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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相爱与相处的幸福秘方
将测评结果产生14个维度的性格特征图谱，让您了解属于你的人格
特质。为了让人更容易了解与记忆，采用14种象征的动物来代表这
14种性格。并针对爱情、婚姻与伴侣关系加以说明与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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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往及实际生活面面观
12项爱情指数是根据14种人格特质转化而成，并针对评测结果进行
指数分析与量化。告诉您目前12项爱情指数的特质说明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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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典型解析

人格典型 主型： 绵羊
辅型： 猫头鹰、黑豹、猫、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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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提点

你的个性，当面对某些人、某些事，或是迫于情势，给人的观感是个温柔、体贴，愿
意跟随绝大多数人的主张而行的人。但当你卯起劲来时，却有着任凭十匹大马都拉不
回的倔。这两个冲突的特质，如果运用得当，让你的爱情之路走得能够伸张自我权益，
不受委屈。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停损点，不再无怨无悔的痴心换绝情。如果运用不当，
却会形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爱走天涯的情景。爱情的路，如何在该温柔
贴心时，不扮演刁蛮公主、专横男友，就要依赖你的智慧，做最好抉择。当你能做出
绝佳平衡时，爱情的道路也将更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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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关系

爱情的路上，你有两种面貌，有时会为追求璀璨辉煌，而将自己推向不归路。 拥有中
等或高指数的温柔体贴、不食人间烟火、刻苦耐劳、坚贞务实、你侬我侬的人，都是
适合你的对象，但你却常常觉得他们太无聊，生活太平淡，而忽视他们的存在。 你往
往会被具有热情浪漫、安逸享乐、唯我独尊、成功财富、野蛮男女友、最佳玩伴指数
的人吸引，如果他们的指数属于中等，确实能带给你生命里不同的刺激，拓展你的视
野，也满足你追求生命丰富多采的幻想，他是可以成为与你速配的伴侣。但是当你希
望能一起坠入情海、携手白头的对象的这些指数直线飙升时，所有的危机指数，也代
表你将面对的困扰、心碎，这时所有的柔情似水，也无法换回美丽幻觉。 平淡、平顺
与刺激精彩之间的巧妙，你须运用智慧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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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型 : 绵羊

爱情

绵羊型的人，像菟丝花一样，轻轻柔柔、绵绵密密缠绕、攀附着他生命中的大树。在伴随
大树的欣荣、枯槁中，他的生命便得到完全满足。没有伴侣的日子，就像匍匐在地、攀爬
的藤蔓，体会不到生命喜悦。

如果你爱上绵羊型的人，他自然而然以你为生活重心，把你当成他小宇宙里的主宰，以你
的利益为所有事情考虑的前提，你是他小国度里的国王。

如果你是绵羊型的人，家与爱情是你人生唯一的舞台。心甘情愿为伴侣及孩子，一块块堆
砌起城堡，固守城池，让伴侣与孩子倦鸟归林时，有个温馨舒适的窝巢。

绵羊型是一个无法单独过日子的人，直至今日仍无法摆脱「老女不嫁、老男不娶，蹋地唤
天」的情绪，往往会因为「需要伴侣」而走入婚姻。在婚姻中，伴侣的背叛是你最无法面
对的残酷，精神上的弃离，犹如尖刀宰割。一旦失去可以依附的支柱便几乎丧失了生命的
所有。

如何丰富你人生舞台的内容和戏码，是你该努力的方向。

婚姻

细心、体贴，且乐于付出的绵羊型，几乎可与任何一种人格典型的人相处。当然，并非所
有人都适合他。

尤其绵羊型具有愿意委屈自己，以讨好对方的特质，因此一旦伴侣是个具有虐待性或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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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人格障碍的人，便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水牛型是绵羊型的最佳选择，因为水牛型顾家、负责且喜欢掌控一切，但并不会做出违反
社会道德的事，可使绵羊型有安全感。

适度的猎犬型及秃鹰型也能和绵羊型成为相当不错的组合。

但一般来说，只要对方是个负责任，且无重大人格缺失，通常绵羊型都能逆来顺受，小心
翼翼维持自己的婚姻。

如何克服弱点、展现优点

绵羊型的你，总是不断付出爱与关怀，且能够去察觉别人的需要及感受。但你现在应该把
重心多放在自己身上一些，仔细想想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也试着接受周遭的人来为你服
务。你不妨尝试以下的练习：

