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肉類型對輔導與諮庸的預知價值

d . 
馮主 堯 家

…、性冉的2基本梅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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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求人顯各犧能力傾向的路租，是多學來敬育學與心現學努力研究的黨喲，如果我們對制簡體

各種心理施最有正總搏器髓，則對人們將來的行為芳!旬章是可頡為安壩，使其金錢聽聽簡意合理的遼

鈕，0，攝成各自的人生獨鐘。扭身長街教育前霄， 7解青少d學生理心現的各種混袋，不錯直是教師為智

慧史學過撞上的需縷，鹿為青少揮自身曹麓，教掃興華書導入鼠豆豆應有一羅贊任安幫蹺咱們，如何按其

巴具有的各觀能力，給與連當的機會，使他酹充分種蹺，並為他們將來的職業準麓，試報各種可能

的蝕向，于以發苦的輔導，讓青少平對按自 5至一生的志;頓與努力，能聽得有效ïíiì愉快的成果，迪是

教育上的還盤問暉，本文纜車是必噶舉含9親聽眾芳自旦被偉守。

f極向 j 一詣，含著黨至鴛踐泛，曾聽人與己、溫學袋都有種酒不俺的說法，不僅彼臨之間解釋蜂

哎，其間時沛其。特題有耶寵若望友，知會某人很有藝衛的惶舟，意指此人在藝街措輯:今鹽飽有萬還是

的特質，可藉以費現鑫術的成殼。另一聲能反宿費，拉提萊入缺乏是階懿係庭生世肉，意撥他缺芝品

種在某些職業上有特察長還要意義的J能肉。 ge箭一三藝品霄，單?吉恩盤向並非翰京某一單咒的特質，本不

梅奇何釀實體 (Entities) ，即是某人的許多特質與能力的組合，聽些特質與能力警告某插入在戰讀建

議其他情動上最為合誦。就能一本倒霄，清潛能由是主囉葉一各駝的觀冗特質，和各聽不同的職議

與話聽芳面是很主義要鳴，道兩種不闊的解禪，我們有更進一步作較為探入的研究。我們不幸曉龍字

義上去解麓，通常可分為兩種觀念:普通觀念龍為某一報聽草案的性向 (Aptitude for a vocation) 

與科學的勸告賣會某一戳，控I旬在各種職業中是讓蜜的 (Aptitude important in vocations) ，二看

都需道嚨。過虫…般輔導藤椅人鼠棧懿各種職議開錯，都聽作廣泛的解說， ïl百心總學諜提封{題.su差

異與韓特質時，頭fl較為狹聽聞軒學的解說，親在輔導人員日糧價事~}惡心理學主鼓搗解豈是，目擊周到各

韓戰槃輔導時盤上余〈的。

各續特質與能力的組合可法使萊入在一緝的工作單單扇門麓致成功， ø~知，一位教師的工作，盟

他學犧詣力好，對某一學科很有興還是，且聽與1 和悅相晶，教學材料覽會，教室清單單管理有芳，他

能具有道聽纜特質，盟成他是一位成功的教師。另一位，聽具有對學生特別j愛好，態度和鑄可親，

數學非常熟能帶持賀，部俊憊的學語能完稍盞，他亦可以是一位成功的教師。其他律師、聲盆、捕

入、工人簿等，他們成功與苔，也有體蝕的原罰。

極星發倫民 (Warren， H. C.) 的「心理學辭典立還是，對愷爵的解釋是 r攪誦，隨肉是有聽於個

人能力的書是妝的(Symptomatic) …種情主義或一組特話，0，便聽得訓練某種強融投輯或一組民

露，拉轎車走種幫會的能力，草草奏管樂的能力嚀。 j 抖。也研措「性舟 J 是一種情景或一牽挂特蟻，農

頭一種學縷的能力。單純，倒不一定是一瞬骷瓢，而是一種質寰的鶴，一組特撞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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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以學習某種工作較其他人學同樣工作為成功，還樣的解釋傾向於普通的說法。

心理學家賓漢民 (Walter van Dyke Bingham) 對於挂向與性向測驗有專門的研晚間，他

分析華倫民對區向的是義，所謂「個人能力的一種情景或一組特性 J '還些含義，是否指陸向是遺

傳的，與生俱來的呢?很多人認為是前，但賓漢民覺得性向除明暸其本性外，並應知性向也受環填

的改變惜自而影響到這些潛能的發展。性向在個體一生中因生長或讀墳的關保，可能略有變動，潛

能是個體內部情調與環境相五影響的產物，例如智慧、情緒、手藝設龍、道德行為目及人格等都有

同樣情形。性向除包措工作的潛在能力外，尚含有迪性與解決問題諸特點。性向是一個人某些相闊

的適應性消交替徵脹，主要是他個人獲得某種熟練(潛在能力〉的車備狀態 (Readiness) 。其次

是發展某種真趣以實現此撞車備狀麓的能力。賓漢民認為照華倫民對世向的是義，潛能須加訓練，

正式的說非正式的都可以，但無論如何鵬要是一些滿意的反應，還樣，個體的知識控龍芳能因滿足

而發生故益，且能有所進步而持之久遠，此一定義實包括普遍的與控術的兩芳面。賓漢民叉分析所

謂能力 (Abilities) 、熟鍊 (Proficiency) 、能量 (Capacity) 、能幹 (Capability) 、特殊能力

(Special abilities) 、控能 (Skill )、才幹 (Talent) 與天才 (Genius) 等名詞，應有比較明確

的區分。

性向世區質上實在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名詞，不是專指某一實體，而是表示某→個入的特賀，或

說是指行為的芳式，在對付問題時具有何種程度的能力。如有一測驗，欲測知某入的性向，重點在

某人作此工作的能力傾向或各種可能的反應。賓漢民主張性向是從過去與現在所觀察到的行為的某

種徵扶 (Symptomatic) 它是某人街義興趣，知識與控龍的特殊行為類型的能力的情品。性向

雖是一種現在的情咽，但它對將來的行為傾向有參誼作用，還是一組特質，可現為各種潛能的價

跌。賓漢氏基於個別差異的原則，對性向觀念提出三個價說: (一〉一個人的各種潛能並非全部→

樣好，能力相同的兩個人，故此學習成兢所j且有差別，其理由在此。(二〉各個人故此的潛能也很

有差別， (三〉許多個別差異的程度是相當穩定的。聽差異的情形而言，各個人特貴的差異是一個

問題，但其主真的提度叉是一個問閣。各人內在的差異也受人與人間差異的影響而攝大J 性內的性

質完全符合這三個位設表現其各種不同的情況(4) 。

另一位有名的職業心理學家修培氏 (Super， D. E.) 對於性向前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賓

