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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由參加第九屆（2003）大學博覽會的應屆考生中取得 1651 人為研究對象，進行多

元智能的測量及志願就讀學院的調查。研究發現全體男女學生的多元智能有顯著的差異，男生

強於數學、邏輯、空間、肢體-動覺及自然的智能，女生強於語文、音樂、人際及內省的智能。

同時也發現每個學院吸引各有其優勢及弱勢智能的學生。志願就讀人文社會學門與理工學門的

學生，其優勢與弱勢智能正好相反，人際、內省及語文智能為選擇就讀人文社會學門學生的優

勢智能，而為選讀理工學院學生的弱勢智能；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為選讀理工學門學

生的優勢智能，而為選讀人文社會學門學生的弱勢智能。選讀藝能學門之學院的學生，在音樂、

肢體-動覺、及空間智能的優勢則各有不同。本研究建議，學生可以利用多元智能側面圖來辨

識自己的優勢及弱勢智能，作為選系的參考。 

關鍵詞：多元智能側面圖，大學主修科系選擇，性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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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mple for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1651 students who had take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participated in the 9th College Exhibition, and chosen the academic fields they wanted to enter.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our Multiple Intelligence Scale. With regard to gender differences, 

it was found that male students have higher logical-mathematical, spatial, naturalistic, and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s; whereas, female students have higher linguistic, interpersonal, 

intrapersonal, and musical intelligences. The data also revealed that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different academic schools have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different intelligences. In our 

analysis of the obtained data, students headed for 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planning to enroll in a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The former had 

strengths in interpersonal, intrapersonal, and linguistic intelligences; whereas, these were shown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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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 for the latter. Similarly, the former had weaknesses in spatial, naturalistic, and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s; whereas, these were indicated as strengths for the latter. Students 

who chose academic schools which provide training in artistic skills had different strengths in musical, 

spatial, and 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s than those who chose other types of school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se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profile can help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ir own 

superior and inferior intelligences. The same instrument can also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selecting a 

major discipline. 

Key Word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profile, college major selection, sex differences 

 

一、緒論 

  Gardner (1983) 的多元智能理論（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MI），在心理學界引起熱潮，在教育學界也激

起改革聲浪（邱連煌，1998）。在美國不僅引起廣泛的討論

及關注，也產生不少根據多元智能理論之精粹而經營的學

校，如在印第安那州首府 Indianapolis 成立的 Key School，

或在 Missouri 成立的 The New City School。台灣在 1998

年，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協

力舉辦有關多元智能的研討會，有學者與教師兩百多人參

加，可見學界對多元智能理論的濃厚興趣。此後，國內也開

始對多元智能理論在教育上之應用，展開論述、討論、實踐

與研究（田耐青，1999；余民寧，2003；吳武典，2003；邱

連煌，1998；張美玉，2001；鄭博真，2003；簡維君，2001）。

在教學理念的創新及實驗上，指出了一個新的方向。 

  Silver, Strong, and Perini (1997) 認為擁有智能的方式可

能正反映每個人的偏好（personal stylistic preferences），他

們嘗試要將智慧的概念與學習型態連結。Gardner (1997) 雖

然質疑這兩者的結合，但仍然期待這個研究團隊繼續研究，

希望能夠獲得更具體明確的結果。例如：瞭解不同專長的律

師是否使用不同的智能，或是在那些不同的情況下使用相同

的智能。這樣的分析結果將有助於瞭解一個具有某些優勢智

能的人如何面對生涯及興趣的抉擇。 

  多元智能理論在職場引起的注意較少，但是 Gardner 

(1999) 熱切的想突破這個瓶頸。他說：「在工作、角色、及

偏好都極易生變的今日，人們尤須對自己的最佳學習方式有

一個正確的、最新的以及彈性的瞭解。」因此，對自己所擁

有的強勢及弱勢智能作清楚且正確的瞭解，將有助於在變動

不居的時代作生涯的規劃或工作的選擇。對大學生而言，選

擇最適合自己之強勢智能及有興趣的科系就讀，則是最重要

及迫切的需求。 

  不論是過去傳統的大學聯考，或是最近的多元入學方

案，主修科系的選擇或志願選填，一向都是最困擾學生的問

題。國內有若干職業興趣量表，例如「中華民國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興趣量表」，因應高中學生選擇科系的需要而編製完

成（金樹人、林幸台、陳清平、區雅倫，1993）。興趣固然

是選擇科系的重要參考，但在選其所愛之後，是否能夠愛其

所選，則能力所扮演的角色也相當值得注意，尤其主修科系

所需要的，是否為學生的強勢智能，更是重要的考量。因為

利用強勢智能可以使學習事半功倍。 

  Gardner 的多元智能理論廣泛地被應用在學校的課程設

計及教學，而且也獲得豐碩的成果。各種論述在介紹多元智

能理論時，除了描述各種智能的特性外，也同時列舉各種智

能最合適的典型職業。例如，語文智能優秀者擅長語文的推

理和運用，適合於從事詩人、作家、律師等工作。可見多元

智能的優劣與職業的選擇有莫大的關係。然而，將多元智能

應用於科系選擇或職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並不多見。 

  近年來，已經有研究探索多元智能與大學入學考試科目

的關係。有一篇以土耳其大學考試應考生為對象的研究 

(Azar, 2006)，發現大學入學考試土耳其語文分數與語文智

能、人際智能、自然智能有顯著的正相關，與邏輯-數學智

能、空間智能、及肢體-動覺智能有顯著的負相關；大學入

學考試的數學分數與語文智能有顯著負相關。 

  多元智能與大學科系的選擇，兩者之間的關係有待探

討，可望對學生作適性適才的選擇提供更具體及詳盡的參

考。此外，智慧的性別差異，一向是研究者有興趣探討的主

題。根據 Gardner 的理論，智能是可以經由教導而增進的，

男女學生若接受相同的教育，智能的表現應該可以達到相同

的水準，然而這個說法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致的結論，所

以仍然需要更多的資料佐證。此外，智能的性別差異如果存

在，則多元智能的測量結果如何應用，也要加入性別差異的

考量。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學生的優勢與弱勢智能與選填大學志願的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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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男女學生的多元智能，探討不同性別學生的強勢及

弱勢智能。 

3. 試探多元智能側面圖在大學志願選填的適用性。 

4. 提供學生對自己的能力及興趣有正確及詳細的認識，明

智地作院系的選擇。 

 

