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興趣量表
興趣、職業、能力，它們是啥關係啊？



興趣測驗的概念



測驗的目的

用生涯興趣量表幫助同學們了解自己的個性和興趣，概略
性的找出不同組型大致適合哪些職業。

同學們可以從這些測驗結果來重新整理、思索自己的興趣
可能適合哪些工作。

這份測驗認為，選擇職業受到基於過去的經驗和人格特質
的影響，因而職業會吸引有相同經驗與人格特質的人。



這份測驗（生涯興趣量表）的性格概念

將人格類型分成六大類型指標：工、理、文、人、商、事。

人不單純只具備某「一」特質或某「一」種興趣而已。

我們可能同時具備兩種以上的興趣或特質，有的較強較鮮
明，而有的較弱。 與物接觸

與人接觸

心智思考事務處理 事

工 理

商 人

文



生涯興趣量表分類解釋

與物接觸

與人接觸

心智思考事務處理 事

工 理

商 人

文



工（Pragmatic）

工



工（Pragmatic）

這類型的人多半擁有機械能力或體力，以處理機器、工具。

適合從事清楚、具體、體力上的工作，不需要與人有太深
入接觸的工作。例如：農業工作、汽車修護員、電器工
程…等。

特質為溫和、實際、誠實、穩定、順從、自然、坦白、害
羞、謙虛、有恆。

工



理（Scientific）

理



理（Scientific）

運用其分析能力去觀察、評量、判斷、推理。

喜歡與符號、文字、抽象觀念有關的工作，不必與人有太
多接觸。例如：生物、物理、化學、醫學、天文、電腦、
人類學…等工作。

常有下列特質：重視方法、分析、獨立、溫和、謹慎、智
慧、精細、好奇、批判、理性、內向、保守。

理



文（Humanistic）

文



文（Humanistic）

這類人擁有藝術、創造、表達及直覺能力，藉文字、動作、
聲音、色彩來傳達美、思考及感受。

適合從事下列工作：音樂家、作家、室內設計師、演員…
等工作，需要敏銳的感覺、想像及創造力。

這類人的個性較不從眾、獨立、衝動、崇尚理想、跟隨直
覺、善表達、情緒化。

文



人（Interpersonal）

人



人（Interpersonal）

通常擁有良好的人際技巧，能瞭解、關心、鼓勵並改變對
方的行為。

喜歡從事與幫助他人有關的工作，例如：老師、宗教人士、
輔導員、社工員…等。

常有以下特質：令人信服、溫暖、敏銳、善解人意、有責
任心、合作、寬宏、仁慈。

人



商（Commercial）

商



商（Commercial）

有好的規劃、領導以及口語能力，擅於組織、安排事物，
領導、管理人員。

比較喜歡從事銷售、督導、策劃等工作，例如：業務人員、
製作人、策劃者、採購..等。

常有以下特質：精力充沛、冒險、自信、熱情、外向、野
心、擅於社交以及樂觀。

商



事（Clerical）

事



事（Clerical）

這類型的人多半善於注意細節，擁有事務及計算能力，以
便記錄、歸檔及組織資料。

他們通常是執行人員，而非決策人員。例如：銀行人員、
金融分析師、稅務專家、簿記人員…等。

個性多為實際、謹慎、缺乏想像力、順從、節儉、有條理、
守本分、有恆。

事



人格（個性）

你覺得你是怎樣的個性呢？

與物接觸

與人接觸

心智思考事務處理 事

工 理

商 人

文



注意事項之一！

這份測驗不是診斷，測驗結果跟實際狀況可能會有落差，
所以除了測驗結果，更重要的是自己對自己的了解。

你們認識／熟悉自己嗎？
如果需要進一步了解測驗結果，可以帶著測驗結果跟老師約時間
討論。



人格（個性）

個性是相對持久的。

但仍然可能會因為一些事情改變。
如：學習、經歷、人生體悟、環境改變、疾病、重大事件、信
仰……

所以三、五年後每個人的個性可能會稍有改變，但某些本
質卻很相近。
如：好幾年不見的朋友，有些人變很多、有些人沒甚麼變，但相
處後你會發現就算變很多的人可能在某些特質還是有熟悉感。



