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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您 的
一 封 信

青 春 不 迷 茫 ， 未 来 可 期  !

您了解自己的興趣、優勢是什麼嗎？
你了解自己該往哪一個專業領域去努力嗎？
你知道該如何規劃自己想要的未來嗎？

此刻如果你對自己的目標、擇業、未來、人生規劃處於迷茫狀
態，那麼，現在可以搭配ＴＰＥＳ多元智能評量，幫助你更精
確且快速的了解自己優勢潛能及相對應的學科和專業發展方向，
並“揚長避短”規避劣勢，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到極致，並提早
培養興趣、規劃職業方向，可以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人生，成就
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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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何謂多元智能
了解個人天賦，自由發揮潛能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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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評斷一條魚，
它將終其一生覺得自己是笨蛋。

⸻愛因斯坦

每個人都聽過行行出狀元，但當要將腦內模糊的幻想，實際描繪成現實時，
只有非常少數的人能夠精準知道自己想要朝哪一行發展，成為哪一業的狀
元，且能樂在其中。但絕大多數的人們都是跟著潮流或是父母、師長的期
望，茫然踏上已經被規劃的軌道，一步步向前邁進。在這類型的人們中，
只極少數的幸運者誤打瞎撞踏上自己興趣與擅長的領域; 有少部分的人
則能在求學期間，驚覺自己踏上難以發揮所長的領域，趕快尋尋覓覓，另
謀出路; 剩下絕大多數人，則努力依循已規劃路線往前邁進，企盼奇蹟
出現，自己終有一日會愛上自己或他人幫自己所選擇的科系，能在未來求
職的工作上登峰造極、揚眉吐氣。

雖“ 天生我材、必有用”，但現實總是殘酷，當不了解自己的“ 天生
我材”，該往哪個領域發展？不清楚自己的強項，該往哪個行業前進？當
盲目投入職場，不小心入錯行時，往往會迷失在徬徨、挫敗與尋覓裡，當
經年累月浪費心神與精力在茫然與挫折的歲月，終有朝一日一根良木將慢
慢腐朽成難以雕塑成形的朽木。因此，在生命正盛時，能找到自己的長項，
清楚可以發揮所長的領域，是件極重要的事。但如何找到自己足以發揮所
長的領域，以及未雨綢繆做好未來職場規劃呢？

很多人都聽過多元智能，但很少人會將多元智能與自己的求學、未來求職
發展聯想在一起，也常以為多元智能是專家或是老師需要了解的教育理論，
與自己的未來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其實不然。

當198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教育心理專家Howard Gardner提出智力架
構(Frameof Mind)，最原始的目標是讓一般社會大眾了解除了一般人所
熟悉的IQ，就是語言文字智能與數理邏輯智能外，每一個人都具有許多
不同的智能和聰明。每一個人天生都具有八大智能，但每一個人會由於基
因和環境上的差異，各種智能發展程度的不同，且以個人差異的方式來統
合、揉和腦內的多元智能，因而組成每個人獨一無二的智能光譜。任何人
都可透過自己優勢的智能，去學習其他面向的智能，知道如何運用不同方
式，理解跨領域的知識。簡而言之，每個人腦內相對強項的優勢智能，是
學習的最佳捷徑，也是最佳利器。



4

雖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程度的八大智能，每個智能也都具有創造、強化的可
能性，但絕大部分的人只擁有某ㄧ、二或數項特殊卓越的優勢智能，而難
以每項智能樣樣都是強勢。例如：科學界的天才愛因斯坦，他在數學、物
理有卓越的智能和成就，但在人際、肢體律動領域，就難以有同等表現。
如果，每個人能夠清楚了解自己獨一無二的腦內智能光譜，找到自己優勢
的智能，不但運用優勢智能來做為學習其他領域知識的捷徑，強化自己弱
勢的智能，更可運用優勢的智能規劃未來的學習，以及職場發展。

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評斷一條魚，
它將終其一生覺得自己是笨蛋。

⸻愛因斯坦

你究竟是魚？還是可以輕易飛上枝頭當鳳凰的孔雀？難與易、痛苦與快樂
的差異，即在能否找出自己相對強烈的智能，善用自己優勢的智能，來經
營自己生命、發揮最大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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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八大智能分析結果
幫OOO找到最有效的學習路

掌握優勢智能，邁向萬能不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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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檢測分析

 智能分數排行榜

1 語言文字 94分

2 身體律動 89分 優勢

3 數理邏輯 82分 優勢

4 個人內省 77分 良好

5 視覺空間 63分 良好

6 自然觀察 56分 弱勢

6 音樂節奏 56分 弱勢

8 人際社交 40分 弱勢

 專家建議

OOO的語言文字、身體律動、數理邏輯的智能分數相當優秀，建議可以參考這
幾種多元智能的「最佳學習法」，讓OOO在學習上可以更加事半功倍，未來也
可以在擅長領域發光發熱，擁有卓越傑出的表現。

