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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輔系所中文測驗清單(目錄簡易版) 

心理出版社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我的人生量表」--學生自我傷害行為篩檢 

(國中至高職生) 

手冊、題本、答案紙 

2.  G567學術性向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3.  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4.  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篩選性評估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紙 

5.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6.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第二版) 手冊、調查表 

7.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第三版) 手冊、調查表 

8.  中華畫人測驗 手冊、測驗紙、紀錄紙 

9.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 手冊、紀錄紙 

10.  主題情境測驗 手冊、甲式題本、乙式題本、答案紙(爸爸

媽媽用、小孩用)、計分與檢視卡 

11.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大專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 

12.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13.  成人生涯認知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14.  艾德華個人偏好量表中文版(EPPS) 手冊、題本、紀錄紙、計分鑰 

15.  行為困擾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16.  行為困擾量表(第四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 

17.  行為與情緒評量表(BERS)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18.  批判思考測驗第一級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19.  身心障礙者轉銜服務評估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20.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確認注意力缺陷

／過動障礙者的方法(ADHDT) 

手冊、評量表 

21.  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篩選性評估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紙 

22.  青少年社會行為評量表 手冊、答案紙(學生評、同儕評、教師評) 

23.  威廉斯創造力測驗(CAP) 手冊、題本、答案紙、測驗紙(思考活動、

評定量表) 

24.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計分紙兼側面圖 

25.  國小學童生活適應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答案卡、側面圖 

26.  國中生涯興趣量表 手冊、題本、題本兼答案紙 

27.  國中生涯興趣量表(第二版) (102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 

28.  基本人格量表(BPI)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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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基本人格量表(第二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國中、高中、大專)、

計分鑰 

30.  情緒障礙量表(SAED)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31.  教師信念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32.  零歲至六歲兒童發展篩檢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33.  實習心理師完美主義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34.  學習適應量表(增訂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 

35.  親職壓力量表(PSI) 手冊、題本、答案紙 

36.  親職壓力量表簡式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兼側面圖 

37.  簡明知覺—動作測驗(QNST) 手冊、計分紙 

38.  職業興趣組合卡(高中職版) 指導手冊(有第一版/第二版(102上新增)、組

合卡、工作簿、工作單 

39.  職業興趣組合卡(國中版) 指導手冊、組合卡、工作簿、工作單 

40.  雙生涯家庭角色信念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計分紙 

41.  邊緣型人格特質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 

42.  國小學生活動量評量表(98上新增) 手冊、答案紙、計分鑰 

43.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第二版) (99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側面圖 

44.  生涯彩虹探索教育版(99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綜合整理表、側面圖、

解釋晤談光碟 

45.  幼兒情緒能力評量表(100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兼計分紙 

46.  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100上新增) 手冊、兒童行為檢核表、青少年自陳報告

表、兒童照顧或教師報告表、兒童檢核側面

圖、兒童照顧或教師報告表側面圖、兒童男

生/女生側面圖、兒童教師報告男生/女生側

面圖、青少年自陳報告表側面圖、兒童教師

報告表 DSM側面圖、青少年自陳報告表

DSM側面圖 

47.  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成人版 指導手冊、自陳報告、行為檢核表 

48.  台灣版多向度兒童青少年焦慮量表 指導手冊、評量表、側面圖 

49.  大學生生涯適應力量表(CSCAI)(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評量表 

50.  成人心理健康量表(AMHS) (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評量表 

51.  青少年身心健康量表(MHIA) (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側面圖 

52.  華人工作適應量表 (CWAI) (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 

53.  「我的人生」量表大學版-大學生自我傷害行為

篩檢(MLI-C) (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題本、計分紙 

54.  中學生生活適應量表(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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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學生人際關係量表(103上新增)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側面圖 

56.  大學生學習困擾量表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紙 

57.  正向心理健康量表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側面圖 

58.  多功能語句完成測驗系列 指導手冊、答案紙兼側面圖 

59.  多向度團體智力測驗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計分光

碟 

60.  國小學童同儕適應量表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計分紙 

61.  國小學童人際經驗量表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兼計分紙 

62.  學校行為量表 指導手冊、學校行為問卷、 

63.  成人發展性障礙者精神評估檢核表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64.  托尼非語文智力測驗第四版 指導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計分光

