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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主題
又到鳳凰花開的畢業季節，站在新的開始起點上，回望國中三年的探尋，總是覺得有些收穫，又有些淡

淡的遺憾吧！本期輔訊透過「再見，毛頭小鷹」、「課堂之外」、「缺角一族」、「愛的方式」等專欄，和
同學們分享生涯規劃及親子互動的眉角，內容實用又有趣，千萬別錯過喔！也祝福同學可以在新的學期開始
前做好準備、邁開步伐勇敢向前走！

本期

主題

再見，毛頭小鷹 作者：編輯群

繪本是這樣開始的「一隻毛頭小鷹，從小就很愛

演戲，牠會學蝙蝠倒吊樹梢、學大紅鶴伸長脖子單腳

踏水、學鴕鳥把頭埋進沙子裡⋯⋯樂此不疲。媽媽語

重心長地希望牠當老師：多學學老師的樣子吧！爸爸

投以關愛眼神希望牠當醫生：多學學醫生的樣子吧！

毛頭小鷹東學學西學學，最後成了一名英勇消防員！」

故事就此嘎然而止。

毛頭小鷹從小就展現天賦，然後在學習的路上被指派

任務，最後成就自己不確定喜不喜歡的人生。六月份送別

國三這群大男孩女孩時，總會想起這個故事，想著這些帶

著夢想和祝福飛出校園的毛頭小鷹們，是否都能振翅高飛？

1970年代以前，教育制度只重視「IQ測驗」，IQ130

分以上稱為高智商兒童，其實智力測驗僅測量「語文、數

理邏輯、空間關係」等3大能力，卻忽略藝文、體能、人

際等右腦的能力。這樣的偏誤，一直到1983年由哈佛心

理學家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理論，提供對「智能」

更寬廣的解釋後，考試成績至上的觀念才稍稍被改變。時

至今日2017年，你的教育觀念還停留在哪一年？

八大多元智能包含了：語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數學-邏輯智能（logic-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內