若想要補強其他智能的話，請參考「補強辦法」，希望可以靠著後天的努力，
成為更加全能的人。



7

NO.1 

語言文字智能 94 分
具有語言文字智能的人，通常他們的聽覺
敏銳，有豐富的詞彙，能巧妙運用文字來
表達想法，並且偏重於運用文字來做思考。

專長

能言善道、口才流利。
能藉由口語或文字書寫來做創作、傳達訊息或解說、分析。
有辦法用文字、語言，來說服他人。
教授知識，分析文字的使用。
能把語言結構、意義、修辭和實際使用加以結合，並運用自如。

可發展領域
政治家、翻譯家、律師、老師、作家、詩人、記者、公關、銷售業務人
員、主播、演說家、團隊領導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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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學習法

有關這個智能的學習方法，在傳統的教室和教育體系裡，運用得最多
且最豐富；包括朗讀、閱讀、背誦、抄寫、造詞、造句、作文、辯論、
小組討論、書面報告、腦力激盪和讀書研討。還有一個可以嘗試運用
的Ａ／Ｂ教學法。每個人都知道教學相長，往往是指導者，在教授的
過程中成長最多。在校同學可以在做預習時、學習後或是考前複習，
組成一個討論小組，每個人分配並負責一部分的教學內容，相互教導、
互相討論，在這個切磋的過程，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深刻體會與知識成
長。

因由在語言文字智能的優勢，可知OOO是一個善用耳到和口到，來做為
學習管道的學習者。舉凡聲音、音律、形像，都可以是OOO學習知識，
攫取資訊最強而有力的學習途徑，因此，建議在學習時，可廣泛運用：

教會別人自己正在學習的功課和新知識。
利用自問自答的方式，將學習內容擬定為問題，自己試著回答問
題。
製作自己的寫作學習檔案，來加深、理解學習內容。
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將學習的重點，自己的體悟、理解，用文字
記錄下來。
運用電腦書寫程式，來書寫、修改自己的文字創作。
多元運用圖像、文字，多元連結，來重新組合所學習的知識。
做多元且廣泛的閱讀，學習運用口語或是文字書寫來抒發、表達、
厘清自己內在的想法、情緒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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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身體律動智能 89 分
具有身體律動智能的人，能靈活操作物品，
可以優雅掌控身體肢體動作，可以藉由肢
體動作來表達、抒發自己，也可以藉由肢
體的活動，來收集資訊，汲取知識。

專長

舞蹈，身體動作優雅、協調。
精細肌由的運用靈巧，可以做出精密準確的動作。
至少精通一項運動。
可以運用肢體動作，來抒發表達內心的想法、情感。
能夠精准微妙模仿他人的動作及臉部表情。
擁有特殊的身體技巧，例如：彈性、平衡、速度、敏捷、協調，
以及自身感受和觸覺所啟發的能力。

可發展領域
運動家、舞蹈家、外科手術醫師、手工製造業、員警、軍人、消防隊員、
木匠、演員、美髮美容業、手工藝從事人員、雕塑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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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學習法

一九九五年美國腦神經協會與會的八百多名腦神經科學家綜結所有的
實驗研究，結果指出：小腦與記憶、語言學習、注意力集中、空間視
覺、情緒、肢體解讀、自我情緒紓解、規劃解決問題的能力，有著密
切的關係。亦即，小腦是腦內最忙碌的認知資訊轉播站，換句話說，
當人們進行著肢體活動、遊戲時，也不知不覺的做有效率與歡樂的學
習。

於是，有些學校開始將肢體活動與課程相結合。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小
學，將舞蹈與語言學習相結合，六個月後學生的成績提升了百分之十
三。南卡萊納州的紅崖小學，他們學校本來處在整個學區學業評估最
低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實行創意藝術課程六年後，他們學校學習成果
的整體考核，高居金字塔最頂尖的百分之五。

當我們運動時，腦內最精密的血管輸送網路，有效率地將氧氣與神經
營養素輸送到腦裡，説明腦神經的生長與網路建構，因而也間接幫助
人們的記憶與學習。

因由在身體律動智能的優勢，可以知道OOO是一個偏重手到的學習者，
因此，觸覺和動覺是OOO在學習時，最主要吸收知識、習得知識、儲存
經驗，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和管道。因而建議在學習時，可廣
泛運用：

在課餘時，養成每週固定的運動習慣，培育出至少一或兩種喜愛
的運動。
在上課、學習前，或是學習中途，尋找、把握可以運動、舒展筋
骨、發洩精力的機會。
將書本裡的知識，轉換成可以實地操作、確實體驗的經驗。
允許自己在學習時，製造讓身體輕鬆活動，或是增加觸覺觸摸的
經驗。
將學習內容轉換戲劇、角色扮演，或是運用肢體活動來呈現。
在課餘時間，多安排可以發洩精力、鍛鍊體能，且是興趣、專長
所在的體能活動。  如OO O是觸覺型的學習者，請多安排可訓練手
部精細肌肉的活動，例如捏紙黏土、製造模型、手工藝創作等活
動。
運用創意肢體活動或是一般運動，來表達、抒發、展現內在想法、
情緒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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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數理邏輯智能 82 分
具有數理邏輯智能的人，有能耐運用邏輯、
推理、數位在生活中。他們對概念的認識，
會充分運用邏輯、推理，把所有訊息拼湊、
結合起來。