興趣

你喜歡做哪些事呢？



興趣

你會想把這些興趣當成職業嗎？



興趣

興趣是人們喜歡做的活動。所以和人們解決問題的意願與
動機有關。

通常是一種好的經驗。
例：我打籃球的時候很開心，我畫畫的時候很舒壓。

有時候興趣不一定會想當成工作，但有時候會希望興趣就
是工作。



注意事項之二！

興趣不是指這份測驗分數！（測驗只是試圖將你的喜好作
大致的分類，幫助同學們整理自己的興趣）



生涯能力

你作什麼事很厲害？

哪些事你可以做得很好？



生涯能力

生涯能力（林宏熾，2000）

適應性技能
(軟能力)

指個人生涯工作中適應環境、發展人際
關係、適應組織文化等能力

功能性技能
(硬能力)

指個人根據其喜好，在處理或從事生涯、
工作、生活中相關事物不同難易程度的
勝任能力

特殊內容性技能
(專業能力)

在工作被期待的特定條件，與明確工作
內容及商業管理等專業的技術能力



生涯能力

你想要作的職業需要哪些能力嗎？

有哪些能力你需要進一步學習呢？



職業、能力與興趣間的關係

你知道ˍˍˍ職業要做什麼事媽？



職業、能力與興趣間的關係

每個職業的工作項目很複雜
有些時候你不一定可以理解該職業要做什麼事。
舉例說明

有些時候你對某些事情很有興趣，但你不一定可以勝任某些工作。
舉例說明

一個職業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和從事過該職業的人聊聊是重要的！



多元發展的例子



量表解釋



量表分數

興趣組形式由分數高的前三碼所組成的。

採用平均數的方式，期望能藉由分數判斷興趣強度
分數的意義：

1.0 很不喜歡
2.0 不喜歡
2.5 普通
3.0 喜歡
4.0 很喜歡



實例練習



示範例子（見壹. 量表分數）

量表分數
六種職業興趣類型的分數，按高低順序排列如下

分數最高的三種類型為（以橘線表示）

【興趣組型】是：工─理─事

興趣類型 工 理 事 文 人 商

平 均 數 2.96 2.43 1.74 1.52 1.23 1.17

工
理
文
人
商
事

2.29
2.43

1.52
1.23
1.17

1.74



同學時間！

有沒有同學自願提供他的分數做為示範？



想像活動（見貳. 解釋）

閱讀解釋下面的短文，將自己最有感覺的形容詞圈起來。

再看一次自己圈起來的形容詞。
為什麼將這些形容詞圈起來呢？
這些形容詞讓你想到什麼經驗？
將這個經驗寫下來。



職業對照



幾種職業的興趣組合（妝管）

化妝師─文商工
美容及有關工作者─文人商

美術老師─文人商
包裝設計師─文商理

紡織技術人員─工人理
布料染印人員─工理文
服裝設計師─文商工
服裝供應商─工商人
工藝師傅─工文商
珠寶鑑定專家─工人商



幾種職業的興趣組合（餐管）

冰淇淋師傅─工文人
主廚─工文商
調酒人員─人商事
食品研發人員─理工人
食品營養顧問─人商理

餐飲服務業主管─商理人
餐飲管理人員、導遊─商人事
物料採購人員─事工人

食品檢查工作人員、貨櫃及散管理人員─事工商
食品藥物檢驗人員─人文商
食品品質管制人員─理人事



幾種職業的興趣組合（護理、幼保、老照）

護士─人理工、人理文
護理人員、教師─人文理
藥劑師─理文工

社區社工人員、醫院社工人員─人文商
青少年犯罪防治社工、兒童福利工作者─人商文
啟智中心工作者─人工理
幼兒教育人員─文人事



幾種職業的興趣組合（應外）

印刷工作人員─工人文
文物維護人員─文理人
文字翻譯人員、文案撰寫人員、編輯人員─文人理
採訪記者、廣告文案撰寫人員─文人商
劇作家─文商理
詩人─文商人
攝影記者─文商事
教師─人理文
廣告業務專員─人商文
廣告公關人員─商文人
廣告單位主管─商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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