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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資深教育工作者，終生深耕教育福田，以教育工
作為志業。

曾任師範、中、小、幼教師、校長及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廳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
處處長多年。現為澳門明愛各教育機構校董。

致力於終身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中
小幼教育及特殊教育等的改革和研究。

合著有《菁莪樂育：多元智能與教師專業成長》、
《孺慕樂儀：多元智能開發與評價的實驗研究》。

個人著有《成人基礎中文》及《成人基礎數學》
等。

並在海峽兩岸的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十多篇。



致力於培育學生善於思考、習於辨釋、甘於鑽研、
勇於發問、肯於嘗試、勤於自學、精於應變，以及樂
於助人等品質素養。努力誘發學生的內在潛能，尊重
個別差異，設計適性的課程，通過多元化評量和學習
管道，使學生能夠更為自學、活學、會學和樂學。



2000年初，師隨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張國祥教授，開始
探討迦納的多元智能理論，
並於2003年將初步研究結果，
呈交霍華德迦納教授。



百感交集的
研究歷程



兒童是每個家庭無盡的寶藏，也是國家社會
未來的希望。處在今日工商繁榮，各方面都急遽
變化的時，以孩子為中心，家長強調才藝課程的
學習與學科能力忽略孩子基本能力的培養，對未
來的成長與學習有極深遠的影響。



一、對多元智能理論的理解

多元智能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心
理學教授霍華德·迦納於1983年首次
提出來的，人的智能組合是不同的，
通過教育孩子的優勢智能，把孩子培
養成富有個性的、適合未來社會發展
需要的人，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多元智能理論將人的智能分為八個方面，即
語言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節奏智能、人際
交往智能、自然觀察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肢體
動覺智能和內省智能。



多元智能教育理念的特點

1)

2)

多元性:
八種智能多方面相對獨立地表現出來，是否
有良好的表現，取決於是否擁有運用語言和
邏輯數學之外的智能。瞭解分析找到教育最
佳切入點

差異性:
同時擁有相對獨立的八種智能，以不同方式、
不同程度的組合使得其智能各具特點，這就
是智能的差異性。



3)

4)

實踐性:
孩子的智能水準不能以其在某階段的表現為
依據，而要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創造力。

開發性:
多元智能的發展水準的高低關鍵在於開發。
要幫助孩子徹底地開發潛在能力、提高其他
優勢智能。



語言智能:

指能有效運用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並能瞭解他人的能力。

是一個自主習得的過程，而並不是成人教、認的結果。
有興趣和主動性，才能充分的發展和發揮。創造語言環
境，集體朗讀遊戲和童話故事，是最好的親子/師生交流
和提升口頭與書面語言能力的方式。



數學邏輯智能:

是指能有效運用數位和推理的能力。這項智能包括對
邏輯的方式和關係、陳述和主張、功能及其他相關的抽象
概念的敏感性。這項能力將有助於孩子學習計算、分類、
概括、推論、假設以及其他相關抽象概念。數學邏輯智能
其實是用來分析問題和考慮解決問題的可能性的。遊戲是
一種有趣的學習方式，例如年輕人近來流行完的冒險遊戲
--絕境求生，鍛煉他們學會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通過遊戲，孩子們的邏輯推理能力也會有所提升。



音樂節奏智能: 

是指人敏銳地感知音調、旋律、節奏和音色等的能力。
其中也包括察覺、辨別、表達、欣賞、創作和表規的能
力。歷代音樂家的音樂作品，能培養音樂素養，其中的
旋律對孩子的大腦發育和記憶力都很有幫助。



人際交往智能:  

是指察覺並區分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的能
力。人際智能是一項很重要的智能，它有助於提高與人
進行有效交往的能力。

角色扮演遊戲是培養孩子人際智能的重要方法。通過
角色遊戲，培養孩子在陌生環境中有效地認識他人、理
解他人，能夠在人際活動中學會察言觀色，能和不同的
人進行交往。



自然觀察智能:  

就是對周遭生活環境的認知與喜好表現，對自然的景
物，例如植物、動物、天文等都有誠摯的興趣、強烈的關
懷。



視覺空間智能:  

是指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並把所感覺到的表現出來的
能力。這項智能包括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及
它們之間關係的敏感性，也包括將視覺和空間的想法具體
地在腦中呈現出來，以及在一個空間的矩陣中很快找出方
向的能力。