專長

解決抽象或具體實際的問題。
歸納、歸類所收集到的資訊。
喜歡把玩思考抽象的理論，然後找出他們之間相互的關係。
能夠針對一件事情抽絲剝繭找出問題的癥結源頭。
質疑很多事情的發生演變。
喜歡做繁複的數理演算，操縱幾何圖形。

可發展領域
科學家、工程師、電腦程式師、研究人員、會計師、數理學家、醫學人
員、研發人員、財務人員、科技業、太空工程、電信業、人類學家、考
古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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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學習法

社會大眾對數理邏輯智能有個很深誤解，以為在學校裡數學分數很高、
計算速度很快的人，數理邏輯智能就很高，卻往往忽略數理邏輯中擴
散式的思考、解析，以及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期許高
數理邏輯智能的人具有學習興趣，同時也有效率，就需抓住一個重點，
那就是：這個學習，以及學習內容，對他們而言，必須是有意義的。
他們才能夠融會貫通，全盤理解，而不是死背的填鴨。要求高數理邏
輯智能的同學死背地理課本裡的交通、產物，還不如要他們思考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會生產這些不一樣的農作物，不同的
人文。要他們死記歷史事件、朝代，還不如讓他們比較一下兩個朝代
的政治、文化、人文、制度的發展有哪些異同。要去背誦國文裡的課
文，還不如鼓勵他們去探索，是什麼原動力促使作者寫這篇文章，為
什麼會運用這種表達方式，來抒發想法。數理邏輯智能較高的人，只
要腦子把事情想通了，所有知識就自然而然地在OOO的腦內形成一個大
家偷不走、奪不掉的知識網路。引導OOO學習的重點，再讓OOO主動出
擊，多動動腦想一想，而不是被動的去接受、死背。

總觀而言，OOO是一個心到和手到的學習者，靜心思考和動手應證
是OOO最強而有力的學習方法。因此，建議在學習時，可廣泛運用：

厘清學習內容的脈絡，理清事務、時間、位置間的關係。
搞清楚事物運作，背後的原理、概念。
對學習的內容，試著擬定出疑問、練習，然後再試著找出解決方
案。
針對學習內容，運用自己的方法、邏輯，重新組織、架構、摸清
思考脈絡。
找出學習內容的疑點，嘗試收集資料，透過實驗、應證，做更徹
底理解。
將科學知識、書本裡的學習內容，與現實運用結合。
嘗試將數位、運算和方程式，與生活運作、運用相結合。
在學習時，先反問自己為什麼課文、課程的內容為什麼做如此的
規劃？OOO的邏輯、脈絡是什麼？課程規劃的重點，又是什麼？
來讓自己更輕易進入科目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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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個人內省智能 77 分
具有個人內省智能的人，有能力去做自我
省思，關照自己內心變化，努力探索自己
的內在情感、情緒，解析自己與他人的關
係，瞭解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專長

認知、瞭解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省思、關照到自己內在的情緒變化、欲望和理想。
評估、解析自己的思考模式。
與自己內心對話。瞭解自己與他人相處的關係。
有自知之明，並能做出適當的行為，進而規劃和實踐自己的人生。

可發展領域
研究人員、哲學家、心理學家、宗教家、心靈導師、文學藝術創作者、
諮商師等。



14

最佳學習法

人際社交智能較高的人，往往需藉由在人際相處、討論時，將腦內的
思緒慢慢梳理清楚。反觀，個人內省智能較高的人，他們卻是需要有
自己獨處、清靜的時間和空間，在這段時間、空間的留白中，讓思緒
能夠沈澱，將所有事情、知識可以用自己的邏輯串連起來。當所有事
情和知識在腦裡理出脈絡之後，再進行討論、陳述、教授，則更能得
到事半功倍的學習功效。因此，個人內省智能較高的人最好的學習方
式，就是讓OOO靜下心來，用自己的方法來研習功課，或是用寫學習日
誌、心情日記的方法，來沉澱、回顧自己思考的起始，整理自己思路，
做更深入的省思探索。

因由在個人內省知能的優勢，可知OOO是一個善用心到的學習者，當能
夠在自己安全舒適小空間，做沉澱思考，將是學習知識，獲得資訊最
強而有力的學習途徑。因此，建議在學習時，可廣泛使用：

擁有一個適合自己學習、思考的空間，以及能夠與自己對話的清
靜時間。
不管是課內或課外的學習，當學習過後，需要擁有自己能夠沉澱、
思考的時間。
用自己的方法，先理清思路，搞清知識的脈絡後，再參與小組討
論，或是在教導其他同學，才能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
制定自己的學習目標和計畫，然後按照原定計劃，慢慢完成學習
過程。
養成記錄自己學習計畫的習慣，在達成每個小目標後，再做適度
的調整、修正。
運用電腦程式，制定個別化的學習、獨立研究、活動計畫，持續
修正且記錄下心路歷程。
養成用文字或圖像來梳理、紀錄自己思路，沉澱、厘清、覺察自
己的情緒、感受，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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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建議