二、文獻探討 

  自從 1905 年 Binet 和 Simon 首創智力測驗以後，智慧

一直被認為是「與生具來且不可改變」的單一能力。1960

年代後，有些學者對這樣的說法提出質疑。例如，Gardner 

(1983)、Guilford (1967) 和 Sternberg (1985) 等人。其中以

Gardner 的多元智能理論引起最為普遍的注意及反響。 

  Gardner (1993) 為智慧所下的定義是：一種智慧就是一

種能夠解決問題或發明產品的能力，這些問題或產品是一種

或多種文化環境所重視的。Gardner (1983) 認為智慧並不是

單一的，而至少包含七種個別的能力，即語文智慧、邏輯-

數學智慧、空間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音樂智慧、人際智

慧、內省智慧，而且智慧的範疇並非只限於這七種。近年來

Gardner (1999) 又加上三種智慧，即自然科學家智慧、靈性

智慧、及存在智慧。 

  Gardner (1993) 認為智慧是一個人展現知識的作為，並

不是只存在於頭內。吾人無法僅憑腦波或測驗來了解一個人

能夠做什麼，而必須了解個人所生存的環境、所擁有的全部

資源、以及個人是如何利用這些資源而變得更為聰明。 

  Gardner (1997) 認為認識及培養人類所有的不同智能

以及所有智能的組合，越不會讓天生的限制影響智慧發展。

人與人之間所以有如此大的差異，主要是因為我們大家都具

有不同的智能組合。假如人們認清了這一點，就更能夠適當

地處理在這世上所面臨的許多問題。 

  Amstrong (1994) 歸納出多元智能理論有幾個主要的觀

點，分述如下： 

1. 每個人都至少具備七項智慧，但各種智慧發展的優劣情

形不一：人不是只有一種固定的智慧，而是至少有七種，

每種智慧的發展程度可能都不相同而形成獨特的組合。

例如，有人在所有的智慧都有高度的發展，有人卻都是

低度發展；有人只在少數幾種智慧上有高度的發展，而

有人是在多數的智慧上都有高度的發展。 

2. 經過教導和練習，大多數人的智慧可以發展到相當的水

準：由實証研究所獲得的結論，大致上都支持多元智能

是可經由教導而增強的（雷敏君，2001；歐慧敏，2002），

這種積極而有建設性的理念及成效，大概也是多元智能

教學所以能夠深獲教育者歡迎的基本原因。 

3. 在各種情境中，智慧通常以複雜的方式統合運作：智慧

的呈現通常是多種智慧以複雜的方式統合起來加以運

作。例如，作家可能需要語文智慧及內省智慧的聯合運

用；舞蹈家除了需要肢動智慧外，還需要空間智慧（場

地感）及音樂智慧（音韻律動感）。 

4. 每種智慧都以多樣和獨特的方式呈現：每種智慧的表現

方式是多樣性的，因此無法以一套固定的標準來衡量。

例如一位具有語文智慧的人，可能有很好的口語表達能

力，卻有不敢恭維的文字表達能力；一位有邏輯-數學智

慧的人，可能有很好的邏輯推理能力，四則運算卻不靈

光。 

（一）學科領域及課程與多元智能發展的關係 

  多元智能理論在教室的應用，不斷的接受廣泛的支持。

但是，支持多元智能理論的研究，仍在理論建構的初始階段 

(Shore, 2001)。所以，多元智能與大學主修科系的關係，尚

未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好奇。歷年來，有關多元智能的研究，

大都集中在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的教學應用、性別的差異、

家長對子女及老師對學生的多元智能評量等。至於多元智能

與其它主題的關聯性，則較少觸及。對多元智能與大學主修

科系的關係，也還不多見。 

  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學生對大學科系的選擇? 這是學校

或家庭如何進行升學輔導所需的有用資訊，也是學生選擇科

系的重要考量。有研究（吳毓津，1997）嘗試從經濟因素、

社會因素及心理因素的角度，探討對大學生科系選擇的影

響。結果發現期望薪資與就業機會是影響科系選擇的經濟因

素，父親的教育和職業是影響科系選擇的社會因素，個人的

興趣、能力及自我期許是影響科系選擇的心理因素。由此項

研究可知，個人的興趣和能力也對科系的選擇扮演重要的角

色。 

  曾才銘 (2001) 曾針對國小學生研究多元智能與學科

學習的關係，發現語文智能幾乎和所有學科皆相關最高。此

外，德育與內省智能、國語與音樂智能、數學與邏輯-數學

智能、社會與邏輯-數學智能、自然與自然觀察者智能、智

育與邏輯-數學智能、體育與肢體-動覺智能、群育與人際智

能、音樂與音樂智能、美勞與音樂智能，相關較高。此研究

顯示國小學生的課程學習與多元智能呈現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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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2003) 的研究，發現香港的中學教師在多元智能

上，長於人際智能及內省智能而弱於空間智能及肢動智能。

但是，任教科目不同的老師，優勢與弱勢的智能也會有不

同。任教藝術、音樂、及運動科目的老師，跟語文科或社會

科的老師們相比，有較高的音樂智能；輔導老師與非輔導老

師相比，人際智能及內省智能都比較高。這個研究發現專長

不同的教師在多元智能上的表現也不同，顯示專業訓練與多

元智能的發展可能有密切的關係。 

  Shearer (1994) 對參加音樂班、舞蹈班、戲劇班、及藝

術班的初中學生，比較他們所擁有的優勢多元智能。音樂班

的學生有優勢的音樂智能，在邏輯-數學智能上也有好的表

現。舞蹈班的學生有優勢的肢體-動覺之能。戲劇班的學生

有優勢的人際、內省及語文智能。視覺藝術班有優勢的空間

智能。 

  Shearer (2004) 也花了七年時間，調查選修不同課程的

大學生、任教不同課程的高中老師、以及十八種職業團體，

分別以對照組比較的方式，呈現出課程（或專長）與優勢智

能的關係。他發現修習學生領袖課程的大學生有較為優勢的

人際智能，修習創意寫作的大學生有較佳的語文智能，修習

音樂理論的學生有較高的音樂智能，修習舞蹈的大學生有較

佳的肢體-動覺智能，修習室內設計的大學生在空間智能上

有較好的表現，修習數值理論的大學生則有較高的邏輯-數

學智能。Shearer 針對高中老師所做的研究，顯示特殊教育

專長的老師優於人際智能與內省智能，擔任行政工作的老師

優於人際智能，音樂老師優於音樂智能和內省智能，英文老

師優於的語文智能，體育老師有優勢的肢體-動覺智能，科

學的老師優於自然智能、空間智能和邏輯-數學智能，藝術

老師優於空間智能，數學老師優於邏輯-數學智能。在同一

個研究中，職業團體的優勢智能也是很明顯的。心理學家優

於人際智能，飛行員優於內省智能，作家優於語文智能，音

樂家優於音樂智能，舞蹈家優於肢體-動覺智能，自然學家

優於自然智能，藝術家優於空間智能，工程師優於邏輯-數

學智能。 

  根據 Gardner (1983) 的主張，經過教導和練習，大多數

人的智能可以發展到相當的水準。綜合上述研究發現，不同

的學校課程各有其關係密切的智能，透過課程的訓練可以促

進相對應之智能的發展。事實上也可發現各種職業專長的

人，藉由職業的養成教育，擁有了特殊的優勢智能。例如，

音樂家有優勢的音樂智能，舞蹈家有優勢的肢體-動覺智能

等。以大學教育而言，透過主修科系的專業訓練，應該也可

以增進相對應的智能發展，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索。 

（二）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 

  男女在多元智能上是否有所差異，有研究指出在測量各

種性向時，常存有性別差異的現象，例如在智力測驗上，男

生的空間能力高於女生，女生則在語文能力優於男生。而一

些腦神經科學研究也提供了性別差異的生物性證據，即女生

的優勢為語文、音樂、人際能力；男生的優勢則為空間、邏

輯-數學、肢體-動覺、及內省能力 (Moir & Jessel, 1993)。 

  很多有關多元智能的研究，對於多元智能的測量，有別

於 傳 統 的 智 力 測 驗 ， 大 多 採 取 受 試 者 自 己 評 估

（self-estimation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方式進行。以自

我評估的多元智能所做之性別差異的研究，得到一個較為一

致的發現，即男性優於邏輯-數學智能及空間智能。很多的

研究也都證明男性在邏輯-數學智能的優勢 (Bowd & Brady, 

2003; Delgado & Prieto, 2003; Furnham, Clark, & Bailey, 1999; 

Loori, 2005; Neto,  Ruiz, & Furnham, 2008; Rammstedt & 

Rammsayer, 2000; Royster, Harris, & Shoeps, 1999)，空間智能

也是男性居上的 (Furnham, et al., 1999; Moir & Jessel, 1993; 