肢體動覺智能:  

指善於運用整個身體來表達想法和感覺，以及運用雙
手靈巧地生產或改造事物的能力。通過日常生活和形體活
動來發展孩子的大小肌肉群和動作協調性。這項智能包括
特殊身體技巧，如平衡、協調、敏捷、力量、彈性和速度
以及由觸覺所引起。



內省智能:  

是個人自我瞭解、分析省思的能力，也就是建構正確
自我知覺的能力。簡單來說，就是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
價值很敏感、有發展良好的自我感覺，有直覺能力、會自
我激勵、懂得設定目標並自我完成。

包括瞭解自己的優缺點、認識自己的情緒、動機、興
趣和願望，以及自尊、自省、自律、自主等。



每一個人與生俱來都在某種程度上擁有這八
種以上智能的潛能，環境和教育對於能否使這
些智能潛能得到開發和培育有重要作用。



多元
智能

語言智能
數學邏輯
智能

視覺空間
智能

肢體動覺
智能

音欒節奏
智能

人際交往
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
智能

演說家、律師、
作家、詩人、記者

天文學家
生態學家
地質學家
植物學家
動物學家

智者、哲學家、
神職人員

演員、政治家、
教師、律師、推銷員、

領袖、公關人員、
公眾人物、主持人

作曲家、聲樂家、
錄音師、指揮、
演奏者、鋼琴調音師、
樂器製造者

外科醫生、演員、
舞蹈家、運動員、
賽車手

建築師、雕刻家、
畫家、航海者、
棋手

科學家、數學家、
工程師、偵探、會計



多元智能理論幼兒家庭育

作為家長和教育者，要努力培養孩子的成功意識。對
待正在成長中的孩子來說，一味的灌輸非要他們高人一
等的思想，勢必會給孩子造成很大的思想負擔。

因此在教育孩子時，不要給他們訂立過高的目標，只
要孩子盡了力，就應該給予肯定和表揚。要鼓勵孩子正
確地認識自己，腳踏實地地從小事做起，從點滴做起，
讓他們養成好的習慣，培養良好的心態，形成正確的態
度，只有這樣才能讓孩子愉快地生活，健康地成長。



作為家長，我們應該學會發現孩子身上的閃光點和潛
藏的智能，為他們創造各種適宜的條件和環境，儘可能地
為他們提供可以發揮其優勢能力的空間，使他們在寬鬆愉
快的環境中遊戲、學習，在遊戲和學習中展現自我，發展
潛能。

然而，這一理論並未成為當今家長的共識，在當前我
們的家庭教育中，還存在著不少的誤區。主要表現在：

1. 一些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過高。
2. 強調智育第一。
3. 教育方式走極端。(過度嬌寵或過度嬌寵)。



作為親師要把眼光放在全面開發多元智能上，
使孩子不僅有健康的體魄，在個性的適應性、創造
性、社會性、科學性、堅韌性等方面都能打下良好
基礎。在人格培養中，美國迦納教授的“多元智能
理論”給了我們重要啟示: 他主張加強對兒童優勢
智能的早期鑒別和訓練開發，還要儘早瞭解兒童發
展的弱項，研究彌補辦法。這理論的突出意義不在
於為家長和教師辨析孩子們各項智能在“量”上存
在的個體差異及其“發展方向”的推斷作理論依據，
而在於為每個孩子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方法，促使
幼兒智能的全面提升。



開發幼兒多元智能

一、培養健全人格最常用的教育方法有：

1 優化環境潛移默化
2 說服教育循循善誘
3 躬行身教榜樣示範
4 實際鍛煉習慣養成
5 善用鼓勵以強救弱



二、充分挖掘每個兒童的成功潛力

多元智能理論強調，每個兒童都有
其相對的優勢智能領域，要求我們在對
兒童進行評價的基礎上注意發現他們的
優勢智能領域並加以挖掘和發展。



1) 尊重教育的公平性，形成“有教無類”
的教育觀念

創設一個寬鬆、公平、多元文化的環境，
讓來自不同環境的兒童都能找到自己認同的
文化和適合自己的發展條件，獲得表現自己
智能的機會。

教師應努力地去瞭解，理解他們智能的
文化背景，尊重和理解他們智能的不同展現
方式，敏銳地發現他們的智能潛力，為其提
供發展的空間和表現舞臺。



2) 尊重兒童的差異性

發揮幼兒的主觀能動性，“認真對待
每個孩子的特質、興趣和目標，盡最大的
可能幫助他們體會到自己的潛力”。在充
分尊重兒童個體差異的基礎上，對他們進
行因材施教。



3) 教育應重視“揚長補短”