每個人都會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也有優勢和弱勢程度的不同，如果
經過適當的鼓勵、培育和教學，大部分人都能將智能發展到適當的程
度。

找機會回想並紀錄，成長過程中的興趣和專長，有哪些？自己檢
視一下，有沒有隨時光流逝而改變？改變的地方，有哪些？
找機會探討，自己有哪些優點？有哪些缺點？想想看這些優點和
缺點，對生活的影響是什麼？並記錄下來，看自己能做哪些努力
來改變自己。
想想看，自己個性裡的優點與缺點，自己的所言所行對周遭相處
的人們，可能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探討一下，自己未來的夢想和志願。想想看，需要在後天增強哪
些學習和技能，才能實踐自己的夢想。
不論是觀賞影片、閱讀書籍或是課堂的學習，都需能養成靜心思
考的習慣。
學習一天中，有些時刻是自己獨處的時刻，不要時時刻刻都需在
有人陪伴、聊天、共處的時刻裡度過。學習每天都有段，能與自
己對話、與自己共處的時光。
在生活中挖掘出問題，然後學習思考，整件事的利、弊在哪裡？
未來可以如何提升、改善，同樣的情況？
養成寫日記，記錄心情、感受的習慣，來更瞭解自己。
學習為自己設定一些目標，並學習制定計劃，來慢慢實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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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視覺空間智能 63 分
具有視覺空間智能的人，通常他們的思考、
想法會藉由影像來呈現；會借重圖形、色
彩、繪畫，來吸收知識，獲得資訊；平常
他們喜歡圖畫、影片、圖表。

專長

喜愛拼裝模型、拼圖。
能夠繪製、解析圖表。
有很好的方向感。
能藉由素描、繪圖、創作來抒發情緒，表達內心的想法。
能夠設計、操縱建構、修理模型。
能夠欣賞、體會圖形創作。
能用三度空間來思考。
能夠重複轉變或修飾心像，隨意操縱物件的位置，產生或解讀圖
形訊息的能力。

可發展領域
雕塑家、陶藝家、藝術創作者、建築師、室內設計師、服裝設計師、工
程師、領航員、飛行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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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學習法

具有視覺空間智能的人而言，色彩、線條、圖形、表格，比冗長的文
字，不但來得有意義，且更能增加他們的記憶和思考。

一張歷史的年代表，比白紙黑字的陳述，來得有成效。搞不清楚的加
減乘除，改用圖畫和圖表來教授，馬上就能理解。豐富的想像力和邏
輯思考，可以用影片、模型、漫畫和利用顏色、圖像的自我創作來表
現。

還有，對視覺空間智能很高的人而言，他的一個最佳學習利器就是心
智地圖學習法。這方法可以運用在所有課內和課外的學習，例如：筆
記整理、生活規劃、研究報告。心智地圖學習法是目前歐美各國教育
體系中，在學校裡運用最廣的一種學習法，幾乎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老師就會開始教授學生如何運用這個結合圖形、文字、邏輯的特殊又
有效的學習法，來整理課業、做讀書報告、做研究的最佳學習秘密武
器，這個學習工具不僅從初級至高等教育在校的學習，甚至未來求職、
工作，都是一生可靠、最便捷的學習利器。

總而言之，OOO是一個視覺型眼到的學習者，舉凡生活空間裡的影片、
線條、色彩、圖片、模型，都是OOO學習知識，攫取資訊最強、最有利
的學習途徑。因此，建議在學習時，可以廣泛運用：

繪製圖表、圖片、表格，或是模型，來說明理解、記憶。
將學習的內容，運用不同的顏色、影像，來製作出概念關係圖，
或是心智地圖。
課堂裡的筆記，可以運用不同色筆、圖像來標示出重點，加深印
象。
使用圖像、概念構圖，和時間線型，來幫助理解學習內容邏輯和
相互對應關係。
運用不同的色筆、色卡，來製作學習卡，來幫助記憶。
利用多媒體，來製作多媒體的報告，或是結合影片、幻燈片、攝
影作品、美術剪貼等視覺化的效果，來呈現深層的思考和理解。
將內在想法、情緒感受，利用藝術創作來做呈現、抒發、表達、
溝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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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建議

每個人都會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也有優勢和弱勢程度的不同，如果
經過適當的鼓勵、培育和教學，大部分人都能將智能發展到適當的程
度。