漢民對世向前見解因所用名詞不移明確，若干地芳使人有混淆不清之盾。修增民特別推介席旭民等

(Seashore, H. G. and van Dusen, A. G.) 的研究，姐們會作較為嚴格的解釋，主張所謂性向

是→種對於學習的可能等蝕的測量 (A measure of.{he Probable Rate of Learning) 。此種

學習歸結到興趣與滿足上去，性向是比較具體而與華約特賞。因此修增民認為對陸向的科學研究，

我們要造一步指出某J惶向，它是在各個別與情景間一個較有確定含義的，可用符觀(如 x) 來表

明的，也是可Qt具體截述的，或可尼l指示位於那一芳百的。誤言之，性向在其性質與組成上必須是

比較持久的常住的。所且他不同意華倫與賓漢兩氏的解說，而比較贊同席旭氏疇的建講，修民會對

「性向」一詞作如下的較為科學的是義:

「性向是賦手某一個體(1)明確的， (2) 單一組合的旦旦(3)敏捷學習某種措動的能力 J (A 

scientific de且nition of aptitude would provide for specificity, unitary composition, 



39 

and the fac i1itation of learning of some activity or typ~ of activity) 按著他叉聽龍崗

是(是〉相當持久常住的 (A fou.rth and 位nal characteristic of an aptitude should pr。“

bably be added to our definitic刃， namely, that it is relatively "Constant")。川根據修培

氏遣一傅說，體肉是個體行為傾向的菜控特質，它在行寫括軍車上對黨控學習話動聽鐘其幫特的能

力，要霞控能力，有一定的範醋，其組成的變化雖多，但其議現的海勢是比較持久輯錯的。fZ;IJ.!t ，我

們如戶認錯譽的體向轎車袋，可自實如某些人將來佇憊的成路程援。

就聽十律來，各種職業愷向制驗的錯果已寶寶?上述的清攏。飼如「明內所選文書職漿測驗J

(The Minnesota Vocational Test for Clerical Workers) 或緯「數字姓名黨對測驗h 主意思

的並非灘驗某悔人對較數字的通盤或正確瘦的直到自槳，且有對某個人智黨能力鵲仗的聽聽草屋內。

艾知「軍濤納民機掛理解.ìlIJ驗 J (Bennett Mechanical Comprehension Test) ，一館總認為是

劉愛萊入的特餘，控俏，對於觀室主觀覺接醋鸝係的機織知鍵是與能力佔有靈要份主義，但其鴛芷臂的是聽

取灘知比較明還要前有效的住!前特質的，韓非要費大多的時隔三長探知業學蓋章說白雪特蟹。丘的手文如「輯

內辦遺機犧能力tllO驗 J (班Ínnesota Mechanical Abilities Project) ，突居聽氏的男女職還興

趣研費 (Strong's vocational interests of men and women) 、右新黨氏的「轟本心智龍方

觀皺 J (Thurstone's Primary Mental AbiIities Test) 成豆豆庫德氏的「職業與聽別驗 J (The 

Kuder Preference Record) 縛，艷艷向測驗的投館都已逐漸走入具體確切的芳俏，站立i萬爾聽

民 (Gui1ford， J. P.) 的「接莘學輯學生分觀測驗 J (A viation Cadet Classi位cation Tests)自

具有眾聽績導作廓。 (6)

立、性冉麵麗的研究

人額的基本心智能力究有多少種，心理學家會有長期的研究。發代克民 (ThorndH惚， E.L.) 

倡「多自絮語詩J (The 祖ulti勵factor Theory) ，他譯為智黨是也許多分離的國環或完雪是所摺成，

每一思索為一徵小的能力充素，任何心智括勤包含君子徵小充實的聯合聽舟，國此，對立，心智:立作

為草棚鶴，其招攬種皮由此兩攬活動m包含的共紹完索的數是來抉錯。義民認、為雄無普通智擎的存

攏，輯有許多特諜徐J能力，也菜基金'JL'智搭動有許多共闊的兌素，買了J?1集合為若干組，如語文的意

義，算術推理簿，自此他把智慧分為主六額增:指教的(A bstract ) ，機蝕的 (Mechanical) 與

社會的(Social) 。自此意見發議以後，學!想各眾對智慧作稽攘的研究。其器設反孟民( Spear. 

ma泣，。會倡 f之盟絮說J (The Two.factor Theory) ，他說持一如智還要措罷!都是蓋章含「嘻亨通

思議 J (General F actor )的聲瑰，簡稱 rGJ 居囊，發藹聞言實是一勢智慧話聽m共商具有的，

也即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棋是多寡不阿而日，國人們心智能力彼此相異，豆豆 rGJ 擺行於一切智嘉

措動中， í且其含至全不簿，國各種心智主持樹普通智慧能需求各異。~民稱此普通自宮發驚心智的力

'聞寫在智慧拷盡全領域中，其任務軍如體力在物質界的任蓋卷摺缸，很正七至安置章豆豆漿只能提它的特嘉定

議琨〈師智慧揭發〉中去觀察。民民用閣素的散去是來解釋卷在於束時倒驗如知覺、認融、推理興，思

想揮之醋的相醋，並提品結論: r一切心智扭動的多少有賴于此普通因素的提澀，任何之心智能力

鵲裙竊聽數的大小，農示它們中G簡主義道仔站接皮，閻此各種心智扭動:þ普遍豆豆漿的會壺，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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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情路:習慣躇瀉大小 o J lÍI於濟信真U~令官為祖竭泣末，是海筍，史泛乃叉儷定「特2拳頭欒 j

(Specific Factor) 的存在，簡稱 rSJ 因素，每個S 器裝分化發每一特臻措動中。因此，織部為一

切，心智甜勘蔥含有給工ff曾讀西素J '每種扭動也有它自己的特錄器漿，在各韓2思索中，普通劉素

會設認為是主要樹量智擎的心。

石新軍民 (Thurstone， L. L. )警告菌素分析的玉還論會作進一步搗研究，飽的貢獻對當闡心璁學

具有此種人更多的影響力景。右民主強翠鵑事長謝 J (Group-Factor Theory) ，他認為智慧惜

時並不像換代寫民主嘴的，為無數萬皮帶路化的由黨的實瑰，亦不是拉史反孟民主張的主要是瞥還

間素治灣現。石氏認為某些心智作用中有共間的基本因素，器即便議要心智作用有共同蟻，且使它

們與其?忠心智仲F吾有清區蹈，於是龍鐘必智作廢蹲J~-孽。第二鍾的心智作用叉宵，皂自己共悶的路

本劉素，第三三蠶爵樣也有它皂白共!奇的義本自漿等，接霄立，有若干翠的心智能力，每一裝有當自

日的暴本問嘿，使遣一擎的作用，有共同盤與綜合盤，每一讓自菩提輿飽黨頭難間是相互獨立的。志

民良英間人聽讀了六種毒草本國漿，是支首介扣下:

(-)數字 (Number， N) 處理數字的能力，即混述與正措施蠢驢督學數最悶蠶的能力，主

要是對算數字的速度與主昏暗度。

〈之〉謂文意鐘 (Verbal Meaning, V) J解譯文中另掃過慧的觀念搗鵲力，也閱讀與聽講.l?J，

睡得如載的括黨章中需用鼠爾能力。

(-)接揖鞠保 (Space or Spatial Relatîons, S) 想像物體也立豈是按三蹺盛期之間的能

力，擬好有播站為翠綠一物體或間醇接轉鐵嘴為如何的能力，摹擺在工度或主度接醋的物體，能祭

起在接龍被安排的物體的路涼。

〈組)謂文激揚 (Wùrd Fl的江三y， W) 寫唸雷彗均潛力，此還要~C 譜是皇室還是 1 木簿，連連在

包食語文應罵的議廳與控暢，南非謂γ解體文觀念的程度。

(五〉擋理 (Reasoning， R) 解決論職喝粥聽一一頭兒與計餵搗能力，迪是心智能力中最‘三震

聾的一讀 e 有纜車撥通鵲力的人能解決揖閥，預見締泉，利用攝余經驗分析糟壩，能按照可認姨的

單簣，劉立立立實行軒割。

〈六)記權 (Memory， M) 攪陣慮過*功經說黨辦攘海揖力，在學習毒草E漿，持強竣遲至很喜每

的。

(說嘴:其繞在科學研究監 (SRA) 冉拔的最漢中增加 f知覺與主義皮 (Perceptual speed, P) 

-咽棄。〉

罵街互支民根議他的「蓋章過黨言語 j 的意見，對t1:商品全獨理分為下列八種:

〈一)~喜鵲 (Spatial)

〈二 7 知覺總慶 (Perceptual Speed) 

(:.=::)數字 (Number)

(隨〕餾文關鎮 (Verbal Relations) 

〈五〕語文盤式 (Word forms) 

〈六〉認籠麗麗 (Memory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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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歸聽 (Induction)

〈八)推理或演繹 (Reasoning or Deduction)(8) 。

纜吉斯黨氏之麓，會有二個路於婆為臨封建分析的研究，他們總用大鵲讀的湖驗，攏因此說，人更

為體攏的軍分。一個是由夏麓爾氏的hartle， C. L.) 領導的書是灘器裝報鞠為 (U泣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的分潤，持一種是海窩窩厲民 (Gui1ford， J. P.) 亨辭書置之下的攤頭宰亨Z

(Army Air Forces) 的研究。夏民如能向分為下持十一種: (1)盎樹 (Spatial) 、 (2)特輯知

(Symbol perception) (3) 按時無聲 (Spatial perception) 、 (4) 數字 (Numerical) 、

(5 )輝文 (Verbal) 、 (6) 智慧(lntel1igence) 、 (7) 論理 (Logic) 、 (8) 述皮 (Speed) , 
(9) 志為 (Aiming) 、仗的手捕聽均 (Fi河er Dexterity) 、 (11) 手法靈司 (Manual

Dexterity) 。葛民把佳肉分為二十八嘴: (1) ~喜聞聽裝甲 (Spatial relation 1) 、 (2) 接聽聽

係己 (Spatial relation II) 、寬者的耳閥、 (3) 盤問關保持 (Spatial relation lII)、宋轉

楚， (是 7 視覺 (Visualization) 、 (5) 機棋盤驗 (Mechanical exp前ience) 、 (6) 知覺路

更 (Perceptual Speed) 、 (7) 獎授估量 (Length estimation) 、 (8) 數字(N umerical )、

(9) 數學鑫礎 (Mathematical background) 、(1的譯文 (Verbal) 、 (11) 聯合對偶記當

(Paired associates Memory) 、(12) 視覺記噫 (Visual Memory) 、(13) 闢字記噫 (Pic.

ture-word Memory) 、(14 )慧普通理解 (General re為soning) 、 (15) 額提理解 (Analogic

reasoning) 、(16)連續現解怯懦悅ntial re成soning) 、(17) 輛自時(Judgement) 、 (18 )許

盟 (Planni設g) 、(19) 嘴學輯鐘 (Simple integration) 、 (20) 聽報說聲 (Complex inte

gration) 、 (2日趨輝說聲 (Adaptive i泣tegration) 、 (22) 心動連蹺 (Psychomotor Speed) 

(23 )心動協同 (Psychomotor co-ordination) 、 (2通) JC'勤學總 (Psychomotor precision) 、

(25 )歡聲 (Kinesthesis) 、 (26 )盟海 (Carefulness) 、 (27) 就盡興韓 (Pi1ot interest, 
active-masculine) 、凹的社會科學講嘴 (Social Science background)的。

夏護言之民的分類比之於吉姆黨氏的區分葉喬詳紹，但他們都是忍看紛3鞋底的區分龍舞藍本，就

在民劈盔的明目再加糟究，問時葛二氏的分頭都以織提搗霈懿獨根攝，尤其是萬輛餾氏的甚至于，

主要是為通廳聽聽是宰人鼠單純接濟轉盤向種觀:前提島連個頗為詩綿的區分，路將三民單身接軍分書長列

議說勢如下:

在新豆葉、直睦音質與萬爾總三三氏基本能力(蝕向)甚至于雖比較瓷(10)

石 英譯 3夜 m: 分 法 Jî 聽 識 國 分 法 葛 到3 露 分 法

(1) :2'妄自 (1) 道問 (1) ~關瀾係甲

(2) ~間隨保乙

(3) 曾是獨係丙

(是〉 續費

(5) 機械極駿

(2 ) 姆覺潑皮 (2 ) 符量達姆覺 (6) 知變通還是

(3) 這闇姆斃 (7) 長處俏商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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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數字

(4 ) 語文闖係

( 5) 語文型拭

( 6 ) 記憶廣度

( 7) 歸納

(8 ) 理解讀演蟬

(4 ) 數字

( 5 ) 語文

( 6 ) 智還

( 7) 說理

( 8) 速度

( 9 ) 志向

(10) 手指機巧

(11) 手工擴巧

(8 ) 數字

(9 ) 數學基礎

(10) 語文

(11) 聯合對偶記憶

(12) 親覺記憶

(13) 國字記憶

(14) 普通理解

(15) 頡推理解

(16) 連贖理解

(17) !F瞞

(18) 計劃

(19) 簡單統整

(20) 接聽統整

(21) 順暉統整

(22) 心暫且度

(23) 心動協同

(24) 心動準曜

(25) 動覺

(26) 詰.11:

(27) 航盎興趣

(28) 社會科學基礎

上列比較表昕示，各家對性向區分的詳簡差別甚犬，此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研究者需要的

對象不同，因夏葛二氏的分額是為適應美國空軍人員專業兵種訓擁所需的各種d陸向而訂，故區分頡

別的增刪是基於他們實際的需要。石斯東氏所提各種性向為各個獨立的特質，故八種性向間的相關

較低，僅盎閉關保與智慧的相關稍高，其原因車由于一般的智慧測驗牛都有盎間關保的測驗材料，

乃影響到二者的相關保數。雖然各種區分性向間的相關頓低，但許多專家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即是

「普遍性向 J (General Aptitude) 在倉惶向澳IJ毆或人格測驗中都有較高的分數，此種情形乃由

於各種性向或人格特質中都含有「普遍性向」遣一因素的關保，還E和推爾孟氏 (Terman， L. M.) 