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人際智能（interper-

sonal intelligence）、身體動覺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

ligence）、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視覺空間智

能（spatial intelligence）、自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

gence），提醒我們在看待自己時，不能只狹隘地關注單

一能力的表現，也別忘了創意、藝術、實用智能有關的

潛在才能，可能尚未被發掘。

未來的工作世界更是日新月異，如果父母和孩子對工

作的期待，還停留在舊世代，用心栽培的過程，反而會讓

孩子提早被環境淘汰。例如20年前大家嚮往的職業，醫

生、軍公教、科技新貴......等，曾幾何時，醫生也面臨四

大皆空、超時過勞、軍公教上街、科技新貧責任制等新聞

歷歷在目，你對工作世界的瞭解，還停留在哪一年？

根據英國公共政策研究院推測，2050年英國從事製

造業的勞工比率將會從16%減少至只占全國勞工的5％，

企業紛紛採用機器人或自動化生產設備，取代了原本的人

工。工作機會減少，其實也代表著目前的許多業種將面臨

消失的危機，韓國學者金龍燮甚至提出至2020年，將有

80％的現存職業將會消失。回頭看看這幾年產業重整的

態勢，失去價值的產業被淘汰已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但

也將持續有新的產業出現，現在當紅的職業，也未必能一

直長紅下去，未來的職涯規劃不能只是選擇當下想從事的

職業，而是要選擇一個能「符合自己能力」又得「跟上社

會潮流變化」的工作。呼~毛頭小鷹們，你找到答案了嗎？

毛頭小鷹：老師，這是考試嗎？又要找答案！

喔~不，這職涯的答案需要你用一生去追尋。

資訊發達的時代中，可以善用許多有幫助的訊息，協

助自己更快跟上時代的腳步喔！像遠見雜誌曾在2016年

底的專題報導中，綜合歸納出未來十年可能很夯的幾類工

作，並舉出有兩樣工具：精確的統計和預測的直覺，可以

幫助我們探索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哪些新的職業。

第一類是成長率達108％的「風力發電機組維修人

員」，因為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專業的維修技師相當缺乏。

另一類則是許多國家都有的人口老化問題，包括職能

治療助理（增加43％）、物理治療助理（41％）、居家

護理輔助人員（38％）、聽障治療師（29％）、助聽器

驗配專員（27％）和驗光師（27％）等，這些工作除了

專業尚需同理心和社交技巧。另一類是企業需要研究關於

顧客和營運的數據，大數據統計分析專家（增加34％）

和作業研究分析師（30％）等。

2017年科技新趨勢是透過「聊天式人機介面」（對

話或簡訊）來提供線上服務。如蘋果的Siri、亞馬遜的

Alexa、微軟的Cortana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就像網站需要

工程師，機器人也需要工程師維修與管理。另外，愈來愈

多自動車、無人機被廣泛運用在農業、生態保育、科學研

究和人道救援，因此將會需要更多技術支援和維修人員。

還有結合生物學和3D列印製造出人體器官的工程師，另

外，擴增實境（AR）尚在發展初期，但可望創造出新的

虛擬市場需求。

此外，要餵飽不斷增加的都市人口，在精密控制環境

下進行的水耕（hydroponics）和氣耕（aeroponics）農法

，正快速發展，也因此產生了「室內農夫」這個新工作，

農業也被認為是下個世代最具爆發力的明星產業。

以上這些可能的新興產業，你對哪個有興趣呢？如果

還沒有方向的毛頭小鷹們，請不要急於飛翔，就先保持學

習的熱情、保有求知慾，才是未來生存的必要條件。

延伸閱讀：親子天下2015年四月號-發現孩子的能力之島

 天下雜誌2016年12月-2017全球大趨勢

 早一步培養孩子明日的天賦

毛頭小鷹：老師，這是考試嗎？

               又要找答案！

喔~不，這職涯的答案
需要你用一生去追尋。

Amigo信箱
Amgio老師：

我好煩喔⋯ 我從國小就暗戀我男朋友，上個月我鼓起勇氣告白，他竟然說他也

喜歡我耶！我們就在一起了，可是我擔心最近可能要分手了⋯ 因為我們上星期六去

麥當勞讀書，他送我回家時在巷子裡面抱我，我很害羞，結果他就開始摸我的胸

部，我覺得超級尷尬的！也不是不喜歡啦，但就是覺得怪怪的⋯ 老師，我真的很喜

歡他，可是為什麼他摸我的時候，我會覺得怪怪的呢？我又不敢跟他說，怕他生氣

會跟我提分手，老師，我該怎麼辦⋯？

很想挽留帥男友的  小綿羊  敬上

親愛的小綿羊：

首先，老師要稱讚你是願意重視自己感覺的人，這是勇敢的事，我想，那種「怪怪的」

感覺其實在你們的狀況中，應該是很正常的喔~ 為什麼呢？因為你們才交往一個月呀！雖然

你可能暗戀男友很久了，他可能也偷偷欣賞你很久了，可是如果誠實面對，你們實際上還沒

有很了解對方吧？你們的交往才剛開始，還不是很穩定，光擁抱接吻就夠讓人怦然心動了，

這麼私密的肢體接觸，當然會更讓人不知所措呀~

這樣的不知所措夾雜的，是對男友的愛戀、感覺男友也同樣深愛你的期望，以及猶豫是

否這樣太快的擔心。私密的肢體接觸代表的是愛，老師相信真心話是，你們都很想跟對方

有更多肢體接觸，然而一旦有了肢體接觸，自然會產生的疑惑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愛我」、