利用孩子們的長處來因材施教，發揮他們
的特長，但是，發揮孩子們的特長僅僅完成
了全面發展的孩子的一半工作，另外的一半
作應當是最大程度上幫助孩子發展他們並不
擅長的那些方面。多元的環境裡培養所有兒
童全面認識自己和他人，並學習如何理解和
尊重不同的文化及其價值。親師應重視培養
幼兒正確地思維方式，採取有針對性地方法
和手段。教會幼兒慢慢懂得理解，懂得尊重，
懂得全面地去認識自已和他人的長處與不足。



根據多元智能理論，人的智能領域是多方
面的，人們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所需要的智能
也是多方面的，向幼兒展示的智能領域也應
該是多方面的。

從不同的角度、通過不同的活動幫助幼兒
理解同一概念或同一知識，有助於充分調動
幼兒的多方面潛能，提高教學活動的品質。

4) 應該向幼兒展示多方面的智能領域



5) 應該注意發展幼兒的優勢智能領域

每一位幼兒都有相對而言的優勢智能領
域，只有在成人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
進行的教育活動中，在對豐富的教育材料的
接觸和運用中，其智能特別是優勢智能才能
得到最大化、最優化的發展。

能夠欣賞、重視他們的某一優勢智能領
域，使每一個幼兒都會生活在親師的欣賞、
尊重之中，幼兒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會逐步
提高。



多元智能理論認為每一個幼兒都有自己
的優勢徘徊領域和弱勢智能領域，親師應該
在充分認識、肯定和欣賞幼兒優勢智能領域
的基礎上鼓勵和幫助幼兒將自己優勢智能領
域的特點遷移到弱勢智能領域中去，從而使
自己的弱勢智能領域也得到最大化的發展。

6) 應該幫助幼兒將優勢智能領域的特點
遷移到其他智能領域



如何來判斷孩子智能的優勢或弱勢?

語言智能是不是比較強？

具有很強的語言智能的孩子有一些特點，例如，
他們喜歡聽別人朗讀（即使是喜歡提“什麼”和
“為什麼”）、熱衷於與任何一個能成為他的聽眾
的人對話、永遠不會滿足於簡短的答案（不管答案
是否正確），他們還喜歡閉上眼睛，在腦中幻想他
所聽到的景象。如果孩子有這些特點，那麼他的語
言智能比較強。語言智能強的人喜歡閱讀、討論、
寫作及玩文字遊戲；他們對語文，歷史之類的課程
比較感興趣；在談話時常引用他處讀來的資訊。語
言智能強的兒童在學習時是用語言及文字來思考的。



數學邏輯智能是不是較強？

有很強的邏輯——數學智能的孩子通常喜歡數
學；喜歡比較或注意哪個更大，哪個更重，哪個更
響；喜歡收集；喜歡玩不東西，並進行比較和排
列……他們喜歡提出問題並執行實驗以尋求答案；
喜歡尋找事物的規律及邏輯順序；喜歡在他人的言
談及行為中尋找邏輯缺陷，對可被測量、歸類、分
析的事物比較容易接受。邏輯數學智能強的兒童在
學習時靠推理來思考。



是不是具有較強的視覺空間智能？

擁有良好的視覺空間智能的小孩子喜歡塗鴉、
描繪和繪畫；喜歡自己選擇穿著；喜歡看錄影片
和照片。稍大一點的孩子還會喜歡玩複雜的迷宮
遊戲、看地圖以及把東西拆開來再自己重新組裝
等等。

視覺空間智能強的人對色彩的感覺很敏銳，喜
歡玩拼圖、走迷宮之類的遊戲；喜歡想像、設計
及隨手塗鴉，喜歡看書中的插圖，學幾何比學代
數容易。



瞭解孩子的肢體動覺智能強弱？

肢體動覺智能強的孩子在很早的時候就很能動、
爬和走，喜歡親歷冒險，把自己置身於挑戰性的環
境中，能控制東西，並進行堆砌和建造，對球能夠
進行撫摸、滾動和玩耍……肢體動覺智能強的人很
難長時間坐著不動；他們喜歡動手建造東西，喜歡
戶外活動，與人談話時，常用手勢或其他的肢體語
言。在學習時透過身體感覺來思考；演戲、動手操
作、建造成品、體育和肢體遊戲、觸覺經驗等。肢
體動覺智能是通過身體移動和表現在動作中不斷學
習的。