一、如果你对某个人有不满的情绪时，试着说出你的理由和感受，不要总是将这这些负面
情绪全部压抑在心中。此外，当别人询问你意见时，也要试着真诚表达出心中想法。

二、试着从小地方开始，学习自己做决定，别急着询问别人意见。至少在向朋友寻求忠告
前，把自己的决定先写下来，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其实很有建设性。

三、在对家人百般照顾之余，也不要放弃一些能让自己感到愉快的嗜好。最好也能学习一
技之长，免得让自己对家庭或伴侣太过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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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型 : 猫头鹰

爱情

猫头鹰型的人，不需要在人群中寻求慰藉，分享彼此温暖，抓住那牵扯不清、错综复杂的
情感。对别人汲汲祈求的情爱，也采取着可有可无、一切随缘的态度。他们不排斥婚姻，
但更珍爱个人的清静自在。

如果，你爱上猫头鹰型的人，必须能忍受你们的生活里，没有杯觥交错的交际应酬，不会
有歌声舞影的喧哗，也没有广泛热络的社交往来。

当他需要独处时，你需能怡然自得，安排自己的日子；当你需要慰藉时，要能够自己舔舐
伤口，只有坚毅独立如芒花，你们才有携手同行的远景。

婚姻

极端的猫头鹰型，崇尚独身主义，压根儿不会有想寻找伴侣的欲望。若为适度的猫头鹰型，
他仍会想为自己找个伴。即使在婚姻生活中，依旧会坚持拥有许多自我独处的时间与空间。
因此，必须找一位能够充分包容他的伴侣。

由于猫头鹰型不需要别人过多的关注或常在他耳边甜言蜜语，水牛型可能是他颇为理想的
对象，因为水牛型一方面对婚姻忠贞，另一方面也不擅于情感的表达，正好和猫头鹰型一
拍即合。

蜜蜂型愿意付出，对伴侣的配合度及容忍度本来就很高，当然也可以和猫头鹰型合得来。

狮子型，有时欣赏猫头鹰有点冷酷的外表及作风，或许能够忍受他在人际间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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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豹、孔雀、无尾熊、白兔、绵羊及变色龙型等人格典型，时常需要伴侣在情绪上
的鼓励与支持，甚至是热情响应，这对一向不擅长表达情感的猫头鹰型而言，就需要许多
学习、磨合、包容，才能和谐共处。

如何克服弱点、展现优点

猫头鹰型的你，凡事能够自得其乐，且喜爱藉由徜徉在自我的思想天地中，得到精神上的
快乐与满足，所以你可能只需寥寥可数的几个朋友。若你想要增进自己的人际关系，就要
学着主动关怀别人，设法融入他人活动。你不妨试试以下，这些练习：

一、当身处聚会场合中，突然有股想要独处需求时，强迫自己再多做停留，以增进自己在
人际关系上的忍受度。

二、观察周遭人们与你相处时的情绪反应及肢体语言，并尝试在镜子前练习自己更多样的
情绪表达方式。

三、学习与人共处及合作的技巧，以加强自己在团体分工中的应对能力及工作效率。

四、学习用语言或肢体来表达你的情绪与感受，并试着与你亲近的人分享心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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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型 : 黑豹

爱情

黑豹型的爱情一旦沾染，那脱离常轨的瑰丽璀璨，那挣脱束缚的自由自在，那追逐热情的
狂妄放荡，让人沉沦而无法自拔。

当你爱上黑豹型的人，你们同行的岁月犹如在碎石路上狂野飚车，沿途或许有好山好水，
也可能高山峻岭；或许晴空万里，也可能狂风骤雨；或许碧海微波，也可能惊涛骇浪。虽
然高高低低的碎石，让你的路途充满不可预知的惊悚，但也处处潜伏随时会受伤、丧命的
危机。

如果，你是黑豹型的人，你将是个经验丰富，无往不利的狩猎者。当你锁定猎物时，不惜
大费周章设下陷阱，张挂诱饵；追逐捕杀时，海誓山盟是策略，甜言蜜语是诱饵，温柔体
贴是守株待兔，投其所爱是引君入瓮。在追逐与被追逐时，斗智斗力，闪躲缠斗，高潮迭
起。

在情爱里，你享受的是追逐的快感，你是一个不易被掌控的情人。

婚姻

要成为黑豹型的伴侣，必备的条件是能无怨无悔的付出，而不求任何的回馈，如此才能够
和这类型的人维持长远的亲密关系。

因此，唯一能与他维持较长久关系的，只有孔雀型、蜜蜂型及水牛型三者的混合型。

因为孔雀型外向乐观、富有原创性，可使其生活中注入刺激与生命力。蜜蜂型愿意付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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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回报。水牛型可满足并兼顾到生活琐碎、繁杂的现实面。若是这种混合型需要黑豹型
的伴侣付出关怀与照料的话，感情仍旧是岌岌可危。