Rammstedt & Rammsayer, 2000)。 

  一般認為人際、內省、語文、音樂等智能是女性的優勢

智能，肢體-動覺、自然、空間、及邏輯-數學等智能是男性

的優勢智能。然而，整理及比較相關的研究，對於多元智能

性別差異的研究結果是分歧的。有研究發現在空間智能的評

估上，男生高於女生 (Furnham & Chamorro-Premuzic, 2005; 

Furnham, et al., 1999; Neto, et al., 2008)，但也有研究發現並

無性別差異存在 (Loori, 2005)。至於內省智能，往往是女性

居高 (Honigsfeld & Dunn, 2003; Loori, 2005)，但也有發現男

性居高的情形（Furnham, Hosoe, & Tang, 2001; Yuen & 

Furnham, 2005; Neto, et al., 2008）。語文智能是女性比較有優

勢 (Furnham, Tang, Lester, O’Connor, & Montgomery, 2002; 

Moir & Jessel, 1993)，但也有男女沒有差異的研究 (Neto, et 

al., 2008; Rammstedt & Rammsayer, 2000; Yuen & Furnham, 

2005)。 

  一項以香港青少年為對象的研究，由 378 位青少年評估

自己及父母的十種多元智能。在自評的部份，發現除了語文

智能和人際智能外，其餘的八種智能都呈現性別的差異。在

有差異的智能方面，除了音樂智能是女生高於男生外，其餘

的智能都是男生高於女生 (Yuen & Furnham,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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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性別的差異，國內的研究也有若干的發現。曾才銘

（2001）依據多元智力理論，編製「國小學童多元智能取向

量表」，分析國小學童的多元智能，發現女生的音樂及人際

智能，顯著高於男生。而在其他六種智能上則未有性別差異

存在。張瓊友（2001）的研究，發現國小五、六年級男女學

生在多元智能上有顯著差異。女生在語文、肢體-動覺、音

樂、人際、及內省智能上，皆顯著高於男生。王淑芬（2002）

的研究，發現國小四、六年級男女學生在多元智能上有顯著

差異。女生在語文、音樂、人際、及內省智能上，明顯高於

男生；而男生在空間智能上優於女生。林怡君（2004）針對

國中學生的研究顯示，男生的邏輯-數學智能和肢體-動覺智

能高於女生，而女生的空間智能、音樂智能、人際智能、及

自然智能高於男生。 

  雖然許多研究發現多元智能有性別差異存在，但也有學

者認為性別差異並不是在智能種類的差異，而是組合模式的

不同。Armstrong (1999) 提出一些證據來說明在多元智能上

並無性別差異。例如：（1）語文智能：男生喜歡報告式的談

話，女生喜歡在和諧的氣氛中說話。（2）數理邏輯智能：女

生正在迎頭趕上。（3）空間智能：男生運用想像的座標辨識

方向，女生則會依賴陸標。（4）肢體-動覺智能：男生擅長

粗大型運動技能，女生擅於細緻型運動技能。（5）音樂智能：

男生注意環境中的聲音，女生較注意人聲。（6）人際智能：

男生優於廣佈人脈與自我推銷，女生優於同理心與建立關

係。 

  事實上，Gardner (1997) 對男女之智能有差異的說法感

到懷疑。他提出一個例子說明他的觀點：在西方社會，女人

解答空間問題的能力，真的有可能比男人差；但是在另一個

社會裡，空間導向的能力對男人和女人一樣，都是生存下去

所不可或缺的能力，這些差別可能就消失不見了，或甚至倒

過來。像是在愛斯基摩的社會裡，就看不到這種男女性別的

差異。由此可以引申出一個有待驗證的命題，如果智能可經

由教導和訓練而得以增進，此種對多元智能的促進方式是否

可以彌平性別的差異。 

（三）多元智能側面圖的應用 

  在教育的現場，教師瞭解學生的多元智能並據以發展課

程設計及教學策略，對於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很大的助

益，這樣的結論已經得到不少研究的迴響與支持 (Chen, 

Krechevsky, & Viens, 1998; Campbell, L. & Campbell, B. 

1999)。老師要如何瞭解學生的多元智能呢？Shearer (2004) 

認為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多元智能組合，將其繪製成多元智能

側面圖（MI profile），可以顯示多元智能的組合樣式。這個

側面圖並不是靜態的，而是個體成長或發展的動態反映，可

以顯示學生的優勢與弱勢智能。老師和學生都可以善盡利用

多元智能側面圖。教師可以利用學生的多元智能側面圖，依

其優勢智能設計教學活動，因勢利導，不僅可以增進教學效

果，而且能夠促進學生的發展。 

  在基礎教育的階段，讓各種智能有充分的發展，這是教

育的理想。透過多元智能側面圖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多元

智能發展的情形。藉著辨識出弱勢智能，才可能有機會針對

這些智能加強培育，也才有可能使所有智能都能夠達到相當

的水準。到需要為了因應未來生涯而作準備與選擇時，則可

根據優勢智能來決定所要就讀的大學相關科系，使大學的專

業教育更能得心應手而至於學有所長，減少念錯系、讀錯行

的教育浪費。因此，元智能側面圖的繪製及應用，值得研究

與推廣。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趁第九屆大學博覽會（2003）舉行之便，連續三

天在台北、台中、高雄三個會場，邀請應屆考生填寫問卷，

共有 1,651 位考生參與。其中男生有 642 位，佔 38.9%；女

生有 1009 位，佔 61.1%。 

（二）測量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包含兩個主要部分：  

1. 個人資料部分 

  此部分包含性別及學院的選擇。考生們被要求從十六種

不同的學院中，挑選自己有興趣就讀的一個或多個學院。可

挑選的學院包含有人文社會學門的法學院、社會學院、教育

學院、商學院、管理學院、及文學院；還有藝能學門的戲劇

學院、音樂學院、運動學院、舞蹈學院、設計學院、及美術

學院；再加上理工學門的醫學院、農學院、理學院、及工學

院。 

2. 多元智能量表 

  本量表係參考其他有關多元智能的研究報告，自編而

成。Armstrong (1994) 提供之「多元智能檢核表」，可以協

助老師觀察及分析學生的智能組合型態。本研究所要測量的

多元智能量表是由大學生樣本直接填答，不須經由教師評

估，因此為因應本研究的需要，將同時參考其他的評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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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合適的多元智能量表。 

  本研究所用的多元智能量表，用以測量八種智能，每種

智能包含八個題目，共有 64 題，採取五點量尺測量。1 分

表示很不同意，2 分表示不同意，3 分是無意見，4 分表示

同意，5 分表示很同意。 

  測量語文智能的題目，如「我可以很容易的理解所閱讀

的文章內容」、「我擅長用文字來描述事物」等。測量邏輯-

數學智能的題目有「我喜歡尋找事物的規律、形式或邏輯順

序」、「我擅長精確的計算」等。測量人際智能的題目，如「我

在人群中感到很自在」、「我常常主動的去結交新朋友」等。

內省智能的題目有「我經常沈思，反省自己的做人處世」、「我

會利用各種管道來增進對自己的瞭解」等。測量音樂智能的

題目有「我能夠輕易記得歌曲的曲調或旋律」、「我會彈樂器

或唱歌來抒發情緒」等。測量肢體-動覺智能的有「我喜歡

跳舞、表演和模仿的活動」、「說話的時侯，我會利用肢體語

言來輔助表達」等。測量空間智能的題目有「在學校裡，幾

何圖形對我來說比代數容易」、「我喜歡隨手塗畫，把看到或

想到的景物畫出來」等。測量自然觀察者智能的題目有「我

對大自然的動物和植物有強烈的好奇心」、「我喜歡觀察自然

界生物的生態」等。 

  本量表利用因素分析進行建構效度的檢驗，以主成份法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抽取因素，以 Equamax 法進