善用生活裡的機會，例如在穿著打扮裡，學習色彩、線條、形狀
的搭配，在搭配裡培育出色彩的敏銳度，以及美的感受。
在遊戲和創作裡，運用色彩、線條，或是簡易圖像，來表達內在
的情緒和想法。
創造機會多接觸樂高積木、拼圖遊戲、圖片或是攝影作品的拼接，
還是3D模型的組合、創作。
學習如何製作概念關係圖和流程圖，來瞭解事物間相對應的關係。
多利用現成的素材，製作藝術剪貼、藝術作品，來表達內在的想
法。
運用現有的電腦程式，製作、創作出不同的視覺效果。
學習看地圖，以及在腦內繪製出平日常走路線的路徑圖。或是，
有時不要藉助導航系統，利用觀察、辨識方位來尋找已去過多次
的地方。
多製造觀賞藝文創作、參觀美術館的機會。
多閱讀或是觀賞有關介紹美學、藝術、文創等導讀、書籍、影片，
來增進自己這方面的知識。
玩空間變化（由平面轉換成立體）的益智遊戲，來強化自己能
將 2 D轉換成3D的空間轉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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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自然觀察智能 56 分
具有自然觀察智能的人，喜歡親近大自然，
對動、植物與自然生態變化，特別關心、
注意，知道如何運用大自然的資源。

弱勢困境

自然觀察智能，可劃分成：觀察、辨識、歸類、探索、關懷這五
大面向，當自然觀察智能呈現弱勢的人，可能面臨的困擾：

對周遭環境的感受力和覺知變化力較弱。
對周遭環境裡的動物、植物或事物，缺乏好奇心。
對周遭環境裡的動物、植物或事物，缺乏辨識、歸類的能力。
缺乏探索環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等議題，很難吸引 O O O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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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建議

每個人都會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也有優勢和弱勢程度的不同，如果
經過適當的鼓勵、培育和教學，大部分人都能將智能發展到適當的程
度。

多參加自己認可團體的活動，製造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
當身處大自然時，多利用現場教學機會觀察不同動、植物之間的
差異。
當能觀察、辨識動植物之間的差異後，可思考、探索這些動植物
與所處環境之間的關係。
當在野外的觀察、接觸後，有任何疑問可藉由搜尋資料、觀賞影
片、閱讀書籍，來增強自己的知識。
多參與家中、校內的環保回收的工作，深入瞭解環保對整個環境
的意義和貢獻在哪裡？
多關心地球暖化、環境變遷的議題，找機會多參與自己認可團體
的活動，例如：淨灘、動植物複育等活動。
一起觀察、紀錄四季變化與生態、植物成長、地質、地理之間的
關係。
關心與瞭解大自然裡的災害，例如：地震、颱風、颶風、沙塵暴
等形成的原因，如何因應和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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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音樂節奏智能 56 分
具有音樂節奏智能的人，有能力創作與欣
賞音樂，他們通常藉由樂曲、音樂、節奏
來做思考、學習的工具，一聽到音樂，立
即激發對音樂、欣賞、解析、評斷的潛能。

弱勢困境

音樂節奏智能，可劃分成：敏銳、感受、鑒賞、詮釋、創作這五
大面向，當音樂節奏智能呈現弱勢的人，可能面臨的困擾：

很難在聆聽音樂的過程中，欣賞、體會到愉悅，情緒得到紓解。
很難在聆聽樂器演奏的過程，感受到樂曲裡所傳遞的信息、感受。
難以藉由音樂來抒發、陳述自己的情緒、感受。
對節奏、旋律，無法有深刻的感受、體會。
缺乏節奏感，難隨樂而動。
音樂品味，相形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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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建議

每個人都會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也有優勢和弱勢程度的不同，如果
經過適當的鼓勵、培育和教學，大部分人都能將智能發展到適當的程
度。

製造機會接觸到不同風格的音樂。
學習“隨樂起舞”，藉由身體的擺動來感受音樂裡所要傳遞的訊
息。
模仿原始部落的民族，利用日常生活裡的素材，自製打擊樂器，
在敲敲打打中，體會出節拍與節奏感，以及模擬當他們遭遇哪些
特殊情境時，可能會敲打出怎樣的節奏，用來傳遞訊息。
將音樂故事化、影像化、動作化，可藉由不同管道來熟悉、認識
音樂。
可利用打擊樂器，藉由節奏的快、慢、強、弱，來表達、抒發心
中的的情緒、感受。
運用生活裡的素材，例如：木頭、杯子、書本，或是自己的口語
發聲，來模擬大自然中，風聲、雨聲、水聲、海潮聲等聲響。
藉由觀賞、閱讀作曲家、音樂家的生平，逐漸瞭解他們的創作，
進而熟悉、欣賞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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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

人際社交智能 40 分
具有人際社交智能的人，通常能設身處地
為他人著想，用他人的角度來看事情，去
體會他人心情，能輕易與他人建立起良好
的人際關係。

弱勢困境

人際社交智能，可劃分成：覺察、同理、合作、協調、領導這五
大面向，當人際社交智能呈現弱勢的人，可能面臨的困擾：

人際相處間，缺乏覺察力，可能會誤判他人的情緒與感受。
難以做到感同身受的同理，想法、做法往往會流於自我。
容易堅持己見，不易接納他人的想法、看法。
團體合作時，不易成為一個追隨者、配合者。
遇到困難時，難以靜心聆聽，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
在團隊運作時，很難為了團隊和諧，做出退讓、妥協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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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建議

