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4.12 發行 

活動訊息 
� 高一高一高一高一學習方法小講座：學習方法小講座：學習方法小講座：學習方法小講座：請報名學習方法小講座的高一同學珍惜報名機會，於活動當天準時與會。   

各場次錄取的名單將於週五中午前發至各班，請與會同學請與會同學請與會同學請與會同學攜帶紙筆以記錄學長姐的學習小撇步攜帶紙筆以記錄學長姐的學習小撇步攜帶紙筆以記錄學長姐的學習小撇步攜帶紙筆以記錄學長姐的學習小撇步。    

各場次講座訊息如下： 

� 學生素養─「幫自己按讚心理衛生講座」學生素養─「幫自己按讚心理衛生講座」學生素養─「幫自己按讚心理衛生講座」學生素養─「幫自己按讚心理衛生講座」：：：：中山醫學大學心理系承接教育部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的優質高中精進計畫舉辦了學生素養─「幫自己按讚心理衛生講座」（4/20-21 二天共四場，需分

別報名），希望藉由講座的方式能夠讓學生更認識自我。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4/164/164/164/16，歡迎有興趣的同學

踴躍報名參加。活動相關訊息請至學校首頁�最新消息�輔導工作委員會點選連結。 

� 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高三同學至大學學系進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後，請至輔導

室領取甄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以建置歷屆甄試考古題供學弟妹參考。或至輔導室網頁

下載：學校首頁�教育行政�行政單位�輔導工作委員會�檔案下載�表格下載�升學輔導類�甄

選入學指定項目甄試心得分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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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測驗區          心理測驗：面對現實生活，「我的成熟度」如何？ 

請以誠實的態度回答以下問題： 
1.  我很少去想未來的事（志向、夢想、升學計畫……）。                           是�  否�                                                                        
2.  我很清楚大人對我的期望，也朝著期望努力。                                 是�  否�    
3.  我覺得自己的喜好和想法，每隔一陣子就會改變，好像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但又不太確定。                                                           是�  否� 
4.  我曾經掙扎於長輩的期望和自己的看法，現在已經確定了自己的方向。           是�  否�     
5.  遇到困難時，我會融合長輩的意見和自己的想法，想一個解決之道。             是�  否�     
6.  我很少擔心自己做錯事，我並不關心「對」、「錯」的問題。                     是�  否�     
7.  我不會質疑一般人都說對的事，例如：學歷好很重要。                         是�  否�     
8.  我摸索出自己的興趣是什麼，並且依照這樣的興趣，有我正在努力的目標。       是�  否�    
9.  當我面對從未遭遇的挑戰，我會思考，並依照自己認同的原則決定如何去做。     是�  否�     
10.  我不太想只是按照父母長輩的期望去做，正在摸索自己的方向。                 是�  否�    
11.  很少去想自己適合做什麼，有人安排即可。                                   是�  否�     
12.  我喜歡嘗試新玩意兒，但很少有耐性地長時間投入。                           是�  否�     
13.  有些工作很吸引我，但感覺大人不會支持，所以我不敢將它設定為我的志向。     是�  否�     
14.  當想要做什麼決定的時候，我常常呈現猶豫不決的狀態，遲遲無法動作。         是�  否�    
15.  重要的事情，我會很自然地交給父母或長輩決定。                             是�  否�     
16.  我不太喜歡答應別人為一件事努力，也不太要求自己應該做什麼。               是�  否�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分享科目分享科目分享科目分享科目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4 月 15 日(一) 12:15-13:00 國文 & 英文 團體諮商室 

4 月 16 日(二) 12:15-13:00 化學 團體諮商室 

4 月 17 日(三) 12:15-13:00 物理 團體諮商室 

4 月 18 日(四) 12:15-13:00 數學 團體諮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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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解說： 
    這個測驗檢測的「成熟度」是按照你面對成長危機
類。越是能在危機中有自己的想法，願意承擔責任做決定
此心理測驗是參考美國心理學家馬西亞
 
 
 
 
 
 
 
 
 
 
 
 
 
 
 

 
 
 

 
 
 
 
 
 
 
 
 
 
 
 

B 型 早閉型 
    你太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父母長輩的安排
社會一般的想法，看似穩當，也有努力的方向
實你根本還沒經歷過「成長」。 

    有太多你應該自己思考、自己負責的的
父母長輩都幫你承擔了，一般人在重要的事情上
通常會與長輩的期望有衝突矛盾，但你都沒有發
生。原因就是你不太認識自己，也缺乏自己的想法
也沒有真的去了解別人的期待合不合理
 
 
 

建議：每個人都是獨立、獨特的個體
照別人的期望去做，不一定就是對的
特美好的人生，是必須自己去經歷的
決定權丟給別人。雖然我們要尊重長輩的意
見，但那不代表我們就不需要自己的想法
負起決定的責任。你應該分辨自己和別人的聲
音，衡量考慮，找出一條合理的道路