「他是想要跟我度過下半輩子嗎」、「他會負責吧」、「他是真心愛我還是只是喜歡我的身

體」？

這些問題其實都反映出，你還沒辦法全然信任對方。現在的你們似乎信任感、安全感還

沒有建立起來，也就是說關係還不夠穩定，這些無法有明確答案的疑惑自然會讓你產生「怪

怪的」感覺。

小綿羊，老師必須跟你說，如果你的男友真心守護你，他會願意尊重你的，如果你現在

拒絕私密肢體接觸，他就跟你分手，那老師判斷，即使你同意了，你們的關係也不會長久，

因為你心中的不安全感會更大，到時他沒辦法處理，你們會一直莫名吵架，互相生氣，然後

漸行漸遠。

老師建議你把你的勇敢拿出來用，男友必須跟你一起成長，透過這次的事件也許可以讓

你們都更認識對方，更了解彼此的價值觀，假設結果不順利，發現男友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

對象，你也沒有損失什麼，反而保護了自己。現在，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跟你的男友討論

你對於這件事所產生的感受，讓他知道你需要被尊重的感覺，看看他的想法是什麼，也許他

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對你的愛，才會這麼衝動；但如果他因此生氣了，老師建議你不要激怒

他，不過也差不多可以思考分手了啦~ 世界上還是有很多好男人der~

關心你的好朋友  Amigo



編輯的話：這幾個月有很多班級導師精心位同學安排產業參訪，讓同學們除了學習課本知識外，透過實地參與

更能了解每個產業的特殊之處，也能反思自己較適合的工作特質。輔導處特別選出幾個同學的心得和大家分享喔！

80832許倍瑜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探索1800年前的十三行遺址，了

解十三行之美及課本學不到的知識。看著這些古物，心
中有說不出的感動，能和這些古文明如此近距離接觸，
出土的陶器有胖有瘦有花紋複雜的，真是視覺上的享受
，透過導覽員仔細的解說，我對這個時期的人類生活又
更了解了。

81302吳坤賢
在十三行博物館裡，我深深體會到保存歷史古物

的不易，還了解十三行人的生活習慣，把課本學到的
知識再次複習，感謝老師安排這樣的行程。

91922陳品惠
進入可口可樂工廠就有導覽員解說這個品牌的歷史，

風靡全球的可口可樂，銷售量從一天9杯達到一天19億杯
，我實在無法想像起點竟是一杯糖漿。接下來我們去看了
製作流程，獨特的曲線瓶前身就像根試管似的，真的很神
奇！後來又到展演中心及台茂購物中心，外觀猶如城堡，
華麗的水晶吊燈，令人嘆為觀止。今天的產業參訪真是有
趣啊！

91927蔡宛妤
我們進入可口可樂工廠時，牆上就有一棵「可樂樹」

映入眼簾，它的葉子是各國的瓶蓋商標圖案，雖然使用的
文字不同，但從樣式就能輕易辨認。接下來走廊上還有可
口可樂大事記對照表，我才知道這個品牌誕生於十九世紀
，現已高齡125歲了呢！而它那特別的曲線瓶身是為了讓
消費者能在黑暗中或瓶子摔破時能迅速辨認出來所設計而
成。再者，可樂的前身竟是感冒糖漿喔！以前有顧客上門
時，可樂都是現場調製而成的呢！

