最後，對於非正常環境下成長的孩童，成長過程中，可能有
辨識情緒等障礙，將會影響其未來交友、人際相處與相關學習，所以要高關懷輔導
其情緒智力的能力。

（二）深入瞭解調節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關係的變項
本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會受到理論推導之樣本層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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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樣本性質和高層次思考內涵等調節變項的影響；但是，影響原因究竟是個體
成熟、環境開放、內涵本質差異、時間因素？其實是需要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的。
至於研究設計之施測地區、樣本人數和抽樣方法等調節變項，則證明研究結果會受
到樣本異質程度的影響，也涉及到外部效度的問題，均是未來研究要注意的。

（三）增加國外或者其他研究結果，完整釐清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
的關係
本研究雖然發現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具有正向顯著關係；但是固定模式的Q
總量和調節變項的組內Q值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證明研究結果可能還受到其他變
項影響，本研究礙於篇數限制，無法進一步探討。未來可以嘗試加入國外或者其他
相關研究，希望能夠完整釐清情緒智力和高層次思考的關係。另外，本研究高層次
思考引用葉玉珠（2002）與參酌其他文獻，分成批判思考、創造思考（創造力）與
問題解決，未來或許可以將思考分成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和聚歛 性思
考（convergent thinking）等其他分類，以提供不同論述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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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期刊資料

刪除理由

效果量

效果量
變異

0.24

.00

1

國立政治 教育研究所
大學生情緒智力信
大學
碩士論文
念、創造力信念與情
王佳玲 2003
緒智力、創造力之關
係

2＊

國中生情緒智力、領
國立臺灣 創造力發展 數據不足：只
導才能與創造力的差 周美志 2009 師範大學 碩士在職專 提供描述統計
異與相關研究
班碩士論文 資料

3

情緒智力、衝突、創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
造力與工作績效之關 詹玉湘 2007
系研究所碩
係
士論文

0.40

.00

4

中興大學 企業管理學
護理人員創造力人
系所碩士論
格、情緒智力、問題
任國灸 2006
文
解決與工作績效之關
係

0.41

.01

5＊

靜坐對國小學童創造
力與情緒智力之影響

國立臺北 教育心理與 實驗操弄，無
師範學院 輔導學系碩 可分析的相關
周美麗 2004
士班碩士論 數據
文

6

國民小學資優生情緒
國立彰化 特殊教育學
智力與問題解決態度 黃善貴 2008 師範大學 系所碩士論
之相關研究
文

0.47

.01

7

致遠管理 教育研究所
臺南縣國民中學學生
學院
碩士論文
情緒智力、問題解決
吳健民 2007
態度與學業成就相關
之研究

0.31

.00

8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
師範大學 士論文
童情緒智力、生命態
張文琪 2006
度與問題解決能力之
相關研究

0.76

.00

9

高雄縣國中生生命態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度、情緒智力與問題 蔡美惠 2006 師範大學 士論文
解決態度之相關研究

0.04

.00

10

國立彰化 商業教育學
情緒智力對高職商業
師範大學 系碩士論文
類科學生問題解決態
度與生活適應之影響 黃惠琳 2006
研究－以臺南地區為
例

0.2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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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量

效果量
變異

11

國中資優生情緒智力
國立高雄 特殊教育學
與問題解決態度之相 張雅萍 2006 師範大學 系碩士論文
關研究

0.41

.00

12

高雄縣高中生情緒智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力、生命意義感與問
師範大學 士論文
許美蓮 2006
題解決態度之關係研
究

-0.05

.00

13＊

國小高年級學童情緒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以多元逐步迴
智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師範大學 士論文
歸分析，無可
曾玉芷 2006
關係之研究
分析的相關數
據

14

臺灣國際觀光旅館產
業工作人員情緒智
沙
力，問題解決能力與
績效之研究

0.56

.02

15

情緒智力對高職工業
國立彰化 工業教育與
類科學生問題解決態
師範大學 技術學系碩
劉嘉益 2004
度與生活適應之影響
士論文
研究

0.42

.00

16＊

高雄地區高中生批判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多元逐步迴歸
思考、情緒智力與問
師範大學 士論文
分析，無可分
郭乃菁 2001
題解決態度之相關研
析的相關數據
究

17

＊

中興大學 高階經理人
碩士在職專
荃 2005
班碩士論文

兒童認知風格、情緒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多元逐步迴歸
智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羅芝芸 1998 師範大學 士論文
分析，無可分
之相關研究
析的相關數據

18＊

主管的領導風格及情
國立高雄 國際企業系 無線上檔案，
緒智力與部屬的工作
應用科技 碩士論文 國家圖書館亦
巫嘉玲 2009
績效及創新績效的關
大學
無紙本書面資
聯之研究
料

19

玩興與情緒智力對員
國立中山 人力資源管
工創新行為之影響
陳巧如 2008 大學
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0.00

.00

20

員工情緒智力、批判
國立中正 成人及繼續
思考意向與創造力績
大學
教育研究所
效關係模式之研究： 李宛育 2004
碩士論文
以臺灣資訊產業研發
人員為例

0.58

.0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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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情U型自尊」團
國立臺灣 教育心理與 實驗研究加上
體方案對國小低自尊
師範大學 輔導研究所 質性訪查和觀
兒 童 自 尊 、 理 性 思 沈鈺珍 2001
碩士論文 察結果，無可
考、情緒智力之輔導
分析的相關數
效果研究
據

22

國立中正 勞工研究所
工程專業人員情緒智
大學
碩士論文
力、個體學習與工作
張毓志 2000
績效之關係：系統思
考觀點

0.29

.01

23

國中生人口變項、智
國立中山 教育研究所
力、批判思考與情緒 葉碧玲 1999 大學
碩士論文
智力之關係

0.20

.00

24＊

國立高雄 教育學系碩 只有對學業成
國小學生批判思考、
師範大學 士論文
就的相關分
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就
析，無批判思
關係之研究
劉清芬 1999
考與情緒智力
的相關係數

25

員工之主管情緒智力
品質學報 16(6)。
知覺對其創新行為之 唐永泰 2009
461-478。
影響

0.63

.00

26＊

教育心理 32(2)。
國中生性別、年級、
學報
45-69。
父母教育程度、批判 葉碧玲
2001
思考與情緒智力之關 葉玉珠
係

註：＊係指未納入探討之論文或期刊資料

區別分析，無
可分析的相關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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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igh-level Thinking
Pei-Ching Chao *, Fang-Chung Chang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size (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igh-level thinking within 17 master's &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nd periodicals with meta-analysis in Taiwan. It fou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igh-level thinking. As for the
moderator variables on theoretical aspect, the ES of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senior high students, undergraduates and employees; the ES
of 2007 to 2009 studies was smaller than previous studies; the ES of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were smaller than problem solving. Regarding
the methodological aspect, the ES of single-country samples was higher than mixedcountry samples; the ES of large samples was smaller than the small samples; the ES
of high random sampling was smaller than low random sampling.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eta-analys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igh-leve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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