行直交轉軸，結果共抽取八個因素，依其內涵命名為語文、

邏輯-數學、人際、內省、音樂、肢體-動覺、空間、及自然

觀察者（本文中簡稱為自然智）等智能。八個因素總共的解

釋變異量百分比為 51.27%。檢定取樣適當性的 KMO 值

是 .90，大於 .80。Bartlett 球形檢定的結果是顯著的（χ2＝

48718.54, p<.001），表示樣本資料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係數考驗多元智能量表各個智能

構面及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結果列於表 1，八個

智能構面以及智能總分的 α係數，介於 .76 至 .91 之間，顯

示量表具有令人滿意的信度。 

  為了驗證多元智能量表的內在結構，遂進行因素分析。

首先設定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

取八個因素，再經 Varimax 直交轉軸法進行轉軸。關於因素

分析的適當性（appropriateness），Kaiser-Meyer-Olkin 取樣

適當性的測量值（即 KMO）是 .90，大於 .80，表示本量表

適合於進行因素分析。又 Bartlett 之球形檢定結果，達到非

常顯著的水準（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48718.54，

p<.001），表示量表內各個題目之間有相關存在，因此適合

於進行因素分析。由上述兩項指標可知，多元智能量表所進

行的因素分析結果是合適的。分析結果所得的八個因素，大

致能夠符合多元智能的內容架構。 

 

四、研究結果 

（一）選擇不同學院之學生在多元智能的差異分析 

  想就讀某一學院與不想就讀該學院的學生，在多元智能

的表現上是否有所差異，以 t 檢定法加以考驗，分析結果呈

現於表 2。表中空白處，表示無顯著差異存在；t 值為正且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想就讀的學生在智能上高於不

想就讀的學生，因此可視為該學院的優勢智能；反之，t 值

為負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想就讀的學生在智能上

低於不想就讀的學生，顯示其為弱勢智能。 

  綜合表 2 的發現，可歸納如下： 

1. 全部十六個學院中，沒有任何兩個學院的優勢與弱勢智

能是完全相同的。這個結果顯示學生在選填志願時，其

潛藏的多元智能組型對於志願就讀學院的選擇，可能已

經發揮了決定性的作用。再者，也反映出每個學院可能

吸引各有優勢與弱勢智能組型的學生。 

2. 雖然沒有任何兩個學院的智能組型是相同的，但同一學

門內的學院，其組型的類似程度較高。人文社會學門在

人際、內省、語文智能上比較有優勢，在肢體-動覺、空

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上比較弱勢。理工學門的理

學院及工學院，在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上，比

較有優勢。但是在語文、人際、內省及音樂智能上，較

為弱勢。藝能學門的多元智能組型似乎介於人文社會學

門與理工學門之間，在人際、內省、及語文智能上，沒

有明顯的差異。 

 

表 1. 多元智能量表之信度考驗摘要表（n=1651） 

 語文 邏輯-數學 空間 肢體-動覺 音樂 人際 內省 自然 總分 

Cronbach's α .82 .81 .77 .76 .87 .83 .80 .9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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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文社會學門與理工學院的優勢與弱勢智能，正好相

反。人文社會學門的優勢智能是理工學門的弱勢智能，

而理工學門的優勢智能是人文社會學門的弱勢智能。藝

能學門則無此強烈的對比。 

4. 藝能學門的學院在音樂、肢體-動覺及空間智能上，各有

獨特的優勢。戲劇學院在人際、語文、音樂和肢體-動覺

智能上有優勢；音樂學院在音樂智能上有優勢；運動學

院在肢體-動覺上有優勢；舞蹈學院在肢體-動覺及人際

智能上有優勢，設計學院在肢體-動覺及空間智能上有優

勢，美術學院的空間智能有優勢。 

（二）選擇各學院之學生的優勢智能與弱勢智能 

  根據總樣本 1651 個學生的多元智能資料，將每位學生

的各項智能分數轉換為標準分數 z 分數，然後計算出欲就讀

某一個別學院之學生的 z 分數平均值，呈現於表 3。使用平

均數為 0、標準差為 1 的 z 分數，可利於做智能內及智能間

的直接比較。表內的『*』號，沿襲自前面的表 2，標示欲

就讀與不就讀該學院的 t 檢定達到顯著結果；未加『*』號，

表示欲就讀與不就讀該學院的學生，在該項智能上沒有差異

存在。正的 z 分數而且加有『*』號，可視為較優勢的智能；

負的 z 分數而且加有『*』號，可視為較弱勢的智能。 

  就每種智能的最優勢及最弱勢科系來看，人際智能最高

的是舞蹈學院（z=.50），最低的是美術學院（z=-.30）；內省

智能最高的是戲劇學院（z=.18），最低的是工學院（z=-.21）；

語文智能最高的是法學院（ z=.40），最低的是工學院

（z=-.28）；音樂智能最高的是音樂學院（z=.66），最低的是

工學院（ z=-.12）；肢體 -動覺智能最高的是舞蹈學院 

（z=.93），最低的是社會學院（z=-.16）；空間智能最高的是

美術學院（z=.66），最低的是舞蹈學院（z=-.28）；自然智能

最高的是農學院（z=.76），最低的是法學院（z=-.26）；邏輯

-數學智能智能最高的是工學院（z=.58），最低的是文學院 

（z=-.45）。 

  以單一學院的優勢與弱勢智能來看，說明於下： 

1. 法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語文、人際及內省，弱勢智能是自

然、空間、數學及肢體-動覺。其中，語文智能是特別

突出的優勢智能（z=.40）。 

2. 社會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語文及內省，弱勢智能是數學、

空間、自然及肢體-動覺。其中數學智能之低，也是非

常值得注意的（z=-.43）。 

3. 教育學院的優勢智能是人際、語文及內省，弱勢智能是

自然、空間、數學及肢體-動覺。 

4. 商學院的優勢智能是人際，弱勢智能是自然、空間、及

音樂。數學智能是一般人文社會學門的學院共有的弱勢

表 2. 學院在多元智能之差異的 t 檢定（想讀與不想讀之差異分析） 

多   元   智   能 
學門 學院 

人數 

想讀/不讀 人際 內省 語文 音樂 肢體-動覺 空間 自然 邏輯-數學 

法 337/1314 3.62*** 3.07 ** 8.39 ***  -1.96* -5.01*** -5.46*** -3.60*** 

社會 426/1225  2.81 ** 3.14 **  -3.92*** -6.10*** -4.39*** -10.75*** 

教育 578/1073 2.98** 2.35 * 3.01 **  -3.27** -3.59***  -6.08*** 

商 714/937 2.47*    -2.92 **  -5.71*** -8.72***  

管 760/891 3.32***      -4.26** -8.16***  

人文 

社會 

文 761/890  3.24 ** 8.68 *** 3.91 *** -2.56* -5.20*** -6.66*** -18.50*** 

戲劇 114/1537 4.23***   3.34 *** 4.05 *** 5.38***  -2.02* -4.64*** 

音樂 63/1588     5.41 ***    -2.46* 

運動 82/1569      4.99***    

舞蹈 32/1619 2.86**     5.34***    

設計 355/1296      3.61** 7.25***  -4.47*** 

藝能 

美術 97/1554 -3.03**      6.83***  -2.84** 

醫 357/1294       4.18*** 13.98*** 9.73*** 

農 148/1503        9.96*** 3.21** 

理 599/1052 -4.15*** -4.30 *** -6.66 *** -3.06 **  6.01*** 11.95*** 19.55*** 
理工 

工 539/1112 -4.19*** -5.92 *** -8.10 *** -3.39 ** 3.99*** 6.97*** 8.54*** 18.98*** 