A 型 迷失型 
    四組裡面你最幼稚，完全沒長大，還很孩子氣

    你不曾認真關心周遭的環境，常常搞不清楚大
家在做什麼，或者父母長輩在社會上所
力。因為不喜歡思考重要的問題，你既不太認識自
己，也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麼，只是過一天算一天

    你可能認為世界上沒有太多太困難的事
實並非如此，而是你只要遇到困難就放棄
困難並不存在，只花時間在輕鬆簡單好玩的事情
上，於是讓自己繼續生活得像個小孩。
 
 
 

建議：總是搞不清楚又只能說「隨便啦
態，其實是讓人挺無奈的！你必須開始重新認識
自己，認識這個世界，並且做出不同的抉擇和挑
戰，試著不要只追求短時間的痛快，花時間想想
重要的問題，例如：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分數計算： 
 
針對上述問題配合右邊題號，你若是

就在題號旁打勾。哪一型的勾數最多

成熟度屬於那一型。 

（舉例：第一題我選「是」，就在題號

是按照你面對成長危機，也就是當你面對抉擇的時候
願意承擔責任做決定，並且真的按照決定去做

此心理測驗是參考美國心理學家馬西亞（James Marcia）「危機與承諾」的理論改編

你太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父母長輩的安排，還有
也有努力的方向，其

自己負責的的問題，
一般人在重要的事情上，

但你都沒有發
也缺乏自己的想法，

也沒有真的去了解別人的期待合不合理。 

獨特的個體，完全按
不一定就是對的，每個獨

是必須自己去經歷的，而非把
雖然我們要尊重長輩的意

但那不代表我們就不需要自己的想法，並
你應該分辨自己和別人的聲

的道路。 

    恭喜你，你正在經歷成長的過程
試著在建立自己的想法，摸索努力的方向
處於猶豫不決的階段，雖然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想
法做重要的決定，但沒有把握自己是對的
法也會變來變去，如果想法和長輩衝突時
掙扎，無法下定決心，以高中生來說
的現象。 
 
 
 

建議：可以試著把自己的想法釐清
為一兩次挫折而放棄承擔責任
理所當然的，想法會逐漸成熟
倒車，回去當小孩。當你掙扎於內心的聲音
與外在環境的衝突時，給自己一段時間來思
索，找到屬於你的答案，並承擔後果

    你很早熟喔！不然就是題目沒看清楚隨便選
（開玩笑）。 

    過去已經發生很多事情，讓你有機會思考
立自己的價值觀和處理問題的方式
信別人，也不會任性而為。你已經摸索出一條自己
的路，也知道自己要朝哪個方向努力
現新的挑戰，你也不會輕易改變目標
 
 
 

建議：在年輕的時候立定志向是非常難能可
貴的事情，你比別人更早開始經營自己的人
生。但也要經常停下腳步想想
向，處事的原則，完全不需要修正嗎
時候會發現努力很久，得到的東西卻很
洞，或者沒有想像中的有意義
要修正方向，你該追尋更深的人生意義
則這樣的努力也只是白走一遭
事業成功，卻沒有成就感，改投入教育或環保事業

還很孩子氣。 

常常搞不清楚大
所付出的努

你既不太認識自
只是過一天算一天。 

你可能認為世界上沒有太多太困難的事，但其
而是你只要遇到困難就放棄，或假裝

只花時間在輕鬆簡單好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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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啦！」的狀
你必須開始重新認識

並且做出不同的抉擇和挑
花時間想想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若是答「是」， 

哪一型的勾數最多，即代表你的 

就在題號 1 旁打勾。） 

組別 A 型 B 型 

 1 � 2 � 

 6 � 7 � 

 12 � 11 � 

 16 � 15 � 

小計   

也就是當你面對抉擇的時候，你如何反應來分
並且真的按照決定去做，代表成熟度越高。

的理論改編。 

C 型 未定型 
你正在經歷成長的過程，因為你已經

摸索努力的方向。目前你
雖然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想

但沒有把握自己是對的，而且想
如果想法和長輩衝突時，會非常

以高中生來說，這是很正常

可以試著把自己的想法釐清，不要因
為一兩次挫折而放棄承擔責任，因為失敗是

想法會逐漸成熟，不可輕易開
當你掙扎於內心的聲音

給自己一段時間來思
並承擔後果。 

D 型 定向型 
不然就是題目沒看清楚隨便選

讓你有機會思考、建
立自己的價值觀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你不會完全聽

你已經摸索出一條自己
也知道自己要朝哪個方向努力，將來就算出

你也不會輕易改變目標。 

在年輕的時候立定志向是非常難能可
你比別人更早開始經營自己的人

但也要經常停下腳步想想：「我訂定的方
完全不需要修正嗎？」有

得到的東西卻很空
或者沒有想像中的有意義，那就表示需

你該追尋更深的人生意義，否
是白走一遭。（例如：很多人

改投入教育或環保事業。） 

C 型 D 型 

3 � 4 �  

10 � 5 � 

 13 � 8 � 

 14 �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