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興趣量表結果說明
輔導室倢儀老師 109.12.25



想像力大爆炸！

喜歡軍隊、軍事的人，未來有可能從事什麼工作？

喜歡打賭或拼勝負，未來有可能從事什麼工作？

A:軍事評論家、戰地攝影記者、軍官、電競選手 etc.

A:運動選手、博弈事業、外匯交易員 etc.



➤個人對某些事物會主動接觸參與

➤興趣不全是與生俱來，也可能是後天培養

➤會隨著年齡和生活經驗而有變動

興趣是什麼？能當飯吃嗎？



興趣是什麼？能當飯吃嗎？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並不是「偉大的人和普通的人」，
也不是「富人和窮人」，
而是「從事自己喜歡而且適合的工作，並以此為生」的人
以及不是那樣的人。

–––村上龍〈工作大未來〉



心輔系統的測驗結果查詢-1

嘉女首頁→學生專區→綜合輔導資料



左側心理測驗查詢→下拉選單興趣量表線上版



大考中心→生涯輔導→生涯測驗→登入

心輔系統的測驗結果查詢-2



輸入帳密→第一次進入請按「我同意」



輸入個人資料（可自行更改密碼）
→點選興趣量表→直接查看「結果報告」



前往結果報告→共有四部分可瀏覽



誰可以看到你的測驗結果

►你自己
•網站
•心輔系統

►導師
•心輔系統

►輔導教師



還記得測驗的內容有什麼嗎？

第一部分：我喜歡的事(1-126)

第二部分：我喜歡的職業(127-198)

抓周的獻禮：六個生涯錦囊(199-201)



➤了解自己的興趣偏向

➤作為選課、選班群的參考

➤Holland認為職業興趣是一個人在學業、工作、嗜

好、休閒活動上的表現，因此透過歸類喜歡的事

物來作為生涯選擇的參考，是非常有幫助的。

測驗目的



興趣量表結果



興趣量表結果列印

①興趣分數

②興趣代碼

③抓週三碼

④區分值

⑤諧和度



興趣量表-興趣分數





興趣分數



➤六大類型分佈在198題裡，每個類型33題
➤按照你作答的選項，得出每個類型會有一個分數

測出來的ＲＩＡＳＥＣ代表什麼？

33 45 66

1.如果全答不喜歡
2.有排斥這個環境
或職業的傾向

1.中間值
2.對這個環境或
職業無特別偏好

1.如果全答喜歡
2.認同且偏好這個
環境或職業



測出來的ＲＩＡＳＥＣ➝何倫六碼

➤將大多數的職業活動歸類六種類型

實用型Ｒ

社會型Ｓ

研究型Ｉ

企業型Ｅ

藝術型Ａ

事務型Ｃ



類型特質



何倫六碼的概念

Ｒ實用型

社會型Ｓ

Ｉ研究型企業型Ｅ

Ａ藝術型

事務型Ｃ

概念資料

事物

人群



實用型(Realistic type)

 情緒內斂

 有耐性

 坦承直率

 喜歡行動不喜多言

 喜歡在講求實際需要動手環境中從事明確固定的
工作

 喜歡從事機械電子、土木建築、農業等工作



研究型(Investigative type)

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

做事時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略

喜歡用頭腦解決問題並追根究底，

不喜歡別人給他指引

不喜歡有很多規矩和時間壓力

喜歡和有相同興趣和專業的人討論

喜歡從事生物、化學、醫藥、天文等相關工作



藝術型(Artistic type)

直覺敏銳、善於表達創新

希望藉文字、聲音、色彩等形式表達

創造力和美的感受

喜歡獨自作業，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下

生活的目的就是創造不平凡的事務

不喜歡管理別人和被人管

喜歡從事音樂、寫作、戲劇、設計、舞蹈等工作



社會型(Social type)

 對人和善，容易相處，關心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喜歡傾聽和了解別人，也願意付出時間

和經歷去解決別人的衝突

 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人成長

 不愛競爭，關心別人勝於關心工作

 喜歡從事教師、輔導、社會工作、醫護

、宗教等相關工作



企業型(Enterprising type)

 精力旺盛、生活緊湊、好冒險

 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

 不願花太多時間仔細研究

 希望擁有權力去改善不合理的事

 擅用說服和組織能力，希望表現被他人肯定，並
成為團隊的焦點人物

 喜歡管理、銷售、司法、政治等工作



事務型(Conventional type)

個性謹慎，做事講求規矩和精確

喜歡在建立規範的環境下工作

做事按部就班、精打細算，給人的感覺

是有效率、精確、仔細、可靠而有信用

生活哲學是穩紮穩打，不喜歡改變自己

喜歡從事銀行、金融、會計、秘書等相關工作



同樣情境，六種類型人的思考？

數學老師在下課前出了一題很難的應用題，算對的
人可以加分，眼看時間就要到了，你會…？

 實用型Ｒ：趕快翻講義，找答案

 研究型Ｉ：要求老師不能公佈答案，努力自己思考

 藝術型Ａ：馬上放棄，不想為難自己

 社會型Ｓ：關心看看別人是不是會算

 企業型Ｉ：舉手反應「這太難了啦，老師如果有1/3答對全班加分啦」

 事務型Ｃ：先把題目工整寫好，等著老師寫答案



同樣情境，六種類型人的思考？

面對一顆蓮霧，六類型的人會怎麼想？

 實用型Ｒ：蓮霧要收成好，要勤於培土、修枝、除蟲和施肥

 研究型Ｉ：蓮霧的營養價值如何?需要哪種土質? 