註：*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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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而商學院則沒有此項特徵。 

5. 管理學院的優勢智能是人際，弱勢智能是自然及空間。 

管理學院也和商學院類似，數學智能不是弱勢的智能。 

6. 文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語文、音樂及內省，弱勢智能是數

學、自然、空間及肢體-動覺。文學院的邏輯-數學智能

是所有學院中最弱的（z=-.45）。 

7. 戲劇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肢體-動覺、人際、音樂及語文，

弱勢智能是自然及數學。戲劇學院是優勢智能較多而弱

勢智能較少的學院，在肢體-動覺智能的優勢也是蠻高

的（z=.48）。 

8. 音樂學院的優勢智能是音樂，弱勢智能是數學。音樂智

能是音樂學院最具代表性的智能（z=.66）。 

9. 運動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肢體-動覺（z=.53），而沒有明

顯的弱勢智能。 

10. 舞蹈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肢體-動覺及人際，而沒有明顯

的弱勢智能。肢體-動覺智能是舞蹈學院最具代表性的

智能（z=.93）。 

11. 設計學院的優勢智能是空間及肢體-動覺，弱勢智能是

數學。同時兼具空間及肢體-動覺優勢智能的學院，除

工學院外，就是設計學院。 

12. 美術學院的優勢智能是空間，弱勢智能是人際及數學。

空間智能是美術學院最具代表性的智能（z=.66）。 

13. 醫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自然、數學及空間，而沒有明顯的

弱勢智能。醫學院在自然（z=.58）和數學（z=.41）的

優勢是相當高的。 

14. 農學院的優勢智能是自然及數學，而沒有明顯的弱勢智

能。自然智能是農學院最具代表性的智能（z=.76）。 

15. 理學院的優勢智能是數學、自然及空間，弱勢智能是語

文、內省、人際及音樂。理學院在數學智能的優勢也是

蠻高的（z=.55）。 

16. 工學院的優勢智能是數學、自然、空間及肢體-動覺。

弱勢智能是語文、內省、人際及音樂。數學智能是工學

院最具代表性的智能（z=.58）。 

 

表 3. 各學院之多元智能的 z 分數平均值 

多   元   智   能 
學門 學院 人數 

人際 內省 語文 音樂 肢體-動覺 空間 自然 邏輯-數學

法 337 .18 *** .15 ** .40 *** .06  -.10 * -.24 *** -.26 *** -.17 *** 
社會 426 .03  .11 ** .13 ** -.05  -.16 *** -.25 *** -.18 *** -.43 *** 
教育 578 .10 ** .08 * .10 ** .00  -.11 ** -.12 *** -.04  -.20 *** 
商 714 .07 * -.04  -.05  -.08 ** -.03  -.16 *** -.24 *** .04  
管 760 .09 *** -.01  .01  -.02  .03  -.11 ** -.21 *** -.01  
文 761 .05  .09 ** .23 *** .10 *** -.07 * -.14 *** -.17 *** -.45 *** 

人文 
社會 

最大差異絕對值 .15  .19 .45 .18 .19 .14  .22  .49  

戲劇 114 .38 *** .18  .30 *** .36 *** .48 *** .01  -.18 * -.37 *** 
音樂 63 .18  -.02  .11  .66 *** .20  .08  -.01  -.30 * 
運動 82 .16  -.11  -.09  -.08  .53 *** -.19  -.03  -.08  
舞蹈 32 .50 ** .03  .24  .25  .93 *** -.28  -.08  -.28  
設計 355 -.03  .02  .04  .07  .17 ** .34 *** -.07  -.21 *** 
美術 97 -.30 ** .04  .12  .09  .09  .66 *** .14  -.28 ** 

藝能 

最大差異絕對值 .80  .29 .39 .74 .84 .94  .32  .29  

醫 357 -.08  -.03  -.08  .08  .06  .19 *** .58 *** .41 *** 
農 148 -.14  .03  -.14  -.09  -.03  .13  .76 *** .22 ** 
理 599 -.13 *** -.14 *** -.21 *** -.10 ** .06  .19 *** .37 *** .55 *** 
工 539 -.15 *** -.21 *** -.28 *** -.12 ** .13 *** .24 *** .30 *** .58 *** 

理工 

最大差異絕對值 .07  .24 .20 .20 .16 .11  .46  .36  

總平均 165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最大差異絕對值 .80  .39 .68 .78 1.09  .94  1.02  1.03 
註：1. * p<.05；** p<.01；*** p<.001。 

2. ＃ 人數加總不等於樣本總數 1651，因為想就讀的學院不僅限於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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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各學院之學生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根據各個學院在多元智能之 z 分數平均值所繪製的側

面圖，可以呈現各學院的特徵。側面圖中，水平軸代表八種

多元智能，垂直軸代表智能之 z 分數平均值。從上面的分析

可知，每個學院都有其優勢及弱勢的多元智能組型。根據各

學院在八種智能的平均數，對照全體樣本的平均數，繪製而

成的側面圖，可對各學院獨特的多元智能面相有較深入的瞭

解。側面圖的橫軸是八種多元智能，為了凸顯側面圖的特徵

及應用的容易性，八種多元智能的排列順序是人際智能、內

省智能、語文智能、音樂智能、肢體-動覺智能、空間智能、

自然智能、及邏輯-數學智能。側面圖的縱軸刻度代表各種

智能之平均數。圖中的每條折線各代表一個學院在八種智能

上的平均分數。z 分數為 0 的水平線代表全體平均數，可作

為比較用的輔助線。 

1. 人文社會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圖 1 是人文社會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審視此圖可以

得到若干的發現： 

（1）整體比較：與全體平均線相比，在人際、內省、及語

文智能上，很多學院的折線在全體平均線之上。各學

院在音樂智能的表現各有上下。接下來，在肢體-動

覺、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上，大部分學院的

折線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下。 

（2）人文社會學門的共同特點：與全體平均線相比，在人

際智能上，所有人文社會學門的學院都在全體平均線

之上；在空間及自然智能上，所有人文社會學門的學

院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下。這種一致性的傾向，可視為

學門的共同特點。 

（3）學院間的差異性：從各個學院在每種智能的差距來看，

在語文智能及邏輯-數學智能有較大的學院差距，較大

z 值的差異絕對值分別是 .45 及 .49 （見表 3）。以語

文智能而言，法學院（z=.40）高於商學院（z=-.05）；

以邏輯-數學智能來看，商學院（z=.04）與管理學院

（z=-.01）的表現明顯的高於社會學院（z=-.43）及文

學院（z=-.45）。這些現象可視為人文社會學門內不同

學院的差異性。 

（4）折線特徵：各學院之折線呈現左上角往右下角緩降的

「＼」形狀，優勢智能在左側的人際、內省、語文及

音樂，弱勢智能在右側的肢體-動覺、空間、自然及數

學。 

2. 藝能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圖 2 是藝能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檢視此圖可以得到

下面的發現： 

（1）整體比較：與全體平均線相比，所有學院在肢體-動覺

智能的折線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上，但是在邏輯-數學

上，所有學院的折線在全體平均線之下。在其他的六

種智能上，各學院的表現各有上下。 

 

