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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開朗性開朗性 ★★★★☆☆☆☆☆☆

情緒安定性 Low High

C 情感性情感性 ★★★★★★☆☆☆☆
I 自信性自信性 ★★★★☆☆☆☆☆☆
N 敏感性敏感性 ★★★★★★★★☆☆
O 客觀性客觀性 ★★★★☆☆☆☆☆☆

適應性 Low HighCo 協調性協調性 ★★★★☆☆☆☆☆☆
Ag 挑戰性挑戰性 ★★★★★★☆☆☆☆
G 活動性活動性 ★★★★★★☆☆☆☆

行動性

開創性

Low High

Low High

R 靜慎性靜慎性 ★★★★★★☆☆☆☆
T 思考性思考性 ★★★★★★☆☆☆☆ 外向性 Low High

A 主導性主導性 ★★★★★★☆☆☆☆
領導性 Low High

S 社交性社交性 ★★★★★★☆☆☆☆

H 一致性一致性 Low High
左框若呈現”OK!”表示填答無”不一致性”問題

若呈現*表示填答”不一致性”高，若呈現**表示填答”不一致性”極高

GPM RiTE測驗報告性格指標與性格因素之定義

開朗性 測驗是否具有樂觀肯定現況或容易沉溺失敗挫折的傾向程度

情感性 測驗若遇外在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感受與情緒上之穩定程度

自信性 測驗自我認知與自信心程度、以及面對決策時之果斷程度

敏感性 測驗若遇外在大小刺激影響下，所產生的抗壓性與憂慮程度

客觀性 測驗是否具有全面且客觀的思維，以及對現實的認知理解程度

協調性 測驗在團隊中對人的信任程度，以及敞開心胸分享的意願程度

挑戰性 測驗在面對艱鉅目標或困難時，能否勇於應對與全力以赴的程度

活動性 測驗是否具有即知即行的行動力，以及臨事判斷與處理的速度

靜慎性 測驗是否能有耐心地完成任務，以及關注日常事物的聚焦程度

思考性 測驗是否會事前深入審慎思考，並落實計劃、逐步執行任務的思維程度

主導性 測驗是否能在團隊中確認自身角色優勢，進而發揮影響力的程度

社交性 測驗與他人情感的互動交流，以及人際關係建立與維護的意願程度

一致性 測驗答題時的態度與性格思維是否具有整體一致的程度

情緒安定性 能依適當情況自主掌控情緒變化的程度 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

適應性 面對新環境或新變動事物時的適應程度

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開創性 能開創新機會或創造新事物的傾向程度

行動性 能依據目標並按計畫執行及落實的程度

外向性 喜歡熱鬧氣氛並與他人分享想法的程度
領導商數(Leadership Qutient)

領導性 能於群體中發揮影響力與帶領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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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職涯傾向程度：A. 通適性的工作

此職涯傾向類型的人之特徵在於12項性格量表的檢測數值都接近平均。 因此，無論是在情緒的穩定度及行動、主導力上都屬中等傾向，較無強烈的性格特徵，因此有時行
為模式也較會受到環境與他人的影響。 此類型的人在團體內的表現多為中規中矩，能在組織內部發揮「支撐」與「平衡」的穩定影響力。 此類型人的職涯潛力與可塑性空
間相當大，可適任於組織一般性質的工作(如幕僚行政、第一線服務或生產作業線)，對於具備相當專業知識的A類型人，如果能加強其活動與主導力，通常會有更上層樓的
表現。

次職涯傾向程度：B. 創造性的工作

此職涯傾向類型的人之特徵在於活動與主導性高。 此類型的人通常為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較會隨自己的喜好與當下情緒行事，不易受規範制度的約束。 此類型的人在
團體內的表現多令人驚艷，聲音很難被忽略，能在組織內部發揮「創新」與「行動」的變革驅動力。 此類型的人若能在制度完善、運作良好的組織裡，經過團隊文化的薰
陶與洗禮，通常會因情緒穩定度的提高，而有更卓越的表現。但也可能因具高度專業與特殊風格，而在自身專業領域中大紅大紫。 通常適任於開創性與創意性高的工作或
任務，如行銷企劃或創作設計等非例行性職務。

次職涯傾向程度：E. 獨自性的工作

此職涯傾向類型的人之特徵在於較內向、較不喜歡外界人事物所給予的刺激與影響。 故在團體內的表現多為害羞或安靜，但若面對過多的壓力或不良環境影響時，常會有
較大的情緒反應與異常的行為模式。 在團隊中，若能透過適當地給予鼓勵、關懷與陪伴，協助其提高環境適應力、建立人際網絡，則通常將會有更好的表現。 此類型的人
適合在組織中從事穩定或封閉型的工作，或從事獨立專業職或個人工作者等著重自我管理之職務。 此外，若原生家庭的成長過程或環境欠佳，則通常較易信心不足、焦
慮、缺乏活力或神經衰弱的傾向，需給予適當的支持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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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

個體

內向 外向A通適性的工作
(58%)

C規範性的工作 D人際主導性的工作

E獨自性的工作
(42%)

B創造性的工作
(42%)



性格因素性格因素 性格等級性格等級

性格指標性格指標 性格量表性格量表 原數據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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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安定性 Low High