每個人都會擁有不同的智能組合，也有優勢和弱勢程度的不同，如果
經過適當的鼓勵、培育和教學，大部分人都能將智能 發展到適當的程
度。

每一個人天生都會有情緒反應，但辨識情緒和表達情感的能力，
需後天培育，才有辦法具足。因此，OOO需學習、熟悉喜怒哀樂
相關的情緒語言。
當熟悉了情緒的形容詞後，需學習能夠運用情緒的語言，例如：
我很生氣，因為…；我很難過，因為  …  ；我很緊張，因為…。
將自己的情緒、感受明確表達出來。
當學會表達自己情緒後，就需要開始能覺察、感受到周遭人們的
情緒、感受，學習在心裡揣摩他們可能正歷經的情緒與感受，慢
慢強化感同身受的能力。
創造機會多參加小團體的活動，在人際互動、交流中，逐漸覺察
出人際相處間所需注意、遵循的禮節，逐漸培育出人際社交力。
當人際相處間，有發生衝突、紛爭，首先須練習如何做到“停、
看、聽”，學習給自己面對處理的練習機會。原則上，溝通、協
調能力，都需在人際互動裡，慢慢習得。
多參與人際社交的團隊活動或是訓練營，在師長的輔導下，慢慢
提升自己人際社交的覺察力，與應對進退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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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學群分析建議
學科分析及說明

學科門類選擇建議，了解未來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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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分析結果
排名 學群 匹配分

數理化學群 84

2 文史哲學群 82

3 外語學群 79

3 教育學群 79

5 社會與心理學群 78

6 工程學群 77

7 資訊學群 76

7 財經學群 76

9 醫藥衛生學群 75

9 管理學群 75

9 法政學群 75

12 生命科學群 73

12 地球與環境學群 73

14 藝術學群-舞蹈戲劇 72

14 大眾傳播學群 72

14 生物資源學群 72

17 建築與設計學群 71

18 遊憩與運動學群 69

19 藝術學群-美術 68

20 藝術學群-音樂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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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   84 分

數理化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數學、物理、化學、統計、科學教育、自然科學等。

 學習內容
基礎數理的探索、周密的思考邏輯訓練，輔以系統化的課程，使同學培養基礎科學的知
識能力，並建立實物研究的扎實背景。

 未來發展
數學研究與教學、物理研究與教學、化學研究與教學、理化技術諮詢服務、保險精算師、
統計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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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82 分

文史哲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中國語文、臺灣語文、歷史、哲學、史地、國語文
教育等。

 學習內容
文學主要培養探究及欣賞文化、運用語文及創作、賞析的能力；史學在瞭解歷史現象的
演進、分析、探究與考據；哲學在訓練思考的能力以對自我及世界反省。

文史系群的大學主要課程包括：瞭解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及思想、瞭解中外文化思想的演
變、瞭解政治或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的關係，並學習鑒賞歷史文物及搜集、整理地方歷
史文獻。

哲學系群主要要學習中外哲學史、要瞭解歷代哲學家的思想與影響、瞭解人類對宇宙及
世界的觀念、瞭解法律及社會制度設計的原因、假設及社會正義的意義與內涵。課程還
包括了研究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倫理道德的本質和必要性、探討知識的本質和來源、宗
教的本質及心靈和物質的關係。

 未來發展
文史教師、文字編輯、作家或評論家、文物管理師、哲學歷史研究人員、語言學研究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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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79 分

外語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英語、歐洲語文、日本語文、東方語文、應用語文、
英語教育等。

 學習內容
外語學群主要為學習外國語文聽說讀寫能力，進而瞭解該國的歷史、文學創作及欣賞、
社會政治經濟現況。外語系群的主要課程包括：閱讀及討論外國文學名著、練習用外語
表達自己的意思、聽外語錄音帶、觀賞外國戲劇，也要研究各種語言的特色及比較不同
國家的文學作品。

 未來發展
英文教師、外語教師、編譯人員、語言學研究人員、外貿拓展人員、外交人員、旅遊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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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   79 分

教育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教育、公民教育、幼稚教育、特殊教育、社會科教
育、社會教育等。

 學習內容
教育學群主要培養中小學及學前教育師資，除各學科領域專業知識外，還要學習教育理
論的學習、課程與教材的設計、教學方法、教師應具備的素養等。

 未來發展
中學教師、小學教師、學前教育教師、教育機構專業人員、校長及學校主管人員、教育
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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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78 分

社會與心理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心理、輔導、社會、社會工作、犯罪防治、兒童與
家庭、宗教等。

 學習內容
社會與心理學群著重社會結構及社會現象的觀察、分析批判，對人類行為的探討及因而
衍生的助人專業訓練，以提升眾人的生活福祉，其中心思想為對人的關懷。

 未來發展
臨床心理師、輔導教師、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學研究人員、心理學研究人員、社會服務
經理人員、人力資源師、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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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77 分

工程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電機電子、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學工程、材料
工程、科技管理、工業工程等。