 
圖 1. 人文社會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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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能學門的共同特點：與全體平均線相比，所有學院

在肢體-動覺智能的折線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上，但是在

邏輯-數學上，所有學院的折線在全體平均線之下。這

種一致性的傾向，可視為藝能學門的共同特點。總言

之，所有藝能學門的學院都有較高的肢體-動覺智能，

但有較低的邏輯-數學智能。 

（3）學院間的差異性：從各個學院在每種智能的差距來看，

在人際、語文、音樂、肢體-動覺、空間及自然智能有

大的學院差距，最大與最小 z 值的差異絕對值分別

是 .80，.39，.74，.84，.94 及 .32。學門內各學院的

多元智能差異，似乎相當的大。人際智能方面，舞蹈

學院最高（z=.50），美術學院最低（z=-.30）；語文智

能而言，戲劇學院最高（z=.66），運動學院最低

（z=-.09）；以音樂智能而言，音樂學院最高（z=.66），

運動學院最低（z=-.08）；以肢-動覺智能來看，舞蹈

學院最高（z=.93），美術學院最低（z=.09）；從空間智

能來比較，美術學院最高（z=.66），舞蹈學院最低

（z=-.28）；以自然智能來講，美術學院最高（z=.14），

戲劇學院最低（z=-.18）。這些現象突顯藝能學門各學

院間的差異性。 

（4）折線特徵：各學院之折線呈現高峰突起的「^」形狀，

高峰表示優勢智能之所在，音樂學院的高點在音樂智

能，舞蹈學院的高點在肢體-動覺智能，美術學院的高

點在空間智能。 

3. 理工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圖 3 是理工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由圖 3 可以得到以

下的結果： 

（1）整體比較：與全體平均線相比，在人際、內省、及語

文智能上，很多學院的折線在全體平均線之下。各學

院在音樂及肢體-動覺智能的表現各有上下。接下來，

在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上，所有學院的折線

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上。 

（2）理工學門的共同特點：與全體平均線相比，在人際及

語文智能上，所有理工學門的學院都在全體平均線之

下；在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所有理工學門

的學院都在全體平均線之上。這種一致性的傾向，尤

其自然及邏輯-數學智能遠超過全體平均線，可視為理

工學門的共同特點。 

（3）學院間的差異性：從各個學院在每種智能的差距來看，

在自然智能及邏輯-數學智能有較大的學院差距，最大

與最小 z 值的差異絕對值分別是 .46 及 .36。以自然

智能來看，四個學院有頗大的差距，農學院最高

 
 

圖 2. 藝能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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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6），醫學院次之（z=.58），然後是理學院（z=.37）

及工學院（z=.30）；至於邏輯-數學智能，工學院 

（z=.58）與理學院（z=.55）高於醫學院（z=.41）及

農學院（z=.22）。這些現象凸顯理工學門內的學院差

異性。 

（4）折線特徵：各學院之折線大約呈現左下角往右上角攀

升的「／」形狀，弱勢智能在左測的人際、內省、語

文及音樂，優勢智能在右側的動肢體覺、空間、自然

及數學。 

（四）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 

  本研究從三方面來分析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首先探討

全體樣本中是否有性別差異存在。其次，分別探討每個學院

內是否存在性別差異。最後，再檢視學院的典型優勢智能

上，男女是否有差異。 

1. 全體樣本之性別差異 

  全體樣本中是否有性別差異的問題，係利用 t 檢定的方

法加以分析，結果呈現於表 4。表格中顯示男生在邏輯-數

學、空間、肢體-動覺及自然智能上，有較突出的表現；而

女生在語文、音樂、人際及內省智能上，有較突出的表現。

由此可知，整體而言，男女學生在各種智能的表現上有所不

同。這種結果符合一般對男女性別差異的瞭解。 

  雖然在八種多元智能個別的表現上，有明顯的性別差異

存在，但是在八種多元智能的總平均分數上，男女學生的差

異未達顯著水準，這可能是男女各有所長，所以在總平均分

數上大致相同。 

2. 各學院之學生在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 

  表 4 是根據全體樣本的分析結果，發現在各種智能的性

別差異非常顯著。本研究利用 t 檢定法，進一步探討在每個

學院內，智能是否也存在著性別差異。結果列於表 5。從有

顯著性別差異的智能來看，各個學院在人際、內省、語文、

與音樂等智能的 t 值都是負值，表示這些智能都是女高於

男；而肢體-動覺、空間、自然、與邏輯-數學等智能的 t 值

都是正值，表示這些智能都是男高於女。 

  再從學門來看，人文社會學門的學院呈現較為明顯的性

別差異，女生的人際、內省、語文、與音樂等智能高於男生，

男生的肢體-動覺、空間、自然、與邏輯-數學高於女生；其

次，藝能學門的學院，除了設計學院外，其它學院並未呈現

明顯性別差異的現象；最後，理工學門的學院，在人際、內

省、語文、與音樂等智能上，女生高於男生，但是在肢體-

動覺、空間、自然、與邏輯-數學等智能上，並未發現有明

顯的性別差異。這種學門之間所呈現的歧異現象，值得再加

探討。 

3. 學院之典型優勢智能的性別差異 

  再從各學院之優勢智能來看，在語文智能上最有優勢的

法學院，有女優於男的現象（t=-2.27, p<.05）；在空間智能

上最有優勢的美術學院，有男優於女的現象（ t=2.05, 

 
 

圖 3. 理工學門的多元智能側面圖 

 



 

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第六卷 第一期 民國九十九年 

                                                        

24 

p<.05）。這兩種智能的優勢方向符合一般對性別差異的預

期。除此之外，在人際智能上最優勢的舞蹈學院、在內省智

能上最優勢的戲劇學院、在音樂智能上最有優勢的音樂學

院、在肢體-動覺智能上最有優勢的體育學院、在自然智能

上最有優勢的農學院、在邏輯-數學智能上最有優勢的工學

院，都沒有性別差異存在（p>.05）。代表典型優勢智能的學

院，未呈現顯著的性別差異，這種現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及特

殊意涵，值得更進一步的探討。 

 

 

表 4. 性別在多元智能之差異的 t 檢定及變異數同質性的 F 檢定 

多元智能 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人數 t 值 變異數同質性檢

定的 F 值 
人際 男 

女 
3.72 
3.84 

.61 

.56 
642 

1009 
-4.14 *** 6.24 * 

內省 男 
女 

3.63 
3.81 

.62 

.56 
642 

1009 
-5.84 *** 7.83 ** 

語文 男 
女 

3.40 
3.57 

.67 

.65 
642 

1009 
-5.14 *** 1.12  

音樂 男 
女 

3.14 
3.36 

.81 

.81 
642 

1009 
-5.34 *** .03  

肢體-動覺 男 
女 

3.44 
3.35 

.62 

.68 
642 

1009 
2.78 ** 11.32 *** 

空間 男 
女 

3.44 
3.26 

.67 

.69 
642 

1009 
5.21 *** 1.69  

自然 男 
女 

3.46 
3.28 

.81 

.82 
642 

1009 
4.46 *** .08  

邏輯-數學 男 
女 

3.47 
3.12 

.68 

.72 
642 

1009 
10.07 *** 6.11 * 

總平均 男 
女 

3.46 
3.45 

.42 

.40 
642 

1009 
.73  .50  

註：*即 p<.05；**即 p<.01；***即 p<.001。 
 

表 5. 學院內之性別差異的 t 檢定 

多   元   智   能 
學門 學院 

人數 
男/女 人際 內省 語文 音樂 肢體-動覺 空間 自然 邏輯-數學

法 116/221 -2.41* -3.54 *** -2.27 * -2.38 *     

社會 98/328 -2.92** -2.21 *  -2.41 *   2.16* 2.78** 
教育 149/429 -1.96* -2.51 * -2.00 * -3.02 ** 3.15** 3.48*** 3.58*** 5.02*** 
商 243/471 -2.08* -3.99 ***  -1.97 * 2.20* 2.35* 2.24* 4.53*** 
管 275/485 -2.33* -3.90 ***  -2.49 *  3.39***  4.90*** 