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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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為科學社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大專行為困擾調查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2.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3.  高中職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4.  國中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5.  工作氣質測驗 手冊 

6.  戈登人格剖析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7.  貝克自殺意念量表(BSS)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8.  貝克焦慮量表(BAI)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9.  貝克絕望感量表(BHS)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10.  貝克憂鬱量表(BDI-Ⅱ)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11.  貝克兒童青少年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一般版/注音版) 

12.  兒童口語表達能力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 

13.  兒童自我態度問卷 手冊、題本、答案紙 

14.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側面圖 

15.  柯氏性格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16.  (瑞文氏)高級圖形推理測驗(Ⅰ) 題本、答案紙(與Ⅱ同) 

17.  (瑞文氏)高級圖形推理測驗(Ⅱ) 題本、答案紙(與Ⅰ同) 

18.  (瑞文氏)彩色矩陣推理測驗(平行本)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19.  (瑞文氏)標準矩陣推理測驗(平行本)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20.  (瑞文氏)標準矩陣推理測驗(提升本)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21.  區分性向測驗-第五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鑰 

22.  國中系列學業性向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 

23.  曾氏心理健康量表 手冊、題本、題本兼答案紙 

24.  標準圖形推理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 

25.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102上新增)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26.  新編多元性別測驗(102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標準卡 

27.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修訂版(WPPSI-R)中文版 紀錄本、幾何圖形測驗繪圖紙、分數處理輔

助軟體 

28.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Ⅲ) 分數處理輔助軟體 

29.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三版 符號尋找測驗卷、迷津測驗卷 

30.  魏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  

31.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 分析軟體、紀錄本、符號測驗、刪除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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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32.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五版 分析軟體、紀錄本、符號測驗、刪除圖形 

33.  台灣版額葉評估量表 指導手冊、紀錄本 

34.  新編國中讀書策略量表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計分紙 

35.  成人適應行為評量系統 指導手冊、紀錄本 

36.  兒童適應行為評量系統 指導手冊、紀錄本(教師評、父母評) 

37.  生活價值觀量表(中學、大專、成人)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中學版、大專版、

成人版) 

 

 

測驗出版社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人際行為量表(IBS) 手冊、題本、答案紙 

2.  生涯信念檢核表(C.B.C.) 指導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3.  生涯興趣量表(C.I.I)大專版 手冊、題本、答案紙 

4.  生涯興趣量表(C.I.I)增訂版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5.  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 

甲：成人版(TSCS：2中文版) 

乙：學生版(TSCS：2S中文版)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6.  成人生涯興趣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 

7.  我的生涯興趣工作單 題本兼答案紙 

8.  個人工作態度問卷 題本、答案紙 

9.  健康、性格、習慣量表(修訂版Ⅱ)(修訂版

HPH1999-指導手冊) 

(A版-Ⅱ、B版-Ⅱ、C版-Ⅱ、D版-Ⅱ)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10.  興趣量表(增訂版) 題本、答案紙 

11.  華格納人格測驗(99上新增)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天馬文化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社交測量---中小學適用    手冊、題本、資料整理表(班級團體整理表) 

2.  國民中學生活輔導診斷測驗 手冊、題本、答案紙 

3.  語句完成測驗 題本兼答案紙 

4.  FMCI親子關係診斷測驗 手冊、題本、測驗用紙、計分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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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工作價值觀量表 手冊、題本兼答案紙 

 

 

 

香港中文大學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明尼蘇達多項個性測驗中文版第二版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2 

(MMPI-2) Chinese Edition, Starter Kit II」 

手冊、題本、答案紙、計分膠片 

 

 

千華出版社 

序號 測驗名稱 內容物 

1.  新訂賴氏人格量表 手冊、題本、答案紙(國中版、高中版、大

專版) 

2.  學習診斷測驗(98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高中版、國中版) 

3.  家庭環境診斷測驗(98上新增) 手冊、題本、答案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