 學習內容
電機電子包括電路的基本結構與構造、電子零件的功能及原理、設計與測試積體電路、
電子零件組成機器設備、通訊器材的技術等。

機械工程包括機械材料與加工方式、機械作用原理、飛機船舶的結構、機械設計與製作、
發動機原理等。

土木工程包括規劃設計興建與管理橋樑道路及建築物、各種土木工程材料、繪製工程藍
圖、灌溉工程與水土保持等。

化學工程包括化學工業的程序控制與設計、高分子材料的成份與加工、化工產品製造過
程的能量需求、觸媒的作用原理、化學平衡定律等。

材料工程包括電子、陶瓷、金屬、高分子等材料的理論基礎、制程、加工與分析檢測，
提升高科技產值及發揮技術密集效果。

工業工程為工程與管理的科技整合，強調以資訊、管理及自動化生產之專業人才培養。

 未來發展
電機電子：電機工程師、電子工程師、光電工程師、自動化工程師、通訊工程師、儀錶
工程師。
機械工程：動力工程師、航空工程師、汽車工程師、造船工程師、機械設計工程師、電
整合工程師。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師、工程監工、大地工程師、結構工程師、建築師、營建管理專業
人員、工程技術與管理研究員。
化學工程：化學工程師、環境工程師、分析工程師、藥劑工程師。
材料工程：冶金工程師、材料工程師、材料分析工程師、材料研發人員。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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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76 分

資訊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資訊工程、資訊科學、資訊管理、數位設計、圖書
資訊等。

 學習內容
資訊學群主要學習電腦的軟硬體結構、各種電腦作業系統的原理，進而瞭解各種電腦程
式設計的方法、找出電腦程式的錯誤並加以修正。課程中更包括學習資訊系統的統整規
劃與管理和電腦保密方法及電腦病毒防治。

 未來發展
程式設計師、資訊系統分析師、資訊管理人員、資訊產品研發人員、網路管理工程師、
電子商務設計師、多媒體設計師、電腦遊戲設計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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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76 分

財經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會計、財務金融、經濟、國際企業、保險、財稅等。

 學習內容
財經學群在於對個人、組織、國家、國際等不同層面財政處理之概念技術，組織間的金
融互動及經濟市場脈動之瞭解，包括專業商學各相關學系所需基本理論及應用的能力。

 未來發展
會計師、稅務專業人員、金融專業人員、財務經理人員、證券或財務經紀人、商業作業
經理人員、保險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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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75 分

醫藥衛生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醫學、牙醫、中醫、營養保健、護理、藥學、公共
衛生、職業安全、醫學技術、複健醫學、健康照護、
呼吸治療、獸醫、衛生教育、醫務管理、化妝品等。

 學習內容
醫藥衛生學群學習與人類身心健康相關之知識及技術，服務的物件從個人到整個人群，
包括身心健康的維持、疾病或傷害的預防與治療。學生要面對的是各種天然及人為的病
源，甚至與生命攸關的生死大事，對人要有高度的關懷。

 未來發展
醫師、藥師、護理師、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醫事檢驗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呼吸治療師、病理藥理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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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75 分

管理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企業管理、運輸與物流管理、資產管理、行銷經營、
勞工關係等。

 學習內容
管理學群主要處理組織系統內外人事物的各種問題，學習從事溝通協調、領導規劃或系
統分析、資源整合等，以促使組織或企業工作流程順暢、工作效率提升、工作環境人性
化、合理化，以收最大效益。

管理相關學系的課程包括：瞭解企業組織與管理方法、國民就業市場的供需，學習品質
管制的觀念與方法、如何有效的經營管理及激勵員工，學習資訊系統的統整規畫與管理、
工廠生產作業程式、產品行銷方法及瞭解勞工問題及勞資關係等。

 未來發展
行政或財務經理人員、證券或財務經紀人、人事或產業經理人員、市場銷售經理人員、
市場分析人員、工商服務業經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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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   75 分

法政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法律、政治、外交、行政管理等。

 學習內容
法政學群主要探究人類社會運作中相關法律、政治制度的各項層面，包括瞭解法律、政
治運作的過程及政治理論的建構，藉以訓練從事法案制定、社會改革之專業人員。

法律主要課程在，要學習及比較我國和其他國家的憲法基本架構內容與法律、認識各種
法律下的權力與義務關係、學習民事及刑事案件訴訟程式、財產有關的法律、刑法有關
之法律、國際貿易法規及智慧財產權法規等。

政治主要課程包括：學習我國政治制度的變遷、政府預算的決策與執行、瞭解各級政府
行政的理論與方法、學習政治思想史及對政治思潮的影響、認識國家重要政策形成的過
程、學習國際政治與組織以及民意調查的概念及方法等。

 未來發展
律師、法官、檢察官、書記官、代書、法律專業人員、政府行政人員、安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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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   73 分

生命科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生態、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植物保護、生化等。

 學習內容
生命科學學群著重於動植物生活型態、生命現象的知識探究，包括生命的發生、遺傳、
演化、構造、功能、細胞及分子層次機制等。學習的內容統整了相關基礎學科，並結合
生物科技中各領域的技術與學理。