編輯的話：輔導處在九年級會考後，安排數場生涯電影院，其中一場播放「

缺角一族」，電影透過一個在暑假展開獨自旅行的主角林稻風，遇見每天變

裝不斷的檳榔西施莎莎、在海邊無所不撿的鐺共伯、開著宣傳車穿越大街小

巷的海珠姨、執著於修補道路的工務員石頭，五個人心裡都有著一個缺角，

卻都等著被拼湊成為一個圓。日漸熟悉，慢慢開啟對話，不知不覺間人生的

缺角，因為愛的力量，重新放下遺憾找回圓滿……

81323郭汶萱
今天到十三行博物館參訪，先DIY製作磁鐵，是用黏

土製成的，真的很特別。之後開始導覽，學到很多知識，
博物館裡有很多人物道具，做的很逼真，尤其是“人”走樓
梯的道具，很多同學都被嚇到。

80831陳家蓁
十三行博物館的生活文化在當時應該是非常先進的，

因為當時已經懂得煉鐵跟交易。土層越往下挖，會挖到越
古老的文物，考古也是一門有趣的學問呢！

91728黃婉鈞  心得分享

1.日光大道上矗立一支牌子：「○○在前方，請直走」，稻風和莎莎各自有不同答

案，如果是你，會填上甚麼字？

Ans.「希望在前方，請直走」。因為希望就像黑暗中的小火苗，可以給人正面的力

量，讓人勇敢面對未來。

2.為了安慰鐺共伯，稻風騙他說在美國的兒子可以透過衛星可以隨時看到他家屋頂

，鐺共伯為此在屋頂上大作文章，你覺得這樣的謊言好嗎？

Ans.我覺得是好的，因為善意的謊言可以讓鐺共伯保有一絲希望與信念，相信住在

美國的兒子和自己有緊密的連結。

3.記憶的煙囪不再冒出陣陣白煙，海珠姨只能吃著便當空望。在你生命中是否也有

一個充滿記憶的地方？

Ans.我家附近的公園。常讓我想起小時候天真無邪和妹妹在公園玩耍的快樂時光。

4.你心中是否也有缺角呢？如何填補？

Ans.我覺得自己太內向是缺點。希望能透過和同學多聊天、強迫訓練自己變成一個

比較外向的人。

十三行博物館
可口可樂工廠

桃園展演中心

可口可樂工廠

桃園展演中心

看的看的

愛的方式錯了，即使再用力，也是徒勞無功！愛的方式錯了，即使再用力，也是徒勞無功！

愛之語  測驗

專輔黃宜婷老師

參考來源：愛之語 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 著 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

「我爸爸根本就不愛我！」這個女孩很悲憤的告訴我她多麼的不

被愛，我看著她腳上的名牌鞋，手上拿著最新款的iphone，每個星期

還有兩千塊的零用錢，聽著她流利的英語發音，原來從小是念雙語幼

稚園的，還學過無數個才藝，打鼓、吉他、芭蕾、街舞…只要她感興

趣的，爸爸馬上掏錢贊助，這跟我們所認知的「不被愛」好像有落差

，你們說，這個爸爸愛女兒嗎？

我問這女孩：「那你覺得爸爸怎麼做才是愛你呢？」她馬上說出

了她的心聲：「我想要他陪我啊！我不希望回家時面對空盪盪的房子

，然後告訴我『爸爸要去賺錢才能養你』的話，難道賺錢比陪我重要

嗎！！！」我理解了，原來，這女孩想要的「被愛的方式」跟爸爸給

的「愛人的方式」頻率是不對的，難怪，一方感到怨懟，另一方也覺

得委屈。

表達愛的方式有很多種，但不見得每一種你都會收得到，每個人

都有習慣的被愛的方式，可能來自於先天的氣質，也可能是從你父母

的教養中得來的，有一個學者研究得到了一個結論：人類藉由五種方

式來表達愛、了解愛，他稱為「愛的語言」，這五種語言可以用各樣

的方式展現，就看我們對所愛之人的了解，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來投

其所好。現在，就讓我們來學學怎麼「愛別人」吧！首先，來認識一

下五種「愛之語」：

第一種：肯定的言詞
稱讚、鼓勵的言詞，紿予口頭的讚賞、讚美，或是美好、甜蜜的

語話。例如：「你今天做的晚餐好好吃喔！」、「謝謝爸爸載我來上

學」、「我愛你」、「你是最棒的媽媽」等，可以是用說的，也可能

是用簡訊、line、書信，不同的形式但都是正向肯定的言詞，依然可

以讓人感受到滿滿的愛意。

第二種：精心的時刻
給予重要他人不分散的注意力，當下只關注彼此，兩個人同心的

在做一件事。什麼活動才是親子間最重要的？要在相聚的當下情感上

專注與對方在一起，才能真正增進彼此感情交流。例如：晚餐時間的

交流、每周一次全家出去玩、每天固定聊聊天、生日一定要跟家人一

起過等。

第三種：接受禮物
禮物是愛的視覺象徵，可以用買來的、找來的、或是自製的，所

以禮物的金額不是重點，是讓對方知覺到「你有想到我」。要送什麼

禮物前，就要先了解對方的喜好，有些人喜歡收到紅包，他可以自行

運用金錢；有人喜歡收到自製的卡片、相片書，他認為用錢買不到的

禮物最珍貴等，花點時間去觀察他的需要，然後在重要時刻送出去會

更感動人。例如：生日、母親節、父親節送禮物。

第四種：服務的行動
為對方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替他服務，讓他感到開心、欣慰，幫