注：并非所有的黑豹型都无法维持长久的感情，但他们一定需在职场或休闲娱乐里。得到
情力发泄，获得足够情绪的宣泄、和刺激、冒险，则情感的经营，则会相较稳定。

如何克服弱点、展现优点

黑豹型优点在于积极的行动力、不畏惧尝试新事物以及追求丰富和多彩的经验。但潜在的
问题是对人生缺乏规划，未能顾虑冲动所导致的后果，以及不愿意为你亲密的人际关系负
起责任。为改进这些弱点，不妨试试以下的几个练习：

一、试着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冲动，运用逻辑思考分析的能力，不要因为一时的喜好而跟
着感觉走。如果，发觉有控制不了的冲动时做个深呼吸，慢慢数到十之后，再决定该怎么
做。

二、你常把安危置之度外，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因此，下回要从事冒险活动前，记得先
做些安全措施。例如：飚车前要戴安全帽，泛舟前记得要穿救生衣等等。虽然这些预防措
施削减了刺激感，但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就牺牲一下吧！

三、你有凡事都不担心、不焦虑的倾向，因此在行事前，需多为别人想一下。例如：当你
想拿安家费去赌博时，先想想这并非十拿九稳，一旦赌输，家人的生活要怎么办？当你想
要从事冒险的活动前，先想想若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那谁来照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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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型 : 猫

爱情

猫型的爱情，就像刺鸟一样，寻觅着生命中的大刺，用自己的血泪铺陈、编织自己选择的
爱情故事，不管社会规范、礼义教条。在他的世界里，忠于自己的心思意念，忠于自己的
追求，而不那么在乎是否见容于世俗。

在所有人格典型中，猫型人格的爱情，最为丰富瑰丽，但不一定是以离经叛道的型态呈现。
他可能涓细绵长，也可能狂热如火；可能云淡风轻，亦可能椎心刺骨。但他有个共通点是，
猫型的人，崇尚心灵的契合和无条件的付出与给予，只要是自己的选择，不在乎此路通向
何方？

如果，你爱上猫型的人，请真心挚意珍惜、享受他给你独一无二的爱。

婚姻

猫型较不会去适应别人，因此需要一个能够完全接纳、照顾、不会想改造他、甚至能帮助
他去适应社会的伴侣。

如何克服弱点、展现优点

猫型的你，是个天赋极高且富有创意的人，在心灵或性灵方面也很有自己独到想法。可是
也因为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可能会让你在工作及人际上造成困扰，甚至付出很大代价。为
不使自己脱离正轨，不妨试试以下几项练习：



11

一、静下心来，想想看自己在思考、感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亲近的人有何不同？并尝
试配合其他人的生活作息，偶尔也接纳别人的想法和意见，让周遭人们感受一下你的用心。

二、多与家人和朋友共同从事一般性的休闲活动。虽然你无法从中得到心灵上的充实，但
或许会提供你有其他的意外发现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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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型 : 骆驼

爱情

骆驼型的人，生性不善于酒色财气的交际应酬或歌声舞影的喧哗，所以大大减低认识异性
的机会。如果，有幸坠入情网，步上红毯的另一端，绝对是个忠贞不移的伴侣，不管在现
实生活中遭遇到怎样的困境，一定会咬紧牙根与伴侣携手共度，如麻油菜籽般顽强度日。

如果，你爱上骆驼型的人，请珍惜他打不跑、骂不怕，与你共体时艰、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不要太计较他那务实的处事态度。

如果，你是骆驼型的人，你最讨厌别人提醒你：人生并不是这么暗淡、无望、残酷。可是，
只要你肯摘下黑眼镜来看世界的话，世界的确是彩色，摘星也不是不可能。在冷漠的面具
下，人人还是有颗关怀的心。

婚姻

骆驼型的人需要一个容忍度高、全然接纳骆驼型，且不会试图改变他的伴侣。因此，适度
的绵羊型和蜜蜂型是他最理想的对象。

水牛型的工作态度及遵循社会道德标准的坚持，与骆驼型不谋而合，而唯一要留意的是，
水牛型凡事都坚持自己是对的，而骆驼型却不喜欢别人改变他的观点，若双方都不肯妥协，
将很难融洽相处。