 未來發展
生物教師、生物學研究人員、動植物研究人員、生物科技專業人員、生態保育專業人員、
病理藥理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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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   73 分

地球與環境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地球科學、地理、地質、大氣、海洋科學、環境科
學、防災等。

 學習內容
地球與環境學群主要研究人類生存環境的各種自然現象及人文現象、資源的分佈與特色、
污染成因與防治，也研究改變人文與自然環境之科學理論及工程技術等。

 未來發展
地理或地球科學教師、天文學研究人員、氣象學研究人員、地質學及地球科學研究人員、
地質探測工程師、探勘工程師、地震研究員、大地工程師、採礦工程師、測量師、環境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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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72 分

藝術學群-舞蹈戲劇
主要包括科系：
舞蹈、表演藝術、戲劇等。

 學習內容
戲劇：學習戲劇理論、編劇、導演、表演與劇場技術，需兼顧理論與實務、美學與技法、
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在厚實的人文基礎上，學習全面、均衡的戲劇教育。

舞蹈：學習舞蹈表演、編導、教學與理論，培養舞蹈藝術人才、專業表演人才、創作人
才，以及舞蹈教育人才。

 未來發展
舞蹈老師、舞蹈家、作家、表演工作者、劇作家、導演、舞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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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72 分

大眾傳播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大眾傳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電影等。

 學習內容
大眾傳播學群主要學習傳播相關理論，利用各種媒體將訊息以聲音、文字、影像等方式
傳遞給人群，包括對訊息收集、媒體認識製作、評估訊息傳播的影響、傳播政策之擬定、
傳播機構管理及資訊服務訓練等。

大傳相關學系主要課程包括學習公共關係的理論與方法、新聞資料的整理與編輯、採訪
新聞事件並寫成報導，還要瞭解影響視聽與傳播工具的發展與應用、學習各類媒體器材
的運用與操作方法及管理傳播機構的方法。

 未來發展
新聞記者、廣告企畫、廣播或電視專業人員、編輯、表演工作者、攝影師、導演、廣告
或公關人員、影像處理師、數位內容創作、媒體設計人員、動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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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72 分

生物資源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農藝、動物科學、園藝、森林、食品生技、海洋資
源、水土保持。

 學習內容
生物資源學群強調的是經濟作物的栽培改良及病蟲害防治、家畜的品種改良、畜漁產品
的加工利用及研發、森林保護與經營管理、生活環境之設計經營、農業機具的製造與相
關技術之訓練等，屬於科技整合的學門，生物科學領域有：農藝、畜牧、園藝、獸醫、
森林、植病、昆蟲、農化、漁業、土壤；工學相關領域有：農業工程、農業機械、水土
保持；社會學領域有：農業經濟、農業推廣、農產運銷、造園景觀。

 未來發展
獸醫師、生態保育專業人員、生物技術研發人員、農藥及肥料研發、景觀設計規劃師、
園藝企業經營、牧場經營、畜牧業技師、畜產管理、食品研發品管、動物園技師、環保
技師、自然資源保育師、環境保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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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7   71 分

建築與設計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建築、景觀與空間設計、都市計畫、工業設計、商
業設計、織品與服裝設計、造型設計等。

 學習內容
建築與設計學群的特質在對物體、空間或環境同時能賦予實用與美學之特性，學習圖學、
色彩學、設計概念、建築設計、景觀規劃與設計等實用功能及美學的整體表達。

 未來發展
建築師、景觀設計師、室內設計師、美術設計師、商業設計師、工業設計師、多媒體設
計師、服裝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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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   69 分

遊憩與運動學群
主要包括科系：
觀光事業、餐旅管理、休閒管理、體育、運動管理、
體育推廣、運動保健等。

 學習內容
包括觀光休閒產業經營理論的學習與實作，體育科學、運動生理、心理、生物力學等之
研究與學習、運動體育技能之訓練、運動休閒之經營發展及推廣。

 未來發展
旅館餐飲管理人員、休閒游憩管理人員、運動員、體育教練、體育教師、體育休閒事業
經理、運動器材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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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   68 分

藝術學群-美術
主要包括科系：
美術、雕塑、藝術與設計等。

 學習內容
學習國畫與西畫之理論、創作及設計，並訓練視覺邏輯的思考與表達，人文素養、視覺
文化的理解、以及對生活的關心。

 未來發展
美術教師、畫家、平面設計人員、文創工作者、策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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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   65 分

藝術學群-音樂
主要包括科系：
音樂、聲樂等。

 學習內容
學習聲樂、器樂、樂曲之創作、演奏與教學，除了透過專業的樂理訓練學科課程外，也
須精進樂器的演奏，除了學科課程外，在音樂合奏上也須有扎實的訓練以提升技巧。

 未來發展
音樂家、作曲家、音樂老師、演奏家。



多元智能 . 啟發未來
視覺空間 . 語言文字 . 數理邏輯 . 身體律動
自然觀察 . 音樂節奏 . 人際社交 . 個人內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