他做他想做的事，讓他輕省些。而且，你所要做的事是對方覺得重要

的。例如：幫家人準備早餐、幫忙做家事、幫忙照顧弟弟妹妹。

第五種：身體的接觸
身體的接觸是溝通情感很重要的方式，研究也顯示，經常被擁抱

的人情緒發展會比較健康，包括牽手、親吻、擁抱、觸摸都算是，例

如：出門前的擁抱、和家人一起牽手走回家、難過時拍拍肩膀的安慰

，都是可以撫慰人心的表示。

那麼，我該如何知道自己的愛之語呢？而家人的愛之語是什麼又

該如何判斷呢？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經歷這五種愛之語，它是人類愛

箱被充實的共通語言，可是每個人主要的愛之語只有一到兩種，這一

到兩種愛之語如果沒有被滿足，其他三種愛之語做再多、再滿，也不

會深刻的感受到愛。如同前面提到的那個女孩，她的愛之語應該是「

精心的時刻」，她渴望被陪伴，可以擁有一段單獨與父親相處的時刻

，是她覺得最珍貴、最被愛的方式，可是她的父親不理解，一直讓她

「接受禮物」，但這不是她的主要愛之語，所以她始終感覺不到父親

的關心與在乎，可是父親有努力再做，徒勞無功的感覺真的很受傷，

如果可以，她的父親應該以「精心的時刻」為優先來紿予女兒被愛的

感覺，其實就能讓女兒的愛箱被填滿了。試試看思考下面的問題，來

幫助我們判斷最主要的愛之語是什麼？

一、你的重要他人做什麼事或者不做什麼事，傷害你最深、讓你感覺

到最不被在乎？例如：忘記你的生日（精心的時刻）、沒幫忙做

家事（服務的行動）、講很苛刻的話（肯定的言詞）等。跟這些

相反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的愛之語。

二、你最常請求你的重要他人的事是什麼？例如：每天都說「我愛你

」（肯定的言詞）、出門前的擁抱（身體的接觸）。最常請求的

事，可能就是你的主要愛之語。

三、你通常用什麼方式來向你的重要他人示愛？例如：接送他上下學

（服務的行動）、記住每個重要的節日，例如：生日，然後一起

度過（精心的時刻）。你表示愛的方式，通常就是你的愛之語。

同樣的，你也可以反過來觀察一下你的重要他人他的愛之語是什

麼，只要找到他的主要愛之語，用他的語言來滿足他被愛的需要，就

可以事半功倍的把對方的愛箱填滿囉！如果你還是覺得很難判斷，建

議你只要上網搜尋「愛之語 測驗」，就有二選一強迫式選擇的問卷，

去填填看算出你的評分，應該就可以找出愛之語了。

愛人這條路上，你我都需要一直不斷學習。畢竟，人類是情感的

動物，有愛，就有力量！加油！

1. 我喜歡收到寫滿讚美與肯定的小紙條.....................................................A
   我喜歡被擁抱的感覺.........................................................................................E
2. 我喜歡和在我心目中佔有特殊地位的人獨處......................................B
   每當有人給我實際的幫助，我就會覺得他是愛我的 .......................D
3. 我喜歡收到禮物..................................................................................................C
   我有空就喜歡去探訪朋友和所愛的人......................................................B
4. 有人幫我做事，我就會覺得被愛...............................................................D
   有人碰觸我的身體，我就會覺得被愛......................................................E
5. 當我所愛、所景仰的人攬著我的肩膀，我就會有被愛的感覺...E
   當我所愛、所景仰的人送我禮物，我就會有被愛的感覺 .............C
6. 我喜歡和朋友或所愛的人到處走走..........................................................B
   我喜歡和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擊掌或牽手 ............................E
7. 愛的具體象徵（禮物）對我很重要..........................................................C
   受到別人的肯定讓我有被愛的感覺...........................................................A
8. 我喜歡和我所喜歡的人促膝長談...............................................................E
   我喜歡聽到別人說我很漂亮，很迷人或很有氣質 ............................A
9. 我喜歡和好友及所愛的人在一起...............................................................B
   我喜歡收到朋友或所愛的人贈送的禮物.................................................C
10.我喜歡聽到別人接納我的話 ......................................................................A
    如果有人幫我的忙，我會知道他是愛我的..........................................D

11.我喜歡和朋友與所愛的人一起做同一件事..........................................B
    我喜歡聽到別人對我說友善的話..............................................................A
12.別人的表現要比他的言語更能感動我....................................................D