在他所著「天才的遺傳研究 J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 一書的棺論相同， '?陸民認為智慧較

高者可把他好的能力表現適用到各方面去，因此他在各芳面都可能有好的成就 (11) , I 普遍性向」

的情況亦是一樣。我們常遇到這種情形:某些人「學動陸向 J (Academic Aptitude) 的分數很

高，同時在其他有關性向測驗上的分頭亦寓，另一些人在學識陸向的分數較低，同時在其他有關性

向測騙上的分數軍倍。

不過，關於區向頡型的區分雖自石斯東氏的八種增到葛爾福氏的二十八種，但仍不能重申性向的

頭型已過芹捕。膚旭民宇 :(Seashore， C. E. and Meier, N. C.) 主嘎暉增「音樂與藝術能力」



毒3

(法usical and Artistic Ability) ，脅是合於事黨帶耍的 o 海簣，不紙是聽繪?會樂與發衛譚力J ' 

ruJ司將「音樂與藝術能力 J 荐:hn分析，列問道額盤!匈中的分銬，如「會締」、「贊色J"Î節奏」、

?嚷著接投巧」、「鑫街敢言建 J 、「怨言是咎辭 j 、「要學漪，種像 j 、「藝衛技巧 j 辱，都是值得我聽作

遴→步研縷的。時時，島上混葛見智列的二十八壤，若聽周到一般輔導工作上去，其中專為路車人

員發I1蝶，研糟的性出如 f墨情關保」的主纜、「心動 J 的主報、「航按興趣」轉項，但乎可服服UÆ袋，

倒是第「二八 j 項「軒會科學鑫礎 J '攏…住自.頓總持應平等增分目。鸝於這些問騁，還聲用科學研

究剪緝，事惡心現湖i韓的給果來求得更確質的精諦。

2、各種犧黨與性向黨盟

由於科學的進步既成工商燒掉至連連，社會上各種職業的獨別日益是繁多，無輪從背牟踐成人教育

輔導竟發業輔導拘需要上看，我們對於道援槃亢的職業聽到車裝有辟了解。美噓敢!脅，盡局與學摘:Jf.人

士全會腫i館長時2月總研討，關于台殲漿總分聽聞翱提民許多較為具體的章見。我們有γ比較合議梅職業

分頭，繼一步研究各種職z業辦譚能力的情品，擒脅之，各種職業單等薄的性向棋盤能有訝了解，則對

於教育與職善農輔導穿窗極有幫助。凳噶聯邦敢府人口轉至益結 (The Federal Bureau of Cen鞠s)

於一九悶。平對職業分潤會苑有在五七獄之五、種的分詩，法保守的眼妨來看，更麓?因數字是

指當!雞犬了，的總察各織內容，的不能算遮蓋全，因為禮襄存在了一個對職業分顯的義本問轍，直言是

職業的嘴豔J挂復六，同一種職業，可洒地點、時輯、讓人的種種情品語音遲至色變異，另一芳蜀，相職

棠分立是替平等峰，講令可盟各入的智慧高袋、教宵糧農、待j墨多少J?L2走社會的需要興地位的變數揮

學ID隨暉攻嬋搏品 G 關於識讀學設詩分飄會有好多人扭扭研究，如獎賞蠱民 (Beckman， R.O.)鳴

也五嚀織業分顯 (A Sc泛le of Five Gra挂帥 for Grouping Occupational Rank) ，其後績有放

寬泛 (Parker， W. E.)、沙得讓E記得ir Michael Sadler) 、階苦奮民 (Barr， J. A.) 擇的各種分額

辦揖〈悶。

照這種贊撓，一:即使向觀控是由若干d愷向與一種戰議我聽種職槃聽題白宮組合，如果職業必灣學

家時現暸各種不同職黨成功房器的'!!E向輸線，果u可用當官方測驗豆豆d連海淵驗以罷法某錯人鸝於某一」佳

品種撥，輔導人接選用麓盤比較科學的芳誨，對青少左手將來可能的職業盤擇有頭知的價盤。住處顯

現或穢語是能力鑽棍的研究，服各甜甜j驗與許聽完詩的主能步，已有報當穹觀的收穫。

平租一九一七If!與一九五四牟韻，聽獨心理學家海脊氏 (Dodge， A. F.) 會對職黨能力額盤指

J?L研究(泊) ，其說一九三三在牟 γ斃關就議敝鴉烏 (The 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椒

攘費德利民 (Viteles， M. S.) 的「職業，心噶爾示接 J (Job Psychogr叩hic Method) ，對敢于職

業工人的特點站在i分析，歸納鑄呂洪滯棍，連蟻評定骨卡七種職工的特點(1吟。直讀j一九癌穴'1f!Ji:. ' 

…九五Olf!該局囡犧接一建新的職業分類蠶議叉恢讀此項工作，對較全巨變忽驢車農業職位分頭作踐麓

的研究，出版?一本名聞於世的?美鹽職議分額大辭典 J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s, 

