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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書店 

 
你適合讀哪一個專業呢？快來測驗一下吧！ 

假如有一天你打算到書店去買書充實自己，你看到架上琳琅滿目的書時，你會對哪些

書有興 趣呢？假如你身上有 3000 元圖書禮券，並且只能拿來買以下的書，你會如何

選擇呢？請勾選你想要進一步瞭解的書目編號。 

 

  書名 售價 簡介 

1 歡迎再度收看…… 220 知名電視節目製作人，將其製作節目 20 年的經

驗與您分 享…… 

2 解體機械 250 我們在生活中許多看到精密的機械，其實都是由

簡單的原 理組成，本書介紹生活中常見的機器的

簡單原理。 

3 輕鬆玩邏輯 280 200 個邏輯小遊戲，讓你享受動腦的樂趣 

4 認識你的情緒 280 人的情緒是很奇妙的，本書帶你更加認識自己的

情緒並學 習管理情緒。 

5 地球不再是圓的 300 對於華爾街知名經理人，對於現在經濟情勢的剖

析。 

6 作時間的主人 250 你常覺得時間不夠用嗎？本書告訴你做好時間規

劃的方 法。 

7 世界電影 180 介紹當代你不可錯過的 100 部電影 

8 組裝家具 DIY 360 詳細介紹如何手工製作簡單的家具，並附贈教學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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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羅浮宮疑雲

（上） 

350 來台展出的羅浮宮名畫展，其展出的 50 幅名

畫，竟在一 夜之間全被偷走，重案組幹員使出渾

身解數與竊賊鬥智鬥 力、懸疑破案的精彩過程。 

10 羅浮宮疑雲

（下） 

330 羅浮宮畫展的名畫一夜之間被盜，重案組循線追

查，就在 破案的前夕，卻發現背後的指使者竟

是……本書與上冊一 同購買，特價 600 元 

11 你可以做個傾聽

者 

260 作者運用自己本身多年的助人，分享與人溝通、

傾聽別人 說話的秘訣 

12 聰明買基金 280 全世界都在瘋基金，本書從基金的發展與分類做

最詳細的 介紹與整理，讓你聰明買基金！聰明賺

大錢！！ 

13 會計人 350 本書介紹會計人的工作內涵與優缺點 

14 設計入門 250 你想要輕鬆學會設計嗎？你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加

入創意 嗎？那你一定不可以錯過這本書。 

15 園藝過生活 230 介紹如何布置你的室內花園，與種植植物的小秘

訣 

16 活出美麗的人生 320 十個社會身心障礙人士力爭上游的故事，且看他

們如何突 

破生命中的困境，開創屬於自己美好的人生。 

17 世紀大趨勢 350 日本知名趨勢專家告訴你，在未來的社會趨勢

下，你可能 

會面臨怎麼樣的環境以及應該要做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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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管理學 290 介紹政府組織架構與行政流程，想擔任公務員，

參加國考 必讀書！ 

19 輕鬆認識古典樂 299 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帶你進入古典音樂殿堂 

20 奈米革命 300 奈米科技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書

詳細介紹 了目前奈米科技在生活中實際應用的故

事與實例。 

21 星座解碼 250 圖解四季可以觀察的星座，並且詳細介紹全台適

合觀星的 地點 

22 人際關係 280 介紹人際關係中常見的問題，提供想要增進人際

關係的建 議。 

23 他們是怎樣辦到

的 

299 本書作者專訪了國內知名十大企業的創辦人，用

最貼近的 

角度，探討他們成功的秘訣。 

24 學習按部就班 280 介紹學習與記憶的原理，讓你成為讀書高手 

25 戲劇概論 350 戲劇和生活之間的距離其實很近，對於將來想要

朝向戲劇 發展的人，是一本十分好用的入門書。 

26 走過 101 299 介紹台北 101 大樓興建的過程，以及其抗震、防

風的原理 

27 複製的祕密 300 「複製」在科學界一直是一的充滿爭議的議題，

本書帶領 

你揭開「複製」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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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的媽媽經 250 多位知名媽媽的育兒過程大公開，並且統合專家

學長的意 見，對於想要瞭解教育孩子的你，絕不

可錯過。 

29 法律的傲慢 26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常常也會成為最

限制人的 工具，想要就讀法律的你，一定要讀的

一本書！ 

30 大家來找碴 320 兩張幾乎一樣的圖案，你能找到幾個不同點？精

選 300 個 

「大家來找碴」題目，讓你測驗自己的耐心與細

心程度！ 

  

◎請依照圖書分類，看看自己選擇的書分布在下表興趣六型的哪個類型呢？ 對照後，

擁有最多書的類型就是你的興趣類型啦！究竟 R、I、A、S、E、C 六型人格有什麼不

同呢？知道自己的類型後，更詳細的六型人格解釋在後面唷！ 

  

 ▼分析請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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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一）實用型或實際形領域（R） 