此外，黑豹型、狮子型、孔雀型和变色龙型，是属于较乐观的人格典型，倾向于往好处想
或选择逃避现实来面对事情，因此并不适合骆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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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弱点、展现优点

骆驼型是一个辛勤的工作者，但也常把许多无谓的负担加在自己身上，不仅让自己承受过
大压力，也使旁人不易亲近，为增进人际关系，并且更能享受人生乐趣，建议不妨试试以
下练习：

一、写下十件你期待在人际上发生的事，以及十件在工作上希望改进的事，且避免使用否
定的语气（这是你一贯的倾向）。接着，在其中选择一件你最想做的去实行，并尽量想出
各种可以达成目标的方法。

二、在第一个练习中，你已经拟定出可实行的计划，接下来要开始思考上述每一个进行的
步骤。这个练习每天至少要做一次，想得愈仔细愈好。接着，想象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件事，
你心里头的感受是如何呢？请把它写下来。

三、每天试着写三件你觉得自己表现不错的事，同时观察并记录周遭人在一天中，有何值
得嘉许的行为和言语。这个练习是要增进你正面肯定的想法，若你能长期的保持做这样的
记录，你会发觉人生并非如此黑暗。

四、当每回要批评别人之前，先想想对方好处，试着以赞美取代批评。虽然你有时候很关
心周遭人们，但从不会轻易表现出来，现在可以试着放轻松些，从小地方开始对别人表达
你的关怀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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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指数一览

指数向度分为三种 : 正向指数、警示指数及危险指数，
每个向度的数值都有其不同意义，您可于此初步概观后，
接续至下一页逐一阅览详细说明及需留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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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男女友指数
有些人平日看起来文质彬彬、温柔体贴，但关起
房门来，却变成了最亲密的敌人，最刁蛮和强权
的伴侣，想知实情，请看这个特质。

正向分数 95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外表和言行，可能给人一个很酷很炫的印象，你也确实是
一个心直口快，很讲究义气的人，很容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个很重朋友，甚
至重过自己家人。平日你可能给人有个性，但不会逞凶斗狠的人。但你的亲密爱人，
如果敢有非非之想，还不一定有胆采取行动，你的脾气冒上来时，那真无人可挡。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热血且血热的人，对朋友的好，没话说。但背叛，是你生命里最心痛且忌
讳的事。如果，生命里，不论是情感或是行为背叛的情事发生时，你一定会让对方
好看，也不会轻易原谅。

爱情两三事
你可能会喜欢热情浪漫型的伴侣，但是唯有温柔、体贴型或是传统保守型的伴侣，
才能与你爱情路上，多包容，少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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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男女友
警示指数 11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大哥大或是大姐大，做事很阿莎力，讲究义气和信任。你是那
种交朋友时，会以心换心的信赖，也很愿意为朋友赴汤蹈火，是一个感觉对了，会
不顾一切被朋友拉着你跑的人。当你的朋友，比当你的家人，来得幸福、快乐。

注意事项
你平日或许是一个还可以讲讲道理的人，但你的脾气和情绪一卯上来时，那马上变
成有理说不清，任谁也拦不住的冲动行动派。你说来就来，气完就没事的突发言行，
常给你和周遭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不得不慎。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平日很好相处，甚至蛮可爱的人，可是，当生活里有压力、突发事件时，
你的冲动，往往造成许多人际上的伤害，也常常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你
需要有一个无怨无悔，包容性特强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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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财富指数
有些人活在云端中，视金钱、权势如浮云。但拥
有成功财富特质的人，却是活在现实生活中，会
努力追求现实生活里，所有名声、地位，也最容
易拥有现实标准里的成功财富。

正向分数 89

个性特质
你不一定已得到现实生活中所认定的成功和财富，但不可否认是一支潜能无限的潜
在股。你是一个自信满满、积极进取、努力不懈的人，只要认定目标后，会排除万
难，勇往直前的积极行动派，因你的努力和坚持，成功与财富，自然跟随而来。

