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測驗 
 

你想了解自己的人格嗎？ 

你想探索自己的性向嗎？ 

你想更認識自己的特質嗎？ 

 

學生輔導中心有「賴氏人格測驗」、「生涯興趣量

表」、「大學生讀書與策略量表」……等測驗工具。 

 

透過心理測驗的實施與解釋，幫助你更客觀與深

入的了解自己。 

有興趣的同學請直接至崇德樓201室學生輔導中

心預約時間。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性向測驗】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大學系列學

業性向測驗 

何榮桂 

路君均 

1.含語文推理和數量比較 

2.測驗題均採單一選擇式，

每題含 4個選項。 

3.語文和數量。 

在於彌補我國缺乏適於小學

至大學同一理論與編製架構

的學業性向測驗，且可供各

級學校及機關團體評量個體

發展或成員之心理能力，從

事輔導、甄選、分類與研究之

用。 

威廉斯創造

力測驗 

林幸台 

王木榮 

包括 12題未完成的剌激圖

形。 

1.篩選具有特殊才能與創造

力的兒童。 

2.甄選參加發展創造力方案

或資賦優異教育方案的兒

童。 

3.對於學業成就或智力測驗

表 現較而被忽略的兒童，可

給再 評估及確認使學生得

到適性發展的教育。 

區分性向測

驗第五版

DAT-S） 

路君約 

簡茂發 

陳榮華 

1.語文推理測驗 

2.數字推理測驗 

3.抽象推理測驗 

4.知覺速度與確度測驗 

5.機械推理測驗 

6.空間關係測驗 

7.中文字詞測驗 

8.中文語法測驗 

9.學業 

10.性向 

測量個人在不同領域，諸如

機械推理、語文推理、數字推

理和空間關係的學習能力或

成功潛能而設計。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人格測驗】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新訂賴氏人

格測驗 

賴保禎 包括十五個量表：領導性、活

動性、社會外向、思考外向、

變異性、自卑感、神經質、緊

張性、焦慮性、憂鬱性、恐懼

性、客觀性、合作性、攻擊性、

虛偽性。 

適用於一般學生人格診斷、問

題學生的早期發現、臨床個案

的人格診斷、犯罪少年的人格

診斷及工商界人員的人格診

斷。 

華格納人格 

測驗 

(WEPSS) 

JeromeP

.Wagner

,Ph.D 

林幸台 

張小鳳 

審譯 

測量每一種人格型態上適應

認知與非適應認知資源的特

徵，並進行使用一個全面性

的分數來決定每個人的人格

九型。 

在校園及教育上，WEPSS可用

以了解教師的教學作風與學

生的學習風格，知曉各型人格

所偏好的學習風格與環境，以

幫助學生發揮潛能。 

田納西自我

概念量表

（TSCS:2） 

林幸台 

張小鳳 

陳美光 

探討個人生理、心理、家庭、

社會和道德倫理等多向度描

述。 

有效探討個人生理、心理、家

庭、社會和道德倫理等多向度

描述。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生涯測驗】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生涯興趣量 