DOT) ，包措倒萬八?至多種職業，當時脅到豆豆于種職攏腎諱的工作特質，在該辭典中都有轉蠢的重建

騁。

f盤!每 j →喝flJ為諱接起有讀喻單是7}演進單是縛ft犬舖忍之→，豈能譚偉i刻骨有十叫嘴，目前總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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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3二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對役軍農業輔導與路窩搗工作主要思是參聽還十一種來游行的，路

i沌，我將對於這十一穗，臘梅類澀，有詳細介籍的主吉恩【15) • 

〈一〉語文聽 ?轉學字歸代賤的選主義， :並饒有效鵲用字彙，理解諾霄的婦漲2克寫觀保，朝

時各種銜接與分段的靈義，有艘運察說潛能清晰的表擇自日黛您的能力。

(::)數字頭 有作敏感的基本還算，思議閱1E路時能力。

(五)接間黨 嘴臉棋接闊的各種觀荐，明解zp.商與立體物的關飯，能看偉藍圖冊識示搗蜀

，釋者發何問髓，有飯察物體畏寬之擺著是反寬萬三度)ð旦控灣各撞幾何形扶鵑能力。

(1m予支多抉知覺頓 覺察實景賢、儷蠻、單衰等材料如3蠶食台轉槽，能作服斃的結較樂.N[分，立立

能對面的幣投與陰影)ð:&蟻樣的去送給典與度，看篤篤闋的攔係與差別。

(11.)文書知凳穎 覺察語文與軍黨轉材料切當的詳情，間親戚纜，校對語文與數字，撞撞

免對彈數字的錯重要。

〈六 7 動仲協悶額 龍使眼與李或李揖迅遠而車轍融合悴.)ð一定的混授主義作糟糟的動作，

有對動作友聽話連ïñî1E權的詩力。

〈七〉手指靈司額

〈八〉字工靈再鱉

〈九) n良芋擲鵲閱額

已十〉觀色輪訓輯

書鑫用手指並藉芋指藍色諱ïI在宣確的製作輛小物品的能力。

體f彎時要在隸的還用雙雙手的建力，能用雙雙手融安董與轉羈的動作。

草草用字時殺五協調的動作，立立親合現覺刺激故土麗特有撓的活動。

認知各糟蹋色的種i司與華圳，或冉一韻色的臨最多我其體價值。

(十一〉智黨顯 華書議參考言能力。把當或了賜教學理論豆豆豆豆的能力，理解與轎車穿白雪能力，與

學樹成精揮庭有囂的學智能力。

上述各種聽街都會按照職業分頭實藤槽況加)ðf古董，分階組潛行分析'?iJ視野f設辦法。一起觀

察費標輯葉，另…組稜題職業分顯白雪敘述，講詛肺等結果，與緯度與裁皮驢輯錯。

寄予量譯音響求各種職業智慧海灘成就的怪!為譚憊如何，此種必需的聲求份與…般職業入口實際歸

帶者椒1i.比較，下列各點是辭去是提野握示的百分詩情潛:

〈一〉職業人口中上蟬的百分之十部份，禮堂一部份佔性向能力中很高的程度。

〈二〉上首分之十中的上三分之一，議是部份佔盤尚能力中均數跟上的為聽聽。

〈主〉職織人口中百分之間十單七十多達部份佔棍尚能力的中數。

〈路)了百分之十中的下去分之一，還話份俗，能肉能力均數立下的{段體皮。

〈豆豆〉職業人口中下百分之十，道部份(本攏尚能力中很不主愛護的種磨。

在發展職業盤肉鸚攏的工作中，研究者會蘊製各麓紀較客觀的苦駕車金，設職業分析的導教與測臨

分數的比較，然辭豈是工人的各種特路，提種芳草色後來駕「萌內財撞職業研勢費 J (The Minnesota 

Employment Research Institute) 與雙器設業服勝局農泛應用。6) 。

報海灣朧的聲麗與聽講化，雖龔闡兢業聽聽賠?這研究工業報樂工人間盟的需要，已有非常滿麓

的成艷，主冀是第二次世界大事建立i後，為第需工業選擇適當的職工三智商有很好的黨蚣，說局會編製

「普遍性肉灘喜愛 J (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 …鶴，簡講 GATB ， (17)。當'1JlD議蝙棋

接一九四七峙，作鑄人事輔導的車聽泣兵，適于中帶學棧又一盤職業介緝議離導機構，官共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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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分i蓋在驗，將中含有八偽紙筆鶴驗 (Pencil and Paper Tests) ，劉{間非黨灘驗 (Performance

Tests) 。忽括十軍費蹉跎觀組: (1)釋道智慧， (2) 言杏文性舟，已 3) 數字性舟，但〉墨臨強肉，

(5)靜狀知覺， (6) 文書如凳， (7) 聽手合作， (8) 還事件譚蹺，已 9) 芋指盟軍唔， (10) 手工

鸝呵。豆葉測驗頭:一九六一牟思辛苦二十七儕獨眾修訂使用。

勢厲懿擺放輯局會把骨區間顯型相鼎的職業轉齡為若干組，並賠?曾講J盎向2賞自驗 J 的締果解釋

各額職業的要求釀{午，該為希望此項ìJlU驗計霸可取對各種職業研甫的4能向額頭智調諧的指示。凳闢

餾晨，服務讓其會(The U. 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亦會對職工憎品;薩特額似的研究工作，