注意事项
在事业、工作这条路，你火力全开，一心一意往前冲，当你在全力冲刺时，往往会
疏忽另一半的感受和情绪。当全力拚事业时，也别忘了陪伴另一半喔！

爱情两三事
当你全心拚工作时，往往会废寝忘食，直到把工作完成为止。你的另一半，除非工
作步调和目标与你一致，要不然，会常因没时间约会而起争执。你需要一个精神能
够独立，也能够自我排遣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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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财富
警示指数 8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追求事业成就时，完全理性挂帅，全力往前冲的人，干劲十足，行动力百
分百，是个拼命三郎或是拼命三娘型的激进实践派。处理事情往往考虑理、法、情，
铁面无私。有时，离成功的距离近了，但离人际和谐和身体健康渐远。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很容易一头投入工作时，就会天昏地暗，不知时光流转的人，除了往往抽
不出时间来陪伴另一半，无法体会他的心情之外，还需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个做起事来“冲、冲、冲”，不知该踩剎车，休息一下的人。你的另一半除非
是与你一般的工作狂，就是需要有许多的包容力，来体贴你的辛劳。要不然，他是
一个精神独立、能够自我排遣时光、自我娱乐的人，才不会因时间乔不定，而争纷
不停。



20

安逸享乐指数
有些人面对工作，是个如假包换的拼命三郎或拼
命三娘；有些人却是听到工作，马上逃之夭夭。
具有安逸享乐特质的人，很能安于吃喝玩乐，天
天无所适事。

正向分数 58

个性特质
你是属于绝大多数的人们，平日会努力工作，但是拚到一个程度，也会愿意犒赏自
己一个休闲、娱乐。换个新鲜环境，是个在工作之余，会给自己一个小甜头，享受
人生的一个人，你的工作成效，应有中上的表现。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在工作时，懂得放松自己的人，但要记得是“该玩乐的时候，尽情玩乐；
该工作时，认真工作”，就不会让工作成果，打上折扣，也可以得到休闲与工作兼
顾的两全。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愿意偷得浮生半日闲，带另一半看星星、观大海的人。有些生活情趣，如
不会影响工作，那就皆大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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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侬我侬指数
有些人谈情说爱时很看得开，爱情是任谁也留不
住、赶不开，一切很随缘。但缺乏安全感的人，
却老是担心伴侣会劈腿，会兵变。你的你侬我侬
的需求量有多少？会不会让你的伴侣，觉得压力
重重？

正向分数 81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性情纤细敏感，非常注重人际和谐，时时关注着他人的所思所想，也希望
能够满足他人心中所愿，尤其是生命中最亲密的家人、朋友，还有正在谈情说爱的
他。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都牵动着你的宇宙，你是一个体贴、温柔的情
人。

注意事项
你是谈情说爱时，心里牵着绊着都是那位举足轻重的“他”，常常忘了自己的想法、
坚持，包括自己的嗜好。不论爱得多深、多浓，记得需保有自己的生活圈和嗜好，
生活才能广阔，视野才能更开展。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非常爱家、顾家的人，一切都是以家庭为重，除了需保有原始自己的朋友
圈和成长外，找到一个能珍惜你的人，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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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侬我侬
警示指数 13

个性特质
爱情里最佳状态是有黏，又不会太黏。你在爱情里是一个黏TT的人，你很注重生命
中那位他的心里感受和情绪，也希望他能够快乐。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几乎都是
绕着他打转，一切都是以他为重，你把幸福的钥匙，交托在他手中。

注意事项
平日，你很注重人际的和睦，对他人的情绪、感受反应敏锐。当谈情说爱时，你更
把这个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非常在乎你另一半的需求，有时当他有些言行，不在
预计的轨道上奔跑时，你就会开始疑神疑鬼。有时，这种疑心，其来有自，有时是
自己多虑，不要让你的过度反应，影响到情感生活。

爱情两三事
人际间的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你的不安，有时会过度解读，往往这些的过度解读，
会造成对方压力，甚至影响情感生活，你要有智慧去面对自己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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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劳指数
有些人的爱，是可以共享乐，患难来时各分飞；
有些人的爱，是患难来时，可以不离不弃，坚持
到底。刻苦耐劳特质的人，就是有这种吃苦耐劳
如吃补的精神。

正向分数 73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知道现实柴米油盐滋味的人，知道现实生活中，务实、努力的重要性，对
人也有着热忱、关怀的心情，只要你能力、时间、精力的允许范围内，对家人、朋
友都会鼎力相助，是一个值得信任和信赖的人。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热于助人，愿意脚踏实地、专心于工作的务实者。你的优点是，对于刻苦
耐劳，有着自己的底线，能确切保障自己权益。但潜在的缺失，要记得当有考验来
临时，要提醒自己需坚持到底不要放弃。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很容易相处、共事的人。只要你交往的对象，没有太大的人格缺失，你们
都应能相处愉快、稳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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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劳
警示指数 14