內省智能強的孩子有什麼特點？

那些擁有強烈的內省智能的孩子通常具有以下
特點：愛做白日夢；擁有和表達對事物或活動的強
烈的偏愛；當需要時會請求説明。

當他們長大時往往喜好：記日記；訂立目標並
追求這些目標；迫切地想從別人那兒得到回饋；和
他們信任的人一起反省他們的行為表現；即使與他
們的朋友有相反的立場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內省智能強的以深入自我的方式來思考；對他
們而言，理想的學習環境必須提供他們秘密的處所、
獨處的時間及自我選擇等。



如何判斷孩子的音樂節奏智能？

此項智能優勢的孩子喜歡聽音樂，喜歡彈奏樂
器，喜歡唱歌跳舞，遊戲時愛哼小曲或打拍子，他
們聽覺特別發達，表現出對音準和聲音變化的高度
敏感，並能迅速而準確地模仿聲調、節奏和旋律。



如何判斷孩子人際交往智能的強弱？

人際智能強的孩子通常具有以下特點：
1、喜歡和別人一起玩；
2、喜歡和別人待在一起（通常不喜歡一個人待著）；
3、注意別人、照顧別人和教育別人；
4、注重合作，而不注重在遊戲中競爭；
5、和指導者聯合並形成一種很特殊的關係。

當他們再大些，具有較高人際智能的孩子們喜歡：
1、建團隊，或者在同伴中推動關係的發展
2、解決衝突或設計出解決方案，使得每個人開心；
3、推測別人的想法和動機；
4、成為別人的顧問和建議者；
5、遇到新朋友；
6、在小組中扮演領導角色。



自然觀察智能比較強的孩子喜歡：

1、收集在大自然中的物品（樹葉、岩石等）；
2、玩土或沙子（而且並不介意把自己的手弄髒）；
3、和家養寵物接觸（狗、貓、鳥、魚等）；
4、去動物園、水族館或是花園；
5、和家人一起去野營；

當自然觀察智能比較強的孩子大一點的時候，他們喜歡：

1、整理他們收集的東西；
2、照顧家裡的寵物，並和它們一起玩；



啟迪幼兒的多元智能，親師扮演環境的設計
者、學習的觀察者，在生活中，隨時要觀察、做
筆記，真實、完整的紀錄孩子的發展，觀察記錄
法是瞭解兒童個性特點、智慧傾向和發展水準最
基本的方法。科學的觀察記錄不僅能準確地把握
幼兒的發展水準，而且能為教育教學提供科學的
依據。



觀察記錄法

主要是指運用描述性語言，記錄幼兒在自然情境
中所產生的行為，發生過程並加以解讀的一種評價
幼兒發展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尊重幼兒間的
差異，與特定情境相結合，能捕捉行為細節提供完
整的記錄，這種方法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多，需要親
師掌握觀察的技能技巧才能提高觀察的時效性。

如: 1.計劃性
2.準確性和客觀性
3.深入分析
4.記錄與實際生活相關



親師在經過對孩子進行持續性的觀察智能評
估，以長期觀察兒童的綜合成長，親師共同商
議有針對性的教育計劃。通過對評估結果進行
分析，反映每個孩子的各種智能分佈情況，繪
出典型多元智慧光譜類型，以便教師按照孩子
的情況設計課程，達到“因勢利導、因材施教”
的目標。











多元智慧理論要求幼兒教育者應該尊重每一個兒
童，善於發現和挖掘兒童的優勢潛能，同時切合每個
兒童的特點，通過多元途徑來培養孩子。

孩子來到這個世間就是獨一無二的，給孩子多一
點賞識的目光，給孩子多一些鼓勵的微笑，給孩子多
一些讚美的話語，給孩子提供最喜愛的教育方式，給
孩子一個最適合的成長方向，讓孩子有一條最快樂的
成才之路，您將成為讓孩子最感激的合格的父母/師
長。



在多元智能理論引領下，我們有信心遵循孩
子的發展規律，讓每個兒童獲得最大最優的發展，
讓兒童智能優勢更優，讓兒童智能優勢帶動弱勢
發展。



深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