表 

（增訂版） 

林幸台 

金樹人 

張小鳳 

陳清平 

分為職業活動、職業名稱、職  

業性格。 

本測驗結果可得、工、理、文、

人、商、事六類型 平 均 分

數，可依其最高的三個平均分

數取得個人之綜合代碼，用以

顯示個人的 興 趣 偏向。 

工作價值觀 

量表 

吳鐵雄 

李坤崇 

劉佑星 

歐慧敏 

「目的價值」-自我成長取

向、自我實現取向、尊嚴取

向。 

「工具價值」-社會互動取

向、安定免於焦慮取向、組織

制度與經濟休閒取向。 

為協助受試者了解自己在上

述 7 項的工作價值觀。 

職業興趣組 

合卡 

金樹人 職業組合卡片。 輔導教師依據學生對職業興

趣組合卡片所提供的刺激進

行偏好與否的反應進行反應

歸類，進而 引 發 討論，已有

效的幫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職

業興趣以及選擇這些職業的

理由。 

生涯信念檢核

表修訂版

（CBC） 

紀憲燕 

金樹人 

林幸台 

以完美主義、外在取向、逃避

順從、自我價值、工作抱負、

刻板印象等向度評估。 

以認知取向來思考省察生涯

決定因素，三年來廣泛蒐集國

內大專及高中職學生資料，深

入了解國人職業前程之決定

信念。 

成人生涯認知

量表 

田秀蘭 

郭乃文 

包含工作投入、自我效能、生

涯阻礙與認知複雜度四個部

分。包括:工作投入、自我效

能、生涯阻礙、認知複雜度。 

1.提供輔導實務工作單位或

相關企業人士單位一項具體

的生涯輔導工具。 

2.探索個人生涯認知態度與

工作適應之間的關係，提供生

涯規劃時之參考。 



 

生涯發展阻隔

因素量表 

（大專版） 

陳麗如 共分八種阻礙學生生涯正 

向發展的各項因素，包括：意

志薄弱、猶豫行動、資訊探

索、特質表現、方向選擇、科 

系選擇、學習狀況、學習困

擾。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瞭解大專

生所存在的生涯發展阻隔因

素，以期能協助他們克服所存

在的生涯發展阻隔現象，達到

更適合其個人的生涯發展狀

態。 

影像式職業興

趣量表 

鳳華 

徐享良 

王筱婷 

許德良 

蔡玫芳 

鍾瑾瑜 

提供真實的影像圖片和文字

說明，提升受試者的聯想力，

以確切分析受試者職業興

趣。共分為八個興趣領域，並

可細分成二十一個職業次領

域。八個興趣領域分別為藝

術工作、服務工作、製造業、

半技術清潔、農林漁牧業、文

書工作、體力工與賣場工作。 

以探索心智障礙者的自我生

涯興趣為主要目的，協助受試

者透過對自我職業性向的認

識和對相關職業資訊的了解，

讓心智障礙者清楚判斷自我

的職業性向，促進其未來的生

涯發展。 

華人工作適應

量表（CWAI） 

張雅萍 

黃財尉 

本量表共 59 題，從工作能

力、工作滿意、人格特質三個

向度，評量下列五個分量表、

博取印象指標與工作適應總

量表： 

1. 能力效率：評量工作能

力、工作效率程度。 

2. 工作態度：評量工作習

慣、工作態度與人際技巧程

度。 

3. 工作滿意：評量工作滿意

程度。 

4. 內控嚴謹：評量內控嚴謹

特質的程度。 

5. 彈性主動：評量彈性主動

特質的程度。 

6. 博取印象：評量作答的可

靠性。 

評量具工作經驗之工作者的

工作適應程度，可協助企業組

織遴選人才、評估在職員工工

作適應情形以及為畢業生進

行就職前輔導。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診斷性測驗】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貝克憂鬱量 

表 

（BDI- 

II） 

陳心怡 包含 21 組題目,每組題目均

包括 4個句子,依憂鬱的特定

症狀之嚴重度排列。 

用來評估個案的憂鬱程度，作

為診斷及安置的參考。 

貝克自殺意念

量表(BSS) 

陳壽山 本量表包含 21組題目，所測

量內容包括自殺的欲望、態

度和計畫等各層面，前 5組是

用以篩選受試者對生與死的

態度，只有評定具有主動或

被動自殺意圖時，受試者才

需填答第 6 至 第 19 組，第

20與21組主要是提供先前試

圖自殺的次數與前次自殺的

嚴重性等資料，以供參考。 

評估個案的自殺想法，以協助

治療師對個案的處理。 

貝克絕望量 

表 

(BHS) 

陳美君 本量表是由 20個「是－否陳

述句」組成，用以評估受試者

對現在與長遠未來的負向預

期程度。特別適合於測量憂

鬱或曾有自殺企圖的個案，

以作為其自殺風險的間接指

標。 

測量受試者對未來的負向態

度。 



 