 藝術型Ａ：蓮霧的外型很漂亮，黑珍珠色澤光滑

 社會型Ｓ：我想和朋友一起分享這些可口的蓮霧

 企業型Ｉ：蓮霧的價格是越稀少越昂貴，要控制產銷

 事務型Ｃ：這麼貴，想辦法讓蓮霧多保存幾天



興趣代碼



➤前三高分的類型組成「興趣代碼」

➤六種類型並非完全獨立，是相較突出的概念

➤如果兩碼之間的分數相差不到5分，可互換

興趣代碼

Jay的興趣分數
R63   I72   A90   S50   E58   C45   

第一高分 第二高分 第三高分

Ａ Ｉ Ｒ



興趣代碼 前三高分的類型組成「興趣代碼」

A Ｉ Ｒ

第一碼

主要興趣

第二碼

工作風格

第三碼

變數較大



興趣代碼的排列組合

單碼型Ａ＊＊ 著重探索第一碼

雙碼型ＡＳ＊ 兩碼組合延伸更多可能

三碼型ＡＳＩ 兩兩配對探索不同可能



諧和度

區分值

一致性



區分值 六型興趣分化的程度

R I A S E C 區分值

大雄 75 62 36 41 60 30 11.75

靜香 52 50 45 39 49 38 2.25

R I C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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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 靜香

兩人都是RIE，
但大雄側面圖起伏
較大，區分值(興趣
分化結果)較明顯。



區分值

區分值 六型分數 說明

高
均偏高 興趣多元、生涯目標明確

均偏低 知道討厭什麼，但不確定喜歡什麼

低
均偏高 可能多才多藝，需要生涯聚焦

均偏低 回想測驗時的狀態？缺乏作答動機

六型興趣分化的程度



諧和度

抓週三碼

➤依照興趣高低依序選擇

➤自己主觀的生涯期待

➤可能受社會期待的影響



諧和度

人境適配
一個人在諧和度高的
環境裡學習或工作，
會激發其潛能和感覺
愉快。

可用來預測工作滿意
度、工作穩定度。

0 6

諧和度高
興趣量表對未來
生涯選擇有較高
參考價值

諧和度低
興趣量表與個人
生涯期待不符，
需進一步釐清

3

「興趣代碼」和「抓周三碼」的一致程度



一致性

一致性高
六角形位置相鄰，
則類型間的一致性越高，
生涯發展歷程越穩定

一致性低
❶興趣不穩定
❷職業多元的現代社會，

可提供個人化發展舞台

興趣類型之間的相似程度

Ｒ

Ｉ

Ａ

Ｃ

Ｅ

Ｓ

相鄰
相對



興趣量表-興趣光譜





ＳＡ和ＡＳ有差嗎？

Ｓ

第一碼

主要興趣

Ａ

第二碼

工作風格

ＳＡ

關懷人文的服務者

善於教導的藝術家



➤點選紅色標籤觀看特質描述及生涯發展



➤點選光譜中間區域，
觀看專屬你的興趣解釋



興趣量表-學群地圖









興趣量表-生涯交通圖







Q1：測驗結果與學業成績不一致，怎麼辦？

 測驗是否具參考價值（當天作答態度，
有無誤差）

 完全以興趣為主的風險-無法達到目標

 完全以成績為主的風險-沒有熱情

 下學期還有新編多元性向測驗，透過

能力測驗讓大家綜合衡量



Q2：測驗結果不準？沒有我喜歡的學系？

 請先核對測驗結果的解釋是否與自己的個性
相符，如果符合表示測驗結果沒問題

 深入了解「建議的學系」，有時會發現這些
學系真的還蠻符合自己的興趣的！

 另外，可能你對某學系的想像並不符合實際
狀況，或是只喜歡這個學系的社會聲望，並
不是真的有興趣哦！



Q3：區分值低？測驗沒有意義？

 思考一下你在作答時，是否採取較保守的答
題方式，所以分數都偏低？

 興趣尚未明確分化，導致分數全部偏高（充
滿好奇）或偏低（什麼都不知道）

 建議你可以擴大生活的領域，多去嘗試和接
觸各種活動唷！



佐編茶水間
如何讓自己真正
找到想做的事？

大人的small talk
職涯發展、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經營管理

關韶文youtube
職業訪談-

迪士尼打工、航空地勤

推薦幾個Podcast及YouTube，拓展你的視野

如果你有推薦的頻道，也歡迎分享給我！



➤請將測驗結果填入生涯輔導
參考手冊––築夢第20頁

➤相關測驗說明還可閱讀築夢
第25-27頁

➤記得上網查詢

「大考中心-興趣量表」
登入自己的帳密看詳細資料



你不是沒有喜歡的東西，

只是你還沒找到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