1.特徵：順從、坦率、謙虛、自然、堅毅、實際、有禮、穩健、節儉 

2.人格傾向： 

（1）喜愛實用性的職業或情境，以從事所喜好的活動，避免社會性的職業或情境。 

（2）以具體實際的能力解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問題，較缺乏人際關係方面的能力。 

（3）重視具體的事物或個人明確的特性，如金錢、權力或地位等。 

3.典型職業：一般勞工、工匠、農夫、機械師、線上操作員 

4.環境類型：實用型環境的工作大多明確，（編註：二十世紀時）多在戶外進行，一

般 需要機械能力、耐力及體力。在此類型的環境生活及工作，並不太需要社交能力，

工 作的性質也通常是一系列簡單的動作，並且需要明顯而立即地判斷「成功」及「失

敗」。 這些環境一般包括機械工廠、農場、營造廠、加油站或理髮店等。 

  

  

（二）研究型領域（I） 

1.特徵：分析、謹慎、批評、好奇、獨立、聰明、內向、條理、謙遜、精確、理 性、

保守 

2.人格傾向： 

（1）喜愛研究性性質的職業或情境，避免企業型的職業或情境。 

（2）以研究的能力解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問題，亦即自覺自己好學、有自信、重視科

學，但缺乏領導方面的才能。 

（3）重視科學價值，擁有科學和學方面的能力，但缺乏領導才能。 

3.典型職業：研發工程師、化學師、數學師、科學家、研究學者 

4.環境類型：研究型環境的工作大多需要抽象思考及創造力完成，而不太需要個人的 

主觀意見、理解力及敏感度。成就是漸進長期的；但有一套客觀的方法來測量工作 成

果。在此環境中，工作的難度有相當大的差異，有些只要直接訓練即可，有些則 需要

耐心及創意才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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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型（A） 

1.特徵：複雜、想像、衝動、獨立、直覺、無秩序、情緒化、理想化、不順從、有創 

意、有表情、不重實際 

2.人格傾向： 

（1）喜愛藝術性的職業或情境，避免傳統型的職業或情境。 

（2）以藝術方面的能力解決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問題，自覺富有表達能力、創造能力， 

擁有藝術與音樂方面的能力（包括表演、寫作、語言） 

（3）重視審美價值與美感經驗。 

3.典型職業：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畫家、舞台導演、室內設計師、美術設計人員 

4.環境類型：藝術型環境需要工作者以感性、想像及品味去創作及鑑賞藝術作品。其 

中最簡單者需要有美感，最複雜者需要有想像力並對模糊不明確的情境有絕大的容 忍

力。此類環境需要工作者將自己知識、直覺及感情作整體統合以解決環境中問題。 

  

（四）社會型（S） 

 1.特徵：合作、友善、慷慨、助人、仁慈、負責、圓滑、善社交、善解人意、說服他 

人、理想主義、富洞察力 

2.人格傾向： 

（1）喜愛社會性的職業或情境，而避免實用性的職業或情境，並以社交方面 的能力

解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2）自覺喜歡幫助別人、了解別人、有教導別人的能力，且重視社會與倫理 的活動

與問題。 

3.典型職業：中小學教師、傳教士、輔導人員、社會工作者、心理顧問、護理人員。 

4.環境類型：社會型環境中的工作需要有了解及改正人類行為的能力，並有關懷他人 

及與人溝通的興趣。一般而言，此類環境常會增加工作者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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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業型（E） 

1.特徵：冒險、野心、獨斷、衝動、樂觀、自信、追求享樂、精力充沛、善於社交、 

獲取注意、知名度 

2.人格傾向： 

（1）喜愛企業性質的職業或情境，而避免研究性的職業或情境，並以企業方 面的能

力解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2）自覺有衝動、自信、善社交、知名度高、有領導與語言能力、缺乏科學 能力，

但重視政治與經濟上的成就。 

3.典型職業：推銷員、政治家、企業經理、律師、電視製作人員、業務人員 

4.環境類型：企業行環境中需要工作者有語文能力，以說服或影響他人。此類.環境 大

多是政治機構如房地產公司、廣告公司、商業機構及貿易公司。 

  

（六）事務型或傳統型（C） 

 1.人格傾向： 

（1）喜愛傳統性質的職業或情境，而避免藝術性的職業或情境，並以傳統的能力解 

決工作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2）具有文書作業與數字計算的能力並重視商業與經濟上的成就。 

2.特徵：順從、謹慎、保守、自抑、服從、規律、堅毅、實際穩重、有效率、缺乏想 

像力。 

3.典型職業：出納員、會計人員、銀行行員、行政助理、秘書、文書處理人員 

4.環境類型：：事務型環境中的工作需要工作者有系統、具體及例行的程序去處理語 

文和數學的訊息。一般而言，工作的成果相當容易在短期內觀察得到。較複雜的工 作

包括管理他人，或指揮整個生產運作系統，例如：擔任銀行督導、銀行出納及成 本估

計。這種環境包含的工作多半不需要時間來完成、有一定的規則、內容重複、 具體而

有組織；工作時一般需要伸手握拿、觸摸及目視等省力的動作。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