貝克焦慮量 

表 

(BAI) 

陳一真 本量表是藉由受試者自我陳

述的方式測量焦慮的嚴重程

度。本量表共有 21個項目描

述焦慮症狀，並用「完全沒有

困擾」、「輕度困擾」、「中度困

擾」、「重度困擾」分別計 0、

1、 

2、3 分，再依量表總分的範

圍來解釋受試者自我陳述的

焦慮強度。 

測量青少年和成人的焦慮水

準，作為焦慮患者的篩選 C 

及 C 工具。 

健康、性 

格、習慣量 

（HPH） 

柯永河 分為綜合版及組合版（精神

病、精神官能症、性格違常、

信度量尺）兩種。 

分別測量三大類心理疾病、整

體心理功能、及心理程度。 

魏氏成人智 

力量表(第 

三版) 

陳榮華 

陳明輝 

本測驗分語文量表與作業量

表，共包含十四個分測驗，其

中有三項屬交替測驗。 

1.用以鑑定成人智力。 

2.用以診斷智障者。 

3.用以診斷資賦優異者。 

4.用以診斷神經心理學上的

損傷。 

5.可與適應行為評量系統

（ABAS-II）中文版併用，以評

量受試者認知功能與適應技

能間的關係。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身心障礙類測驗】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身心障礙者 

轉銜服務評 

估量表 

陳麗如 

王文科 

林宏熾 

包括：醫療服務、成人生活服

務、心理輔導服務、個人事  

件服務、工作與生活服務、職

業輔導服務、社區學習服務及

生學輔導服務等八個分量表。 

做於瞭解身心障礙者轉銜服

務需求之普遍現象，以更確切

認知個案之轉銜服務需求狀

態，並結合 IEP提供服務。 

適應行為評 

量系統 

(第二版) 

（ABAS–II） 

中文版－成 

人版 

盧台華 本量表共含 10 個分量表。由

測驗結果可得一個一般適應 

組合分數（GAC），以及三個適 

應領域組合分數，包括概念知

能、社會知能與實用技巧。 

1.可提供智障、情緒障礙與老

年失智症等之適應行為發展

資訊，以作為診斷適應技巧是

否缺損，及設定治療目標的參

考依據。 

2.可評量個人在不同環境下

之功能狀態，具備多元評量特

質。可與 WAIS-III 魏氏成人

智力量表併用，評量其適應技

能與認知功能間的關係。 

身心障礙學 

生一般轉銜 

技能量表 

林宏熾 本量表共 44題，含醫療服務、

成人生活服務、工作與生活 

服務、心理輔導服務、個人事 

件服務、職場適應服務、社區

學習服務及升學輔導服務等

八個服務因素。 

生涯規劃。評估身心障礙者離

校轉銜服務之需求程度，及內

在需求之差異現象。作為編寫

個別化轉銜計畫(ITP)，及提

供適當的轉銜服務之參考。 



 

大專教育需 

求評估量表 

陳麗如 共計 72項教育需求，評估生

涯輔導、生活支持、課業支

持、疾病處理、彈性調整、行

政協助、生理考量、資料訊

息、教室情境控制、情境適

應等 10 項特殊教 育需求領

域。 

1.評估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需

求之程度，作為輔導人員提供

教育服務規劃的重要依據。 

2.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的校園

生活適應，發揮其學習潛能。 

國民中學七

至九年級寫

作診斷測驗 

孟瑛如 

江素鳳 

周嘉慧 

簡吟文 

楊佩蓁 

周文聿 

本測驗以家庭、學校、娛樂

及飲食四大主題，繪製四張

情境圖卡，依據學生寫作內

容評量下列四個分項指標： 

1. 思想與主題：評量受試者

是否充分了解情境圖卡所呈

現的活動主題，並能依據主

題進行寫作。 

2. 結構與組織：評量受試者

在寫作時是否有一致性的敘

寫觀點，並能有完整、明確

的主旨呈現。 

3. 文句與修辭：評量受試者

在寫作時是否能用正確、豐

富、流暢的語句表達自己的

情感或意見。 

4. 用字與標點：評量受試者

文字書寫及標點符號運用的

正確性。 

篩檢疑似寫作障礙學生，作為

提報鑑定或提供教學調整策

略之參考。 



 