人文 
社會 

文 187/574 -3.65*** -4.37 *** -2.33 * -3.10 **  3.21***  3.25*** 

戲劇 23/91 3.48***         

音樂 13/50          

運動 31/51     -3.10 **     

舞蹈 5/27          

設計 105/250  -3.73 *** -2.06 * -3.31 ***    3.25*** 

藝能 

美術 28/69       2.05*  2.95** 

醫 163/194 -2.38* -2.21 * -2.42 * -2.32 *     

農 80/68    -2.38 * -3.27 ***     

理 368/231  -3.51 *** -2.97 ** -3.92 ***    2.79** 
理工 

工 355/184 -2.34* -3.88 ***  -3.81 ***     

註：      表示典型優勢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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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一）各學院吸引具有不同優勢及弱勢智能的學生，可作為

科系選擇的參考 

  學院的選擇反映出不同的多元智能組型。以各個學院而

言，其多元智能的分布情形有獨特的面相。每個學院都有其

優勢與弱勢的智能組合，這種組合反映出學生如何選讀主修

領域。本研究根據表 3 整理出十六個學院個別的優勢及弱勢

智能（見表 6），可以對大學志願的選擇提供有用的參考。

表中「○」表示優勢智能，「 」表示弱勢智能，空白表示

既非優勢也非弱勢的智能。一個符號表示達到 .05 顯著水

準，兩個符號表示達到 .01 顯著水準，三個符號表示達

到 .001 顯著水準。 

（二）選擇理工學門與人文社會學門的學生，在多元智能上 

有極其相反的組型 

  理工學門具有之優勢及弱勢智能，與人文社會學門具有

之優勢與弱勢智能，有正好相反的傾向。這種現象值得注意。 

  本研究的對象是高中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是中等教育下

的產品，是教育成果的表徵。現在的高中教育制度，理工組

與人文社會組分組培育，高中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就已經固

著了。理工組在空間、自然、及邏輯-數學等智能上，高度

的運用與開發，但在其餘的智能上則任其乾涸。另一方面，

人文社會組在語文、人際、及內省等智能上，不斷的加強及

發展，而在其餘的智能上則任其退化。國內的高中分流教育

造成多元智能的差異化發展，使學生的全智能發展，在高中

階段可能已經完全被扼殺了。青少年階段應該讓學生的多元

智能都獲得探索與發展的機會。然而本研究發現，我國高中

生在填寫大學志願時，就已經有明顯的優勢智能的差別，顯

然我國的教育使得青少年過早的在多元智能上有明顯的區

分，也突顯出在某些智能上有過早呈現枯萎的現象。 

  現行之教育制度，高二時就已經根據志願而分組教學，

學習的範疇已經窄化成未來專業的訓練而已。學生的多元智

能並未能得到充分的探索與發展。高中畢業生的年齡都在

18 歲左右。根據現代對大腦的研究發現，人類的大腦要在

20 歲之後才發育完成，過早的分化似乎有違人類生理的自

然發展，也阻礙了多元智能的發展。這個現象可能也反映出

為何台灣有幾近百分之五十的大學生覺得沒有讀到符合興

趣的科系，這不僅是個人發展的遺憾，也是國家人力資源的

損失。也由於高中階段不再有全智能的教導與訓練，多元智

能的發展也就隨之有所偏頗了。這是理想的教育嗎? 實在值

得深思。 

（三）多元智能側面圖有助於辨識學院及學門的特徵 

  利用個人的多元智能側面圖，有益於教師設計最適合學

生的教學活動，學生的能力也能因而適性的發展，製造師生

雙贏的局面。在學校教育的前幾年，智能側面圖可以協助教

師確知如何培育每位學生全智能的發展；而在稍後幾年，學

表 6. 各學院之優勢智能與弱勢智能 

學門 學院 人際 內省 語文 音樂 肢體-動覺 空間 自然 邏輯-數學

法 ○○○ ○○ ○○○      

社會  ○○ ○○      

教育 ○○ ○ ○○      

商 ○        

管 ○○○        

人文 

社會 

文  ○○ ○○○ ○○○     

戲劇 ○○○  ○○○ ○○○ ○○○    

音樂    ○○○     

運動     ○○○    

舞蹈 ○○    ○○○    

設計     ○○ ○○○   

藝能 

美術      ○○○   

醫      ○○○ ○○○ ○○○ 

農       ○○○ ○○ 

理      ○○○ ○○○ ○○○ 
理工 

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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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本著「智能側面圖」所呈現的優勢及弱勢智能，探索

大學主修科系的選擇及未來職業發展的方向。 

  本研究所繪製的團體多元智能側面圖，意在呈現團體的

特徵。依人際智能、內省智能、語文智能、音樂智能、肢體

-動覺智能、空間智能、自然智能、及邏輯-數學智能的順序，

由左而右排列，繪製而成學院的多元智能側面圖。側面圖顯

示各個學院的多元智能分佈特性。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多元

智能側面圖，對照學院的多元智能側面圖，藉以選擇適合自

己就讀的學院。 

  此外，根據側面圖的折線形狀，可以很容易的判斷學門

特性。當折線形成左低右高的「／」形狀，表示具有理工學

門的特性；當折線形成左高右低的「＼」形狀，顯示具有人

文社會學門的特性；當折線形成兩側較低而中間突起的「^」

形狀，表示具有藝能學門的特性，藝能學門因學院的不同，

在音樂智能、肢體-動覺智能、或空間智能上，各有展現。

這三種特殊形狀的側面圖，能夠有效辨識學院及學門的特

性。 

（四）教導和訓練對多元智能的發展，發揮了促進的功能 

  綜合課程、職業與多元智能之相關研究文獻（曾才銘， 

2001; Chan, 2003; Shearer, 1994, 2004），並納入本研究之發

現（見表 3），整理出表 7。由表內可得知學校課程與多元智

能的關連性、職業專長的優勢智能、以及選擇大學就讀學院

所反映的智能組合。雖然這些研究結果不容易作直接的比

較，但是還可以看出專長訓練與多元智能發展的關係。 

  就學校課程而言，包含初中才藝班、國小課程、高中課

程及大學課程的學習，可看出課程發揮了促進智能發展的功

能，也反映出特定課程與特定智能的緊密關係。例如：戲劇、

群育與人際智能有關；音樂與音樂智能有關；體育、舞蹈與

肢體-動覺有關；室內設計及視覺藝術與空間智能有關；自

然與自然觀察者智能有關；數學與邏輯-數學智能有關。從

課程與智能所呈現的顯著相關看來，以課程來訓練或促進智

能是可期待的。 

  至於職業所需的專業知能，如學校教師、職業團體等，

也多與特定的優勢智能有所關連。例如，英文老師和作家有

高的語文智能，輔導老師和心理學家有高的人際智能與內省

智能，藝術、音樂及運動的老師有高的音樂智能，體育老師

和舞蹈家有高的肢體-動覺智能，科學老師和自然學家有高

的自然觀察者智能，科學老師、數學老師和工程師有好的邏

表 7. 課程（或專長）與優勢智能關係之摘要表 

智能  
研究 

人際 內省 語文 音樂 肢體-動覺 空間 自然 邏輯-數學

Shearer (1994) 
初中生才藝班 

戲劇 戲劇 戲劇 音樂 舞蹈 視覺藝術  音樂 

曾才銘(2001) 
國小課程 

群育 德育 智育 國文 
音樂 
美勞 

體育  自然 數學 
社會 
智育 

Chan (2003) 
香港中學教師任教專長 

輔導 輔導  藝術 
音樂 
運動 

    