    被擁抱讓我覺得與對方很親近，也覺得自己很重要......................E
13.我珍惜別人的讚美，儘量避免受到批評...............................................A
    送我許多小禮物要比送我一份大禮物更能感動我...........................C
14.當我和人聊天或一起做事時，我會覺得與他很親近......................B
    朋友或所愛的人若常常與我有身體的接觸，我會覺得與他很親近....E
15.我喜歡聽到別人稱讚我的成就...................................................................A
    當別人勉強自己為我做一件事，我會覺得他很愛我......................D
16.我喜歡朋友或所愛的人走過我身邊時，故意用身體觸碰我的感覺 ..E
    我喜歡別人聽我說話，而且表現出興趣十足的樣子......................B
17.當朋友或所愛的人幫助我完成工作，我會覺得被愛......................D
    我很喜歡收到朋友或所愛的人送的禮物...............................................C
18.我喜歡聽到別人稱讚我的外表...................................................................A
    當別人願意體諒我的感受時，我會有被愛的感覺 .........................B
19.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觸碰我的身體時，我覺得有安全感....E
    服務的行動讓我覺得被愛.............................................................................D
20.我很感激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為我付出那麼多.................D
    我喜歡收到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送我禮物...........................C

在每一題的兩個選項當中選出比較偏好的，然後統計A、B、

C、D、E哪一個次數最多，便是你偏好的愛之語。

21.我很喜歡被人呵護備至的感覺...................................................................B
    我很喜歡被人服務的感覺.............................................................................D
22.有人送我生日禮物時，我會覺得被愛及受重視................................C
    有人在我生日那天對我說出特別的話，我會覺得被愛.................A
23.有人送我禮物，我就知道他有想到我的需要.....................................C
    有人幫我作家事，我會覺得被愛..............................................................D
24.我很感激有人耐心聽我說話而且不插嘴...............................................B
    我很感激有人記得某個特別日子並且送我禮物................................C
25.我喜歡知道我所愛的人因為關心我，幫我做家事或買麵包等.....D
    我喜歡和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一起去逛街、旅行............B
26.我喜歡和最親近的人牽手、擁抱、親吻...............................................E
    有人不為了特別理由而送我禮物，我會覺得很開心......................C
27.我喜歡聽到有人向我表示感謝...................................................................A
    與人交談時，我喜歡對方注視我的眼睛...............................................B
28.朋友或所愛的人所送的禮物，我會特別珍惜.....................................C
    朋友或所愛的人碰觸我的身體，那種感覺真好................................E
29.有人熱心做我所要求的事時，我會覺得被愛.....................................D
    聽到別人對我表示感激，我會覺得被愛...............................................A
30.我每天都需要身體的接觸.............................................................................E
    我每天都需要肯定的言語（如：別人表達感激我的付出和努力）....A

總計：A：___________B：___________C：_________D：___________E：______

A：肯定的言詞 B：精心的時刻 C：接受禮物D：服務的行動 E：身體的接觸

你的主要愛的語言優先次序為1.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4._____________________5.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檢測取材自單身愛之語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