國民中學七至

九年級書寫表

達診斷測驗 

孟瑛如 

江素鳳 

周嘉慧 

田仲閔 

楊佩蓁 

周文聿 

本測驗共五個分測驗，評量

基本寫作能力與基本寫字能

力，包含五個分測驗： 

1. 填寫適當的中文字：藉由

學生能否根據語境寫出正確

的字彙，來評量學生之字彙

應用能力。 

2. 依條件改寫句子：藉由學

生能否根據語法而合理的結

合前後句，來評量學生組織

和形成思想的能力。 

3. 造句：藉由學生能否應用

適當文句和標點符號呈現想

法，來評量學生字彙運用與

句子形成的能力。 

4. 遠距抄寫：藉由遠距離的

抄寫題目海報上的字，來評

量學生寫字能力及視覺記憶

能力。 

5. 近句抄寫：藉由近距離抄

寫題本上的句子，來評量學

生寫字能力及視覺記憶能

力。 

篩檢疑似書寫表達障礙學生，

作為提報鑑定或提供教學調

整策略之參考。 

中文閱讀理解 林寶貴 

錡寶香 

本測驗包括六篇故事類的記

敘文、六篇說明文。設計的

題目類型包括「音韻處理能

力」、「語意能力」、「語法能

力」、「文章基本事實的了

解」、「抽取文章重點大意」、

「推論」、「分析、比較」等

能力之評量。 

本測驗目的乃在評量與診斷

在閱讀理解上有困難的學童，

或是作為探討身心障礙學生

閱讀理解能力之用 



 

中文閱讀障

礙診斷流程

與測驗--國

民小學(二至

六年級)閱讀

理解篩選測

驗 

洪儷瑜 

王瓊珠 

張郁雯 

陳秀芬 

陳慶順 

曾世杰 

陳淑麗 

謝燕嬌 

陳美芳 

吳怡潔 

方金雅 

柯華葳 

詹益綾 

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

理解篩選測驗：此測驗每個

年級皆有複本 A 卷和 B 卷，

除了小二題本僅有命題組

合、句子理解和短文理解三

類題型之外，其餘各年級測

驗皆有四類題型：多義字題、

命題組合、句子理解和短文

理解。皆為紙筆測驗的單選

題。 

本套測驗由八個子測驗組成，

目的在透過層層的檢驗測試

小一到國三之學童，不僅具備

診斷學障類型的功能，也可以

釐清個案的認知問題 

兒童口語理

解測驗 

林寶貴 

錡寶香 

本測驗內容含：聽覺記憶、語

法理解、語意判斷、語文理解

等四個分測驗。1.聽覺記憶：

以比較關係之詞彙來評量學

童在遵循口語指示時，將語

言訊息暫存於短期記憶中及

使用工作記憶處理語言訊息

之能力。 2.語法理解：主要

測試兒童是否已理解中文的

語法結構 3.語意判斷：在評

量兒童是否能覺知語意錯誤

之詞彙及句子並提供正確方

法。 4.短文理解：評量學童

是否理解其所聽到的短文中

之大意、事實陳述，根據聽到

的短文做出適當推論能力。 

本測驗目的乃評量或診斷在

口語理解上有困難的學童，或

作為探討身心障礙學生口語

理解能力之用。 

國小學童書寫

語言測驗 

林寶貴 

錡寶香 

本測驗是由「聽寫測驗」(20

題)、「句子結合」(19題)、

「筆畫加減」(20題)、「國字

填寫」(21題)、「造句」(20

題)等五個分測驗所組成。 

本測驗目的乃在評量國小三

年級至六年級學童的書寫語

言能力，作為評量與診斷在書

寫語言表達上有困難的學童

之用，或是探討身心障礙學生

書寫語言能力之用。 



 