Shearer (2004) 
大學生的課程 

學生領袖  創意寫作 音樂理論 舞蹈 室內設計  數值理論

Shearer (2004) 
高中老師任教專長 

行政 
特殊教育 

音樂 
特殊教育 

英文 音樂 體育 科學 
藝術 

科學 科學 
數學 

Shearer (2004) 
職業團體 

心理學家 飛行員 作家 音樂 舞蹈家 藝術家 自然學家 工程師 

本研究 
高中畢業生選填志願 

舞蹈學院 
戲劇學院 
法學院 
教育學院 
管理學院 
商學院 

法學院 
社會學院 
文學院 

教育學院 

法學院 
戲劇學院

文學院 
社會學院

教育學院

音樂學院

戲劇學院

文學院 

舞蹈學院

運動學院

戲劇學院

設計學院

工學院 

美術學院 
設計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 
理學院 

農學院 
醫學院 
理學院 
工學院 

工學院 
理學院 
醫學院 
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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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數學智能。 

  本研究發現高中應屆畢業生在選擇大學主修學門時，已

經因學校的分流教育而使多元智能有了高度的分化，因此使

各個學院各自吸引了具有不同優勢與弱勢智能組合的學

生。根據 Gardner (1993, 1999) 的觀點，經過教導與練習，

大多數人的智能可以發展到相當的水準。我國教育雖然強調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教育，可是我國從國中低年

級開始，應有的美術、音樂、體育的上課時間常被借用來加

強國文、數學等主科的學習。以致於五育均衡發展變成只是

口號，而沒有實際於教育中落實，多元智能的全面發展也因

而受限。因此在基礎教育的階段，各種智能都應該得到充分

發展的機會，到了需要決定專攻的領域時，就有更寬廣的及

更有彈性的選擇。 

  多元智能是應該持續發展的，由表 7 所統整的資料看

來，從小學開始到大學，課程的訓練都有發揮促進智能發展

的效果。也因此在大學階段，雖然重視專業的訓練而獨厚某

些特定智能的發展，然而其他智能的發展也不容偏廢。大學

教育也有必要思考及建立全智能發展的教學、課程或學制。

例如，設計及進行有利多元智能發展的教學和評量，提供增

進多元智能的通識教育，或者在制度面實驗大一大二不分系

實施的可能性。 

（五）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 

  Yuen & Furnham (2005) 綜合對自評的多元智能所做的

研 究  (Furnham, et al., 2001; Furnham, Rakow, 

Sarmany-Schuller, & De Frugt, 1999; Furnham, Shahidi, & 

Baluch, 2002; Furnham & Ward, 2001; Rammstedt & 

Rammsayer, 2000; Yuen & Furnham, 2005)，製作一個比較多

元智能性別差異的摘要表，發現來自不同國家的研究對象，

得到比較一致的結果是男生在邏輯-數學智能及空間智能

上，優於女生。本研究擷取這個摘要表，再加入他們針對香

港學生所得到的結果以及本研究的發現，重新整理出表 8。 

  由表中可見，本研究的結果也印證了男生在邏輯-數學

及空間智能上優於女生。此外，也發現男生在自然及肢體-

動覺智能上亦有顯著的優勢，而女生則在語文、人際、內省、

及音樂智能上有顯著的優勢。本研究以及針對香港學生所做

的研究，都顯示在多數的智能上有顯著的性別差異。相較於

其他研究，除了邏輯-數學及空間智能有顯著的性別差異

外，在其它智能上的差異並不明顯。這是文化的差異或有其

他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再者，綜觀國內外研究所顯示

的性別差異情形，雖有一致的結論，但也有分歧的結果。因

此，有賴更多的實證資料來突顯性別差異的情形，或仰賴更

多的研究來解釋性別差異的真相。 

  瞭解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有教育上的意義。根據多元

智能的理論，多元智能的充分發展不但是可能的，也是需要

的。探討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藉以瞭解兩性的強勢及弱勢

智能，繼而設計符合性別所需的教學，這是充分發展每位學

生多元智能的有效途徑。 

 

表 8. 多元智能性別差異的摘要表 

研究者 
Furnham, 

Shahidi, et al. 
(2002) 

Furnham & 
Ward (2001) 

Rammstedt & 
Rammsayer 

(2000) 

Furnham, 
Rakow, et al. 

(1999) 

Furnham, 
Hosoe, & 

Tang (2001)

Furnham, et 
al. (2001) 

Yuen & 
Furnham 
(2005) 

本研究 

研究對象 英國學生 紐西蘭學生 德國學生 斯洛瓦克 美國學生 日本學生 香港學生 台灣學生 

男女人數 92/132 212/407 54/51 64/113 102/111 62/102 232/148 642/1009 
語文        女 

邏輯-數學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空間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音樂   女    女 女 

肢體-動覺       男 男 

人際   女 女    女 

內省      男 男 女 

自然       男 男 

存在  男     男  
靈性       男  

註：男表示男高於女，女表示女高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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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多元智能的性別差異因學門的選擇而異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整體來看，只考慮性別的因素時，

男生在邏輯-數學、自然、空間、及肢體-動覺等四項智能上

有顯著的優勢，這些智能可視為男性優勢智能；而女生在語

文、人際、內省、及音樂智能上有顯著的優勢，這些智能可

視為女性優勢智能。 

  然而，依各學門而區分，這種趨勢並不是一種普遍的現

象。人文社會學門的學院呈現比較明顯的性別差異，男性優

勢智能及女性優勢智能的情況是存在的。反觀理工學門的學

院，女性優勢智能大體是存在的，但是並未發現男性優勢智

能的存在。再看藝能學門的學院，男性優勢智能與女性優勢

智能的現象並沒有明顯出現。 

  綜合而言，一般所謂男生在邏輯-數學、自然、空間、

及肢體-動覺等四項智能上有顯著的優勢，而女生在語文、

人際、內省、及音樂智能上有顯著的優勢，這種現象只存在

人文社會學門的學院。至於藝能學門和理工學門的學院，並

未發現有同樣的傾向。由於目前尚未發現有其他的研究結果

可供比較，本研究得到這樣的發現，其意義如何，值得更多

的推敲。 

（七）大部分學院典型優勢智能的性別差異不顯著，優勢智

能對學院選擇的重要性不因性別而有差異 

  從學院的典型優勢智能著眼，除了法學院的語文智能是

女優於男、美術學院的空間智能是男高於女外，在人際智能

上最優勢的舞蹈學院、在內省智能上最優勢的戲劇學院、在

音樂智能上最有優勢的音樂學院、在肢體-動覺智能上最有

優勢的體育學院、在自然智能上最有優勢的農學院、在邏輯

-數學智能上最有優勢的工學院，都未發現有男女差異存在。 

  在大部分學院典型優勢智能上，性別的差異不明顯，顯

示優勢智能是志願選擇的要素，不因性別而有不同。學生對

於學院的選擇，優勢智能可能扮演比性別更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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