个性特质
在人生这条路上，你是一个坚毅不屈的强者，不管环境的变迁，都会沉稳，坚持做
自己，缓缓向前迈进。你对自我要求严格，不该乱花的钱，一定会为未来预备，不
轻易为现代潮流所影响，也不做无谓的奢华打扮，是一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

注意事项
你深谙金钱对生存的重要性，因此所有的钱都花在刀口上，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
人或好女人。但有时看钱看得太重，既使已衣食无虞，仍舍不得享受，如何偶尔放
轻松，享受人生，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爱情两三事
你务实且很有未雨绸缪危机意识，但你是一个愿意辛苦自己，对别人大方的人。如
果在爱情里所遇非人，也会将辛苦存下来的钱，掏出来帮助心爱的那个人，会为爱、
为家牺牲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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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玩伴指数
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不相同，有些以工作为重，
有些把家庭摆在第一位，拥有最佳玩伴特质的人，
以享受人生为生命第一追求目标。

正向分数 100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很懂得吃喝玩乐，也很能放心、纵情的享受生活中所有的美好。还好，你
的享乐，是属于有小惊奇、小冒险，没有大危险的那种，你堪称为最佳玩伴。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说到吃喝玩乐，眼睛马上亮起来，精神、体力马上充沛的人。除非你的工
作内容与兴趣、嗜好相结合，或是有足够的变化和挑战。要不然，你很容易会弃工
作，而选择先玩乐，往往会在工作上付出代价。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个“食尚玩家”，也是个“时尚玩家”，你的懂吃、懂喝、懂玩、懂得展现自
己，会为自己招来许多玩伴和粉丝。如何走在情场上，不会玩得踰越、招惹麻烦，
是你需学习的生命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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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玩伴
危机指数 24

个性特质
生命里的冒险、刺激、华服、美食，对你有着致命诱惑力。如果，没有外在环境的
阻碍，你会毫不犹疑跳入“花花世界”享受生活中所有的美好。生活对你而言，是
享用不尽的飨宴，你会毫不犹疑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畅快人生。

注意事项
除非你的工作内容与嗜好、兴趣相结合，或是工作里充满挑战、刺激、冒险、又能
展自我魅力。要不然，一般工作都无法留住你的热诚，也无法让你愿意多花时间精
力在上面，也无法稳定你的心情。你是一个很需要入对行，生命才能找到平衡的人。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个“食尚玩家”，也是个“时尚玩家”，是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
不坏，男人不爱”的标准型。你自有着自己独有魅力，也会招来许多爱慕者，在情
场上，如何做个坚贞不二的恋人，考验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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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坚贞指数
没有人敢给爱情挂保险，但具有务实坚贞特质的
人，稳重、内敛、务实，生活中所有事务，几乎
都在轨道上奔驰，出轨机率，微乎其微。

正向分数 67

个性特质
世上绝对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敢提出爱情险，保证爱情永久远。当然，也没有人敢
斗胆帮你的爱情坚贞不移打包票。但在务实这个领域，你是一个愿意面对现实，也
会给自己休憩、喘息机会的人。是一个让人相处无压力，舒适自在的人。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在工作与自我间，会寻求个平衡点的人。最重要的，是需先搞清楚自己生
命中所追寻的目标、理想、意义是什么﹖才能在务实与理想间，稳定前行，不会浪
费时间、精力在犹疑、徘徊间。

爱情两三事
在务实这个部分，你已达中上标准。如果能够找到自己想到努力追寻的远景、蓝图，
将能为你所爱的那个人，带来更稳定、无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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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坚贞
危机指数 30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安于宁静，喜欢一个人埋首苦干，踏实、务实，一步一脚印，安分守己将
所有事用最大心力，做最完美呈现的人。你对金钱，一向谨慎小心，也很有危机意
识，因此对家人的照顾，都偏向物质实用、保障，是一个务实且很完美主义的一个
人。

注意事项
你的行事作风偏向传统保守，凡事以实用、务实为准则。往好处想，你是一个务实
坚贞的人；往坏处思考，你是一个守旧又固执的人，有许多时候，你会固执己见，
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这点自己要多多注意。

爱情两三事
你的脑袋里，很难塞进去花前月下、浪漫情怀，虽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或好女人，
除非能遇见能欣赏你这特质的伴侣，要不然，会常因金钱使用，以及不够罗曼蒂克，
而有所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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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我独尊指数
有些人在爱情里，完全没有自己，拥有唯我独尊
特质的人，不管爱得如何神魂颠倒，还是一定坚
持，保有自己的主权、嗜好、个性，甚至想法。