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心理測驗目錄【其他】 

測驗名稱 編製者 測驗內容 測驗目的 

人際行為量

表（IBS） 

柯永河 

林幸台 

張小鳳 

以效度量尺、關係量尺、肯定

量尺為建構，結果分男性與

女性兩種對照模式。 

適用於自我肯定訓練、婚姻家

庭衝突及生涯輔導、企業才適

用等心理諮詢需要。 

大學生心理

適應量表 

陳李綢 包括問題解決及決策力、家

庭及人際關係、個人自信及

勝任力、學習適應力、情緒適

應力、價值判斷力等 6 個部

份。 

在於了解大學生適應問題及

適應能力，並依照不同年級及

性 別 做 比較。 

大學生身心

適應調查表

第二版 

朱錦鳳 共 200題，包括：生活困擾、

時間管理困擾、生涯困擾、學 

習困擾、家庭困擾、人際困

擾、感情困擾、情緒困擾、精

神困擾、生理困擾等 10個分 

量表。 

1.協助教師與輔導人員發現

困擾學生的問題。 

2.幫助學生成長與適應。 

大專行為困

擾調查表 

胡秉正 包括十類問題：健康與身體

發展、經濟與生活狀況及職

業、社交和娛樂活動、對他人

的關係、對自己的態度、求愛

與性及婚姻、家庭與家屬、對

大學課程  的適應、前途—

就業與升學與課程與教學。 

了解學生困擾所在，作為教學

及輔導之參考。 

大學生學習

與讀書策略

量表 

李吟吟 

張德榮 

洪寶蓮 

主要內容為：態度、動機、時

間管理、焦慮、專心、訊息處

理、選擇要點、學習輔助術、

自我測驗及考試策略。 

針對學生的學習困擾提供一

份有效的 診 斷 工具，以幫

助學生了解其困難所在，提供

一份有效的輔導方案或訓練

方案。 



 

教師信念量

表 

王朝茂 量表共八十題，包括要求讚

美、高自期許、譴責非難、挫

折反應、不當情緒、過度焦慮、

逃避、依賴、固執、力求完美

等十種分量表；另分類出「理

想主義」和「逃避現實」兩項

特質。 

了解教師的情緒和行為困擾程

度，作為影響師生關係及教學

成效之指標，及早予以輔導，使

其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 

青年聽讀寫

學習優勢發

展量表 

陳麗如 

孟瑛如 

本量表分為四個部分，共 7個

分測驗。各部分包含的分測驗

和題數列表如下： 

一、字詞認讀：字詞辨識 16

題、字詞表現 5題。 

二、聽覺記憶：聽覺記憶 4題。 

三、文章閱讀：視覺記憶 2篇、

閱讀表現 2篇。 

四、書寫表現：書寫字量 1題、

書寫品質 7題。 

評估學生聽讀寫學習表現。 

協助學生從測驗過程覺察其平

時學習問題與策略運用情形，

以運用後設認知提升學習能

力。 

協助了解學生之學習風格及學

習優弱勢等特質，以便發展個

別化學習策略。 

生活價值觀

量表 

（大專版） 

陳麗如 本量表分為三種版本，均涵蓋

四種價值領域，各版本領域所

包含的分測驗和題數列表如

下： 

一、人際主義：慈愛同理、珍

愛友情、家庭生活、愉快人際，

共 19題。 

二、生活主義：舒適生活，共

5題。 

三、自我主義：身心健康、愛

自己，共 10題。 

四、理想主義：勇於追求、築

夢踏實、社會聲望、社會承諾，

共 24題。 

生活價值觀影響一個人的生活

動力。個人若能了解自己的生

活價值觀分佈並追求之，將降

低茫然的生活模式。 

了解個人生活價值觀的分佈。 

檢視比對個人生活價值之實踐

情形以調整個人生活計畫，促

進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個人依測驗結果檢視當前生活

模式。 

輔導員依個案測驗結果引導其

發展生活問題之調整計畫。 

更新日期：２０２０／５／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