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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性向:幫助您了解自己在不同領域的學習能力與潛能。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A-1 青年性向測驗（一）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測量受試者的各種性向與能力。 

同意書  計分鑰 
（一）4 

（二）4 

題本 47 計分投片  

答案紙 598 解釋說明  

A-2 青年性向測驗（二）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同上 測量受試者的各種性向與能力。 

同意書  計分鑰 
（三）4 

（四）4 

題本 47 計分投片  

答案紙 539 解釋說明  

A-3 區分性向測驗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測量國中、高中職以上學生及一般成人在不同領

域的學習能力或成功潛能，以供升學、選組，以

及就業輔導之參考。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49 計分投片 6 

答案紙 295 解釋說明  

B-2 陶倫斯創造力測驗（成

人精簡版）（ATTA）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受試者分別以書寫與畫圖的方式，表現對刺激圖

文的反應，藉此評估受試者的創造力。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150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B-4 多元智能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調查受試者在日常生活中多元活動的發展技巧和

參與熱忱，測驗結果可繪成側面圖，分析比較個

人的優勢特質和弱勢特質，用以幫助受試者在學

習活動和生涯發展上作自我探索和適切規劃。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105 計分投片  

答案紙 295 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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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習:協助您了解學習的情況，包含學習動機、態度、時間管理、專心、焦慮、策略、問題解決等。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B-1 大學生學習態度與讀書

策略量表 

施測說明 18 指導手冊 1 瞭解個人的學習情況,包含學習動機、時間管理、

策略等。 同意書 233 計分鑰  

題本 346 計分投片  

答案紙 586 解釋說明 18 

B-3 學習態度測驗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3 測量學習態度與習慣，作為推行輔導改進其學習

方法，培養良好學習態度之重要依據。 同意書  計分鑰 2 

題本 138 計分投片 20 

答案紙 618 解釋說明  

Top 

 

◎C生涯：幫助您了解職業興趣、特質與相關生涯規劃因素，以做合適的生涯規劃。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C-1 職業興趣組合卡 卡片 1盒 指導手冊 2 了解受試者的職業世界並透過卡片建構受試者的

生涯地圖。 個別用工作簿 132 計分鑰  

團體用工作簿 49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C-2 生涯興趣量表（大專版）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1 瞭解個人的職業興趣及特質,以做合適的生涯規

劃。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135 計分投片  

答案紙 457 解釋說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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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C-3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瞭解影響個人生涯抉擇的因素。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49 計分投片  

答案紙 350 解釋說明  

C-4 工作價值觀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瞭解影響個人生涯抉擇的因素，與協助受試者瞭

解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未來的職業展望。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111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C-5 生涯信念檢核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瞭解個人的工作價值觀，以利職業選擇及自我了

解。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101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Top 
 

 

◎D人格：協助您了解自我的人格特質。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C-6 賴氏人格測驗（大專

版）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4 提供受試者增進自我了解，進行自我探索之用。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184 計分投片  

答案紙 1345 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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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D-1 主題統覺測驗 1 盒 提供受試者增進自我了解，進行自我探索之用。 

D-2 艾德華個人偏好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協助受試者了解人格偏好。 

同意書  計分鑰 2 

題本 50 計分投片  

答案紙 100 解釋說明  

D-3 基本人格量表（BPI）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了解個人之人格特質。 

同意書  計分鑰 3 

題本 49 計分投片 4 

答案紙 295 解釋說明 1 

  修訂編製 15 

D-4 加州心理成熟測驗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測量受試者的心理成熟水準。 

同意書  計分鑰 1 

題本 100 計分投片  

答案紙 712 解釋說明  

D-5 人際行為量表【E】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1 評估人際情況，協助受測者以適當且有助益的正

面態度去面對。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50 計分投片  

答案紙 199 解釋說明 50 

D-6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1 增進自我覺察與進行自我探索。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91 計分投片  

答案紙 962 解釋說明  

  百分等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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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D-6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  

（成人版）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增進自我覺察與進行自我探索。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99 計分投片  

答案紙 99 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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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適應情緒：幫助您了解自己的適應狀況與情緒狀態。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E-1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了解大學生的適應問題與困難所在並評估與診斷

大學生心理適應問題。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298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E-2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

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幫助學生成長與適應。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297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1 

E-3 貝克絕望感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測量受試者對未來的負向態度。 

同意書  計分鑰 3 

答案紙& 

題本 
197 

計分投片 2 

解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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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E-4 貝克憂鬱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1 評估個案的憂鬱程度，作為診斷和安置的參考。 

同意書 計分鑰  

答案紙& 

題本 
198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自我檢測 82   

E-5 貝克自殺意念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1 評估個案的自殺想法，以協助治療師對個案的處

理。 同意書  計分鑰  

答案紙& 

題本 

100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E-6 貝克焦慮量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2 測量青少年和成人的焦慮水準，作為焦慮患者的

篩選工具。 同意書  計分鑰  

答案紙& 

題本 

100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E-7 柯氏情緒量表     了解受試者的情緒狀況。 

E-8 88風災後自我壓力反

應篩檢表 
    

了解個人壓力過後的狀況，以利適時介入。 

E-9 修訂孟氏行為困擾調

查表 

施測說明  指導手冊  了解受試者困擾的問題。 

同意書  計分鑰  

題本& 

答案紙 
94 

計分投片  

解釋說明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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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卡片：透過有趣的卡片進行自我探索。 

編號 測驗名稱 施測用 解釋用 用途與功能 

F-1 探索心溝通性遊戲盤 1組   

F-2 學習遊戲盤 1組   

F-3 默契拼圖 1組   

F-4 撲克牌 8組   

F-5 生涯卡 9盒  透過卡片了解什麼樣的工作適合自己。 

F-6 愛情卡 10盒  透過卡片了解什麼樣的伴侶適合自己。 

F-7 彩虹卡 1組  送給抽卡片者一份愛的禮物與一段激勵小語。 

F-8 漣漪卡 1組  透過卡片讓自己朝向正向的生活邁進。 

F-9 職業組合卡 6組  透過卡片來建構職業世界與未來展望。 

F-10 直覺式塔羅牌 1組  透過卡片來指引像與了解目前狀態。 

F-11 神諭塔羅牌 1組  透過卡片來指引像與了解目前狀態。 

F-12 奧修禪卡 1組  幫助你了解當下的狀態。 

F-13 守護天使指引卡 1組  透過守護天使的陪伴來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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