正向分数 100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非常相信自己的人，你不一定是自私自利，或是自我中心，但一定是一个
很有自己想法、有自己坚持的人。一旦设定一个目标，就会激励自己向前迈进，不
太会为周遭人们而改变自己。

注意事项
你有个特点，有些人追求成功，是为向他人证实自己实力、讨好他人、迎合父母、
师长期望。你的原因却是很单纯，只是为了自己。你的单纯因素，让你心无旁骛，
追求自己目标，却也有一个危机是，不容易采纳他人建言，这是你该注意的地方。

爱情两三事
在爱情里，即使在情深意浓之际，你还是还保有自己底线，不是一个能被轻易驯服，
成为一个言听计从的乖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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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我独尊
危机指数 29

个性特质
你可能不认同，但你是一个很臭屁，很坚持自己所行所爱的人。你的“我”，很巨
大，巨大得听不进他人忠言，巨大得常常用自己的观点、行事方法，来评估其他人、
要求他人。在人际相处上，你的需求，往往会超越他人所需所求，你唯我独尊指数，
已濒近危险状态。

注意事项
你生活圈圈外围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很酷很炫，很有自己风格，但在你生活圈圈的
人，却常被你不知感同身受，搞得很受伤，也很抓狂。如何培育感同身受的能力，
是你的当务之急。

爱情两三事
你在爱情世界中，可能热情如火、撒钱不手软，也可能才华洋溢得令人心醉。但有
一个不变的事实，不管爱得如何神魂颠倒，你还是不会为爱放弃你生命中，所坚持
的所行、所想、所爱。你是一个很在乎“我是谁”这个具体且抽象形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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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指数
有些人谈情说爱，可以一见钟情，立马天雷勾动
地火，具有爱情长跑特质的人，却是不受时代影
响保持旧模式，用小火慢炖，相信日久见人心的
态度，温热爱情。

正向分数 83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处世小心谨慎、内敛善良、也安于独处与自己相处融洽的人。你给人的第
一印象有些冷漠，也有人给你的评语是骄傲。但熟识之后，你才会慢慢将自己活泼、
开朗的面貌，展现在他人面前，是个在熟悉前和熟悉后，个性判若两人的人。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能够与人相处融洽、情绪平稳且安于独处的人，你情绪平稳的重点，在于
有足够的清静、独处的空间，再如何忙碌，也需记得给自己一个喘息、独处的时间。

爱情两三事
与人相处时，你的信任是慢慢给予，慢慢将生活中一些人经过评估、过滤后，才纳
入可深交、深谈的人。你的信任不轻易给，给了之后，也很难回头，不会轻言放弃。
爱情路上，你喜欢由朋友变成恋人的慢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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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警示指数 6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心思纤细、敏锐、心地善良，很愿意为人着想，希望能处处体贴他人，也
很会观言察色。在人群里，你很顾虑自己言行举止，也忙着解读他人心思意念。因
此，很容易紧张、焦虑。接触陌生人、事、物，对你是件需要时间和精力克服的心
理障碍。

注意事项
你刚接触陌生人，很容易焦虑、紧张，因此通常会采取冷漠和回避策略。要迫使你
愿意接纳他们变成朋友，再进化成恋人，需要很久时间，你的爱情故事，是属于爱
情慢跑型。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对感情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很难轻易让一个人进入你心中，可是一旦他占
有那一席之地，你也不会轻言放弃，人际里的背叛，你很难释怀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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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食人间烟火指数
有许多人的爱情，在寻找一个家、一个玩伴、一
个经济依赖。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却在寻觅一个
心灵伴侣，情感无法妥协半分，可是一旦倾心，
却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无怨无悔。

正向分数 87

个性特质
你是一脚跨在现实生活，一脚跨在脑内心灵成长，追求知识增进的人。是一个愿意
动脑思考、追求创新，有着求知求变的精神，是个喜欢沉浸在自己专业领域寻求突
破，也会兼具现实生活动态与需求的一个人。

注意事项
因为你在乎自己思考领域的突破，同时也会兼顾现实生活中他人舆论、看法。因此，
当你的创新、创意脱离现况太远时，你会挣扎在自己的坚持与一般社会的认同中。
这个难以取舍，往往是你的压力源，需要小心面对。

爱情两三事
你脑内世界的所思所想，占有颇重比率。你谈情说爱的对象，不一定需了解你的所
思所想，当然能沟通、讨论，是绝对加分，但至少能够包容、接纳，这是最基本要
求。如果，不认同你脑袋瓜里的大千世界，那爱情这条路走来将会颠簸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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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食人间烟火
危机指数 31