D 開朗性開朗性

點數 ★★★★☆☆☆☆☆☆ 19

相對高點數意義
樂觀開朗、沉著有自信，常表現出充實與滿足感、有精神
•優點:樂天正面
•缺點:缺乏自省

相對低點數意義
容易無故不安或悶悶不樂，常表現出緘默、無精神，較缺乏自信
•優點:戰戰競競
•缺點:易有憂鬱

C 情感性情感性

點數 ★★★★★★☆☆☆☆ 12

相對高點數意義
心情易動搖，易生煩惱與激動，常表現出經常擔心與感情用事
•優點:感情豐富
•缺點:情緒不穩

相對低點數意義
心情安穩，遇事平靜、果斷，也可能較固執，常給人好脾氣印象
•優點:成熟穩重
•缺點:對待冷淡

I 自信性自信性

點數 ★★★★☆☆☆☆☆☆ 14

相對高點數意義
相信自己，鎮定有勇氣、主動挑戰或學習意願強、活躍且積極
•優點:信心堅定
•缺點:決策武斷

相對低點數意義
較會輕視自己，在人群中易有羞愧感，遇事畏懼不前
•優點:順服謙卑
•缺點:優柔寡斷

N 敏感性敏感性

點數 ★★★★★★★★☆☆ 14

相對高點數意義
常為事焦慮擔心而顯得焦躁不安或不滿，且易敏感、好猜疑
•優點:共感度高
•缺點:惶惶不安

相對低點數意義
能理智地面對現實與進行分析，不易受幹擾，樂觀、爽快
•優點:勇於承擔
•缺點:忽略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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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 Low High

O 客觀性客觀性

點數 ★★★★☆☆☆☆☆☆ 12

相對高點數意義
較實際，會依可行性行事、現實主義，能冷靜客觀判斷事物
•優點:客觀中立
•缺點:不盡人情

相對低點數意義
較主觀、易固執己見，常表現出空想、不易入睡、直覺判斷
•優點:善於幻想
•缺點:不切實際

Co 協調性協調性

點數 ★★★★☆☆☆☆☆☆ 12

相對高點數意義
樂群、能與人和睦相處，善與人合作，但有時對此亦過於費心
•優點:重視合作
•缺點:容易妥協

相對低點數意義
較不信任他人，喜獨自工作，在團隊共事中常因故產生衝突
•優點:堅守立場
•缺點:衝突批判

Ag 挑戰性挑戰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直率、敢做敢為，易激動而欠缺和悅，不安現狀、喜歡幹預
•優點:積極果敢
•缺點:固執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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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低點數意義
對人和悅有禮，但也易墨守成規，甚至保守、無鬥爭性
•優點:穩定安全
•缺點:保守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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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性 Low High

Ag 挑戰性挑戰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直率、敢做敢為，易激動而欠缺和悅，不安現狀、喜歡幹預
•優點:積極果敢
•缺點:固執強勢

相對低點數意義
對人和悅有禮，但也易墨守成規，甚至保守、無鬥爭性
•優點:穩定安全
•缺點:保守成規

G 活動性活動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活潑、健談、愛活動、精力好、動作快，但亦可能因此表現輕率
•優點:行動迅速
•缺點:魯莽行事

相對低點數意義
不開朗，動作較慢，不活潑，不喜歡參加集體活動
•優點:文靜內斂
•缺點:動作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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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性 Low High

G 活動性活動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活潑、健談、愛活動、精力好、動作快，但亦可能因此表現輕率
•優點:行動迅速
•缺點:魯莽行事

相對低點數意義
不開朗，動作較慢，不活潑，不喜歡參加集體活動
•優點:文靜內斂
•缺點:動作緩慢

R 靜慎性靜慎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謹慎、做事認真、喜歡安靜、不易下決心行動，不喜歡熱鬧
•優:處事慎重
•缺:單調乏味

相對低點數意義
喜歡活潑熱鬧與新刺激、性急而易出錯，但對錯誤不掩飾
•優:熱情有勁
•缺: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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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性 Low High

R 靜慎性靜慎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謹慎、做事認真、喜歡安靜、不易下決心行動，不喜歡熱鬧
•優:處事慎重
•缺:單調乏味

相對低點數意義
喜歡活潑熱鬧與新刺激、性急而易出錯，但對錯誤不掩飾
•優:熱情有勁
•缺:粗心大意

點數 ★★★★★★☆☆☆☆ 7



性格因素性格因素 性格等級性格等級

性格指標性格指標 性格量表性格量表 原數據原數據

T 思考性思考性
相對高點數意義

沉著、好思考問題，不容易表露內心的想法和情感
•優:思慮收斂
•缺:過於謹慎

相對低點數意義
隨和、漫不經心，不善深思熟慮，不隱瞞內心想法和情感
•優:隨遇而安
•缺:思考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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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性 Low High

A 主導性主導性

點數 ★★★★★★☆☆☆☆ 11

相對高點數意義
集體活動中有組織力，積極活躍、好支配人，有時亦易自大武斷
•優:主動熱忱
•缺:強勢武斷

相對低點數意義
較依賴、缺乏主見，易附和眾議，受人支配，善合作與關心人
•優:配合度高
•缺:依賴被動

S 社交性社交性

點數 ★★★★★★☆☆☆☆ 9

相對高點數意義
外向熱情、愛交朋友，喜歡在大眾前露面，有時也愛好出風頭
•優:善於社交
•缺:易受牽就

相對低點數意義
內向，不善交朋友，在團體中有拘束感，易害羞，常獨處
•優:獨立作戰
•缺:離群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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