歡會接位專家對各種職業會提舟六十立個要嘿，每一要報表明其在職業中是否接選嘿，說次車鷹，

或京草藥，向時把各種強向與額似的提喂聽合比較，還一研究不僅給向言委會申請職業發輔導上的協

助，許多凳他敢府辦瓏的職濃與教靜企業機構都有影響，輔導員可盤得:許多在職業中的性均要求的

資斜，敢府脅時放…鹽「職位分類攝權J (Position.Classífication Standards)' 齡於就業輔導

犬有幫助。

鸝業性;勾顯憊的研究發展血來，對職業諮高立于面給與很大的教廳，雖然各體職業盤指能力的差遲

到可有很多辱說，在選擇職業待會有好多聽煩， í且聽職業怯崗是接投每職業研脅的成功的最.f，lt.慷

件，還種最f反悔{字給輔導人民進行詩背時有許多便利。共有還聽聲援線{字雖不能保聲成功，但沒有

道控慷件可告訴我們更學會夫眩，姆就業單車主黨減少了很多損失。

各職業機構的人尊措聽人提辦理知故職工詩，如能對各顯職業所需的鞏薯，能尚有火膛的?蟬，

不館對轉去按摩接工作潛能勝自m攝任的1伴，昆對機君是機構所需的投街萬求主體生長很犬的教健，職

業機構揖要求讓許是紀較全觀餘，也應養費者中身有無合于此種要求的種尚能力，聽應該是很客觀的

尊貴 ot設有照遺個觀念長辦暐兢業轉譯，積1J~都能接待浦麓的自鸝(18) 0 

闊、世向讀IJ驗及其踴知價舖

爾對性向鵲騙的騙觀芳式，近牟來逐漸注意轄合髓的燒肉捌獸，還雖是一聽嘗試，但師寫信在

對儕人盤問顛盟的分析上有很犬的幫膀，同時對於一般職業輔導與學生升學兢業轉導每都有讓哥哥的

參考價值。作發有鑒於此，聽富麗教育當局，對民盟問十九牟起聽教育部之蠱，與徐芷種主走進符合鵑

f 中學都合艷肉ìJlU驗」一套，增值4怯舟摺驗緝蜓的主按目前，卷便一殼中等學錢教師與輔導人鼠，

對按中學生的升學與戲裝，在輔導與聽筒工作上能有一纜鞏虜的廳用工兵。但鑄我厲現行的中帶教

育系蓋章，中學分錯初中與高中兩個醫駝，弱中館收間主是學價畢業生，接受三牟教育後，真可能選擇

的升學機會，有嘴巴通中學、歸範、農業、商業、三巳撓、最喜馨、體報等木椅白雪學校與特別，街就業機

會侖不讓多。至于鳴中學設攪無論升學或說錢，主憲選擇的機會鐘聲然較務中學業時廣泛得多，中學綜

合說向獨驗也鏡是為中學蓋章兩個轉身監食生態攬生輔導其升入合適的學校按說其攝當能戰撓孺編輯的。

晦氣本ìJlO雖是參照錢萬「草草草U性商測驗J (Differential Aptitude Test, DA T) 而嚼的， 13寄

:去聽先胡瞭 DAT 的貨歡〈的〉。

一、 DAT 的積如價值 性商制驗的應用有隙芳濁:其一邊對f闊別的輔導，建立是對蟬，lI!J

謹厲聲翻開敢上的訣楚。護神棍、工撓、商議建立ca歡會機構閣韓三智麗已有聽龍的路舟，識分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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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知價偷拍下:

〈一〉個Jj IJ轉導 程學控、社會機關以及私人的吾吾竇立工作劣商B樂意錄用4能向轎車食，器為

謂是一種對輔導工作擺得背靠事實的完整的東霞。草草代的學棧從教育與職瓏的計輯上聽聽JL"制學生

{蠶豆性的輔導。同時許多學掛且能室對少數學生不5克鎮黨的，心總診斷輿論攘，鑽依靠性向瓣齡的重要

料 F 轉戀λ員已嘿偕良好合全輔導須有可靠的得自iAlJ齡的資軒 'DAT i是間前書是路各學棧機關採用最

有故問芳使前一蟻。

〈二〉行服上的藤舟 必聽時 DAT 沒!自驗如煽行投-'-校全體學生錢讓獲全體學生，即麓教

育行股上來說，有下到各種賞驗: (1)作為調蜜罵街頭4驗，可供給教育研究上許多學本的發糊。輔

舉主任、視導λ鼠忌l2史學校村股人員對學校課觀的鶴聾，教材的選擇每每可有滿意的參灣嚷蜜。

(2 )學校醫新進入學讀坊里質學生白色盤肉體力，眉苦更為學生晶宮擇諜蹺，指導學智撐穗，議作將來聲樺

職業的參考資料。 (3 )首H導芳富須依草鞋接向測驗都折攘辨指示給來來轉導學生的生括行髓，再加學

科瀚餘的成轍，互相比較參考，對學生餾糙的困難，子ø合支援的發顱，艘泛支解訣掰蟬的畫畫館按:穹

攏，還是語J(導工作較濃本的措攏。

(支〉對扣中學生輔導的貢獻 從小學畢業1升入殺中的學生，其第一牟有關生括順民黨與學智

輔導芳酷的設搗糧為重要，輯都二、三五平報給繼讓朝一時期的轄導:立作外，說揖注意學生升學的輔

導。他們之中那些人過合入商業的、工藝技樹的學贊成樂器升六學受高等教育?此時臉龐藉聲:為iJlJ

驗掉鞋栗子財情施的校主義。克提到初中去掙飯島舉起，更磨棍草堂館們的，臨尚能力，額為京久就要升

入寓中說入其種主牽連建制蟬的機蟬，還學生生曬心理上有顯著的轉化，有聲教學對劃或擴重行考

慮，立i便調連他們的真輯與學習芳俏，情玲在爾中的立揚鶴，飽們幣基哥韌中學業的iJlJ驗發料，作驚

攝入筒中的輔導的參考。

(四 7對寓中學技輔導的質歡 喜壽命一牟級的輔導是歸須明暸新生的各種傳品，性尚能力質

是主要發料之一。高中華史lìiJi謂對學生有一抉薄薄議鑑評的機會， ø樹增儡為聽會與戰黨輔導的依

讓。例如當中學生長多數是幣儲升學的，期對於他們選擇何科為將來學智專業如融投能的對袋，學金

選擇能合署眾畏的期望、鞋會的需要在12至學生自身能葷的客觀言字寬，教師就連客廳主主還設問黨作合瓏

的輔導。其次，寓中揹股男女帶曉聲具潮兒顯蓉，說對男女生木悶的升學輔導本主庭情盤住自iJU驗的

轍果，如還多數男生入繳械工輯、工廠、投聽人員與撤銷員響，女生說對管樂、文學、商業、會對、

圖書管器、家車帶較有興攏。訊:寓中立存殼，啦!為機驗對你們更為重重要，因為他們已器作直是能決盟

的詩潮，升學拼殺業?此時或許有路轉故費的軒翻。 i有時靄中三掙來的安斜鍋供六學輔導λ員會空參

勢，錢轉建給織業機關參考。體嘴上，勢潛許多六學娃盤寓中的提麗或增轉來決東盤錄六一新生

的，故學業、身建華寶連 i向性向測驗撤樂設成為究學當局審建攘單的敢要資料，究學當局1立歡道路搜資料

盤E纏可靠愈好，如此不鐘提較為安平合邊 'll償投將來白雪輔導。

…、中學教合J愷向、測驗的賢知普普{腔 中學綜合挂出測驗亦是具有與DAT同一盤蠶食空特點，

義觀其對教育與職業輔導的有良好的責殼，現在先讀本沒1]鞍各JjiJ分測驗的路用怯了解其鷺如價{嚷:

〈…〉嘗嘗文聞聽掉?耀:穹富的測驗 本濟喜愛是潤如對文字JiJt引致戳，觀念:的7解能力，闊的和蠶

豆豆學生對於拍擎的援朝化的能力':::t:鑽去是測如軍閥達百‘革語言多少字囊，真難銀程度如何布告 ， J至更使



是7

受裁者體揮農萃的思考龍力，說本1賣自驗希聾龍預測在被蟬的文字輸謀與各種觀念中聽得囑解力的1E

臨的成殼。學東闊無成草鞋的可錯部可聽用此種觀驗，在升學輔導與就業輔導站器都可得到有力的

數蟻。

(之)數字能力芳濁的觀驗 本測驗是在攬生R受輯發對數字聽命的謂宜轎係可能理解詢{同體

程腿。寫的末在數學的許算能力而禮讓數學的理解能力。中獨豔可潮量學生對數字嘿嘿、數字的搪

瓷關領缸瓦敘機智的解決寰的資料的能力，如與土路諸文閱讀攏理測驗合滑，更可在教育上頭爛學

三位將來自當成就可自哪一芳商濃蹺，如數學、物理、化學與了蘊學科，同時職業輔導亦可用法測知其

數的能力有利於彈些工作，如實驗室勸道、會計鍋、輯對員、金:木工、船員嚀。

C::::) 抽象韓嗤主醋的瀾驗 本沒自敬可i草除115廷說清發現鹽旁聽艷的肆宣白，並蠶慎地宮里5日賽動

的盟槳，藉攝象符號的4思考來解答詢盤，且可補充轄文與數字轎車鼓搗…設智力的體現，在一般情形

下，抽象擋理的分數對學科與戰瓏的成識觀者攔路，問路周文字來理解的能力有時可用究參與數來理

解的能力相互交替應用，學校轉導人員對語文有捧蟬的學生i其特別說意禮囑:情形。

〈凹)~美閉關僚的攤豔 本油、驗是草草j知受裁者艷實物還親彎來判獻的想像能力，觀察出某報

形狀辟糟成的物體，在改贊木闊的情調下了解其主思闊的知覺歸保，主社測驗的闊的的忽聽別人們如時

從心琨上建立一鶴組蟬齡糟的操作能力，需要此潛能力的職黨如提歸者、 E盟裝設計潑、建蟻帥、盤

磁:tQCR這藍衛人員嚀。

〈五〉機蛾轟鳴的測驗 本法立驗與攝去買用機械能力攔軍全芳式不筒，每一聽間是應一闢義示

機傲的各釋，帶壤，有:QJ，簡單的問何科受裁者時替ïE磁帶蟻，如果智盤一謂蟑取嚴麓的解釋，閱本jJlIJ

E袋可作為1到j知智聾能力的另一宮器。封數較高者對瓏主之額的接作品按學臂，投辭行濃拉木工、機

館工、金三丘，QJ，:R各主:躍投稿，人員帶亦都需要本ìIIU驗研謂蠶的譚力。

(六〉文書芳富的酪驗 木制鞍f是棚知至是賊者對…種:嘗嘗擎的知覺工作，其反應的濃度與IË體

授如何，還與智慧的關撮較少，其間的祇怠2期主義知斃的讓皮、鄧時的記憶能力與民攘的速度，許多

輸業部檔卷管理、韓碼工作、絃巷、童聲卷交易棒需要成種能力，有些人工作的習慣禮讓耳聽喃忽聽

謹傘，閣成封獸的高低京能與學緝的學軒成輝來比較，輔導入民;最有頓飯成曬糟形的學生路謹慎虛

報其學習穿詣。

由上可知，中學據合J陸為lJIU驗有多穿酷的教用，扇窗台海中學一般當導師的說負責制導工作者對

於一個學生的了解，扭住紙是根主義學生在校各種學科成體法2正在總各種念活記錄，此外棧禮立三鶴的

印象判斷，侶，麗亞要做到對一{區學金作客觀時可靠的觀察，必有輯於各種獨驗結果佛學的資料，自

章含使用的測驗蝕了教育測驗與智力棚驗外，接向ìII0蟻，實是一種具有對學生潛在能力跟示冉來的最

好的工具，根論性向湖臨的棺槳，可自接知學生既能勝任的萊些特錄括單單 c 最近教育當筠有鑒于我

鹽目前初中入學人數木直接增加，社會經擴建立女需提寬多較為獲秀白雪λ力發皺起餐車站長義聽教育豆&J!

繁u初中的階血，今後初中學生大量增加，建農業錢當然不可能全部攝入寓中，問升入各種木同特別的

職槃學校的入數一定火啥，區此在拉仁和遺輝階眩，對按學生升學輔導的工作非當讓簣，應當棋盤盤

向攤驗的童安樂，聽現如何付諸在能力，給與適當的輔導，使鮑們進入與其鵲冉相近的學校，且使充

分發揮其潛力1、接來能聽得最大的成殼。再說，目前很多曉聲高中說蹲穢的學生，往往廚學科豆豆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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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的能力與聽說蝕尚不符， r箭在心嘴上產生不良額蟬的說袋，很多觀題學生鵲起闕，也是由於

但都辦揖蟹的學校不安整合持股舟，問問缺乏興麓，荒腰學漿，將其聽力用於不芷常的話動。我們藤

利用測驗的結果，調適講學習芳向興興棍，將有助於闊葉學學生白雪輔導。

〈立)中學綜合做自翻臉礎教育輔導上的應用 近幫帶來，中變輔導學會為指農學掛輔導工

作，會與要是灣省較宵聽合作，掃織管丹椅子學棧辦理輔導實驗工作，摔壞哥哥志為數學會常錯理事之

…，聽蠶協聽灌行一蟬，頭有成殼。扇窗台參加學校共有二十九阱，凳中小學…簣，中學二十注冊}

轉輯學校刊'8年，職讓學授之臂， :;失學-J3呀。館於中離學校部份，會先f是探海F中學結合J臨向普車i喜愛J'

轉間協助輔導贊鞍工作 e 接接:二十督辦中學黨用本2駕車會的結果，徵詢與贊際的輔導故蹄，支支歸納聽

憲議兒，歹自發聲點如下:

(-)夫多數學校認為應用 f 中學轉合盤肉iJlU發J 的結果，對於學生學習輔導芳商議有幫助，

很多任課教師我示，能們對價位學生瞬?解不侈，各種不!穹的能力與艷，平時都比較缺乏觀擒，也

不會鸝楚，現在自於性向觀驗所接鶴的各種糧肉能力的剖析髓，使任課教師對學生前情拇辛苦一扇了

然之路，這樣對他們的教學芳草色可有歸故謹，當然增溜了數學的故果，辦少學生學習的題難，尤其

是不同學斜的任課教師，豆豆蠶到個}J1j學生不闊的，掛俏，復此間交說蠶晃，對學生的學智輔導更可收

孰}較好的成效。

(二)饒!您iJlU議的艙果給各投敵能導揖很多幫勛，導詩時對學生的?解糊不免是比較主觀的，

雖有學生調盔發料， f，旬章發不移踏踏，現在有各概學生的性i向記錄保存在謬11導處鐵輔導中心，他們可

轉轉取來參海聽舟，還對導將進行各班副主會工f智贊賞自很多按這是。問時，過去教任導師的訊報芳草長六

多數是鐵重重睡覺最扭動芳瘤，對個íìIJ學金的特發常聽不萬黨膜，現在國盤指資料的差別，使導師漸濤聲

鼓彈穿蝕，多能是軍姆彈別輔導，探取體海 (Coun甜Iing) 的15式，認輔導轄泉壺入經錄，再存糧輯

傲的輔導研究，聽樣作說，無竄去是自主軍用各種測驗結果所跤，對留11導的故遍實是r種可喜鵲現象。

〈主主〉各贊驗學校當11導巨擎的許多負責人，鑽空毛主卡一定是研究教育的，養三裝有些人對學校教育去

作的種驗也不走多，但是認實驗野草泌的指符，六獄經常研討有聽輔導的問髓，學習輔導話聽中野需白雪

灘豔絮斜慢棧豆葉意了，各校寮F發盤問溺驗，多數是由觀"導農同仁襲鑽辦理，頭:從任課教師與直沒任導

蹄剪西得對許多意見，智能自測驗獲供的締槳，不值在學校行故土能參聽聽些資料，配合需要，然

改進各現暫J[導游酌， T第2立與學生家長聯絡，安換意見，有主主較具體穹銬的根撮，嚴長艷於自日子女

接向觀喜愛的甜果也感到很六能與緝。

〈朋〉各校舉辦升學指導，傳載的辦法研是根接眾畏的意見，學生位主觀的怒潮，拉法且要平來學

特成蟬的商f底盤芳酷的資料來決定的，現在各贊驗學校醫初中主牟載的學書處處，在第一、工學期舉

行惶禹鵲驗，再披露著艷梅測驗鵑結果，濟學生在搏一性胎盤麗的能力較好，平等參考學生其傲的餘

悴，由有聽導師來輔導其應升入管插嘴中，按需闊的職業學校，還樣的升學輔導是黨生在顱吾吾;學生實

餘的能力興趣，各黨融學校教躊躇會問寄11導矗唔，辦理學麓袋升學輔導較過去字會有改進，顯用位;句

纜車役的糖果實是重要的黨獻。

〈到 7 中學報告γ陸悔沒3驗在職業輔導上的應掃 毒草糟省職業輔導當筠近牟聚會控意到選用各

種iIlU章發問塘邊輔導主持的教果，但;如讓灣省~tli童醫其兢業輯學中心與南尷兢業輔導~必會先接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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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遺臭鯨合悅向測驗，指導背牟選擇商合揖憫人才能的職業，以期織少轉業與失擒。站立E十三平三月

丘，北實蓋臉纜車會導中心於新竹輯、觀盟輯、報:lt縣、議中T坊、華陸市、高雄市離端:管是中小學四十

八蹺，指導E黨籍畢業生三宮、一八一人，持中約百分之二八﹒主擇業木當，藤摸露潛挽向摺驗那辱哇

!為聽聽，加拉提導?愛思改變其工作恣麟，醋、眾路經濟空空聽黨jJ升學，聲震盤!旬章還輔導職業者估首分

立六.宜。韓~Jc" 最近酹報告說 (20) 謂牟來求聲援登記的有回盟、一笠惡人，求::t登記的有三主、

… r嗜血 'ffl憑實上輔導說黨成功的概有九、主盟λ ，發數字土君來，求聽的人黯然聽過求才的

機會，恤增嘴上能就業若概有競賽是機會的簡介z…，換會主，有間分土豆的意是讓機會沒有λ奈，針

對他體規漿，融中Jc" 舉辦7各種兢業訓練，便被有投甜可適應主作的，拉嘿嘿觀期暫時勝f垂青E授對工

作，同時，對勝摺畢業學生與社會背離糟攪.f'þ!晚間測驗，實鋸職業輔導，叮使概飛機會木里安浪費。宮

中心會殉學路個餾攘，實賢明輔導的投槳，其中有個十八歲的潛蛙脊牟'和中導報，升學失敗，說業

無門，至全錯非當臻館，畫室成為常安會馮主義憊的對象，於五十三牟三月在駕車空中核對立革章是業輔導

中心，館參加?中學數合哇!勾濟童安後，黨是襪子子結苦努景勢饒的中常撥撥往是筒，接受…持學提誓rt藤，還

在僧，是…件變酷的事，礎各種，c"盟主的街脅寬服?自己，一牟的攀援輛車業勢處，聽現在是設主，

聽有…殺之攘的產黨主人，有買主史的戰丸，不但聲清?當己，章可幫勘星發舟， f豈不種沒有多長安讀書

機會，所學管制的專門如戰，已超過關中骨灰於中很多讚不割的東西，聲拉背離和給輔導中心的信中

r到今牟(五十四 7 三月，為期木:酷…掉，但在我生命E史上，木瞥姥2月}個世紹，在遺

書寞，我覺?臘驢理主先生和煦位學的激情感媳，從安史的環境中，我指數γ心臟的創傷，章新建立

梭的餘心，我現在芷參諦生產行列。 j 潛…{閥樂的成功雖有各種~槳，拯救蟻中心、的報導，參加盤

時濟驗擾，依其哇!為能力介轄懿議會的:r.fF崗位袋，盟諾侵權是興起贊成翰的路，盤不能不寶倉惶向

7JlO驗撈錢供的變慧芳，實是一題重要聽聽。

粽土研鐘，才知「中學綜合性;其3潮驗 J 對於教學青少牟的教育輔導法漫求職智雄偉犧業輔導都

有聽鏽的幫助，也由於這些顯明的學實令訴我們，唯有了解各人的性i向顯控之後，對種們的各種輔

導才有效果(21) 0 

最後，作者近牟來經研究a能向潮還波對輔導與時商的賞自食之後，際l績各校每位教師首先應7解學

生的心瓏醋，定其是住院詣力，飯食學校符肢的教甜言I1蟬人民覽勝認騙她一黨賽事實，~探用適

當的d投;為測驗材斜， ø供數鄧們實事您的體蟬，開縛，希望各職業。團體享受就樂章會導機糟也重觀使兩ìI\IJ

豔資辦的蟹麓，普遍聽清，故輯工作的撥衍。捏議作者的盤驗，緝聽一蘊含安擎的強街演i驗實非真

，人力物三方經變畫犬，亟勝數會主管當第ø及學獲3澆攘攘靈鵲起讀工作，攤主寧說負責單位，寬

轉瞬欖經費，雄事長期的研究，犬f是輯部各潛能!向V!IJ驗， øm擊各站轉躍，戀是作者最大的語望。要

使我關教育與職業輔導的實施史上一科學化的途錯，也紙有問此一:當!向努力，才能有轉按閣眾的建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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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aptitude an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aptitude patterns were fuII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o i11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studies on aptitudes, the 

views of severaI prominant scholars such as Super, Bingham, and others were 

introduced. The author aIso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Iication of aptitude 

tests. The use of High School Comprehensive Aptitude Test Battery, a battery 

developed by the author and C. W. Hsu, in schools in Taiwan weII demonstrated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such tests to guidance and counseIing programs. The 

need of more aptitude tests to gear with the Human Resource ActuaIization PoIicy 

was 5 t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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