个性特质
你崇尚知识、灵性的成长，虽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却是个“灵气”逼人，不太沾染
红尘的人。你的“灵气”分成两大类﹕一种是IQ很高，不管在科技、艺文、心理、
哲学都很有创见，特立独行的人。另一类是﹕IQ较低，偏爱怪力乱神之属。不管是
哪类的“灵气”逼人，你们都很坚持当自己。

注意事项
因为你在想法上，有自己的坚持，除非能找到思想契合的人，你宁愿“宁缺勿滥”。
所以，你是属于知己二、三个，人脉经营对你而言，是件麻烦事。你是一个享受自
我、享受寂静的人。

爱情两三事
谈情说爱上，你也呈现两种极端，一个是能够与你心灵契合，懂得你脑内世界的灵
魂伴侣；另一个类属是个活在滚滚红尘的务实、包容，又情感独立的另一半，可以
照顾你生活点滴，让你全心投注在知识、心灵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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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体贴指数
有些人很有个性，有棱有角。只有温柔体贴特质
的人，却像颗棉花糖，松、软、甜，而且有点黏，
有时黏得像橡皮糖，拉都拉不开，扒都扒不掉。

正向分数 79

个性特质
人与人相处你有着足够的敏锐度，会尽可能满足对方需求。但你有着自己明确底线，
也有着自我停损点。当你觉得够了，要你再配合演出柔情似水的角色，任谁都勉强
不来，你是一个温柔中有自己准则的人。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愿意照顾他人、体贴他人的人，但也自有着自己的行事标准和底线。但在
满足对方需求和维护自我权益间，必须学习拿捏尺度。

爱情两三事
人际相处间，除非碰到很难搞的特殊人物，你是一个很好相处，愿意为对方着想的
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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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体贴
警示指数 16

个性特质
你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心思细腻、善解人意，对周遭人们愿意付出关怀和照顾，
对自己家人和伴侣的付出，更是温柔备至。你是一个把家人、伴侣的需求满足，摆
在自己之前。因此，不知不觉会做出过度付出。

注意事项
你会将家人和伴侣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为了他们的快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权益，
放弃自己的梦想、理想。为自己的付出，划下一个停损点，并坚持维护自己权益，
是你需学习的功课。

爱情两三事
爱情路上能有你这种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的人相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除有
重大个性上缺失的人，依你的个性，都能与他人相处融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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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浪漫指数
有些人谈情说爱像冰山，拥有热情浪漫特质的人，
像沙漠里的一把火，像跨年的漫天烟火，高调而
炫目。

正向分数 97

个性特质
你的热情像火炬，熊熊燃烧火力十足，是个懂得塑造形象，知道如何妆扮自己，展
现动人魅力的人。当然，甜言蜜语、制造惊喜、浪漫这种事对你而言稀松平常，耍
弄起来毫不费力，热情浪漫电力十足。

注意事项
你不耐平淡、安逸，天天在轨迹上跑的日子，你会忍受不住。总会找机会制造亮点、
展现魅力，有时或许是无心之举，但可能会招引有心人士会错意，误入你的情网。
如何避免无谓的情花点点开，是你需多用心注意的地方。

爱情两三事
你是一个热情浪漫的情人，但不是一个容易被掌控、可以被一手掌握住的人。爱情
这条路，你是"情在人在、情去人也留不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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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浪漫
警示指数 19

个性特质
你是沙漠里的那把火，热情如火无人能挡，你天生有股吸引人的魅力。不管是站出
来像巨星，或是酷哥炫妹，你就是喜欢人际宠儿的那种魅力和吸引力。有些人喜欢
稳定、规律的生活，对你而言是平淡得无聊。你是会在生活中制造浪漫、惊喜、引
人赞叹的人，你热情浪漫指数百分百。

注意事项
你是一个享受谈情说爱、深谙情海波涛汹涌滋味的人。是个敢爱敢恨、勇敢追爱，
遇到爱情不会退缩的人。但有时勇敢追爱，会有煞不了车的情事发生，如何专一走
情路，是你需多小心谨慎的地方。

爱情两三事
爱情这条路与你一起走来惊喜、惊奇、惊吓，可能都会掺杂一些，不管是什么滋味﹖
绝对不会单调、无趣，一定是丰富多彩。在谈情说爱这件事，你是全力冲刺、尽情
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