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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文文文文共情共情共情共情量量量量表表表表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  :  :  □□□□女女女女    □□□□男男男男    

年年年年龄龄龄龄: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           测试测试测试测试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出生出生出生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一一一一. . . . 请请请请您仔您仔您仔您仔细细细细地地地地阅读阅读阅读阅读下列每一下列每一下列每一下列每一项问题项问题项问题项问题,,,,依您的依您的依您的依您的状况状况状况状况用用用用颜颜颜颜色色色色标记标记标记标记出出出出来来来来

（（（（或或或或圈圈圈圈选选选选出出出出））））最适合最适合最适合最适合您您您您的的的的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 , ,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的的的的对错对错对错对错,,,,也也也也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类类类类似似似似

于于于于脑脑脑脑筋急筋急筋急筋急转弯转弯转弯转弯的的的的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二二二二....请请请请您您您您务务务务必回答每一必回答每一必回答每一必回答每一项问题项问题项问题项问题。。。。    

三三三三. . . .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E1~E4E1~E4E1~E4E1~E4 为问为问为问为问卷卷卷卷作答作答作答作答例例例例题题题题，，，，1~1~1~1~66660000 题为题为题为题为正式正式正式正式题题题题目目目目    

E1E1E1E1    如果不能每天听音如果不能每天听音如果不能每天听音如果不能每天听音乐乐乐乐，，，，我我我我会会会会感到非常心感到非常心感到非常心感到非常心烦烦烦烦意意意意乱乱乱乱。。。。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些有些有些有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2E2E2E2    比起比起比起比起写写写写信信信信，，，，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欢欢欢欢用打用打用打用打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联络联络联络联络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3E3E3E3    我我我我没没没没有要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渴望有要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渴望有要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渴望有要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渴望。。。。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4E4E4E4    我喜我喜我喜我喜欢阅读欢阅读欢阅读欢阅读多于跳舞多于跳舞多于跳舞多于跳舞。。。。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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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地地地地判判判判断断断断別人是否想要加入別人是否想要加入別人是否想要加入別人是否想要加入谈话谈话谈话谈话。。。。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2.2.2. 和和和和人人人人类类类类比起比起比起比起来来来来，，，，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欢动欢动欢动欢动物物物物。。。。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3.3.3. 我我我我会会会会努力跟上努力跟上努力跟上努力跟上时时时时代代代代趋势趋势趋势趋势和和和和时时时时尚潮流尚潮流尚潮流尚潮流。。。。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4.4.4. 有些事情我很容易地理解了有些事情我很容易地理解了有些事情我很容易地理解了有些事情我很容易地理解了，，，，但但但但当当当当别别别别人人人人没没没没有有有有马马马马

上理解上理解上理解上理解这这这这些事情些事情些事情些事情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我我我我觉觉觉觉得得得得给给给给他他他他们们们们解解解解释释释释清清清清

楚很困楚很困楚很困楚很困难难难难。。。。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5.5.5. 我我我我大多大多大多大多数数数数晚上晚上晚上晚上都都都都会会会会做做做做梦梦梦梦。。。。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6.6.6.6. 我非常我非常我非常我非常喜喜喜喜欢欢欢欢照照照照顾顾顾顾別人別人別人別人。。。。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7.7.7.7. 当当当当遇到遇到遇到遇到问题时问题时问题时问题时，，，，我我我我会试着会试着会试着会试着自己解自己解自己解自己解决决决决，，，，而不是找而不是找而不是找而不是找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8.8.8.8. 在社交在社交在社交在社交场场场场合中我合中我合中我合中我经经经经常不知道自己常不知道自己常不知道自己常不知道自己该该该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9.9.9.9. 我通常在早晨我通常在早晨我通常在早晨我通常在早晨状态状态状态状态最佳最佳最佳最佳。。。。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0.10.10.10. 在在在在讨论讨论讨论讨论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时时时时，，，，別人常別人常別人常別人常会说会说会说会说我我我我跑跑跑跑题题题题跑得太跑得太跑得太跑得太远远远远

了了了了。。。。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1.11.11.11. 如果和朋友的如果和朋友的如果和朋友的如果和朋友的约会迟约会迟约会迟约会迟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我我我不不不不会觉会觉会觉会觉得特得特得特得特别别别别心心心心

烦烦烦烦。。。。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2.12.12.12. 友情与友情与友情与友情与爱爱爱爱情情情情关关关关系都很复系都很复系都很复系都很复杂杂杂杂，，，，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尽尽尽尽量避免量避免量避免量避免这这这这

些些些些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3.13.13.13. 我我我我从从从从不不不不违违违违法法法法，，，，不不不不论论论论是多么小的法是多么小的法是多么小的法是多么小的法规规规规。。。。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4.14.14.14. 我常我常我常我常发现发现发现发现我我我我很很很很难评难评难评难评判判判判一些一些一些一些行行行行为为为为是粗是粗是粗是粗鲁鲁鲁鲁的的的的，，，，还还还还是是是是

有有有有礼礼礼礼貌的貌的貌的貌的。。。。    

非常同非常同非常同非常同意意意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5.15.15.15. 与与与与别别别别人交人交人交人交谈时谈时谈时谈时，，，，我我我我总总总总是集中在我自己的想法上是集中在我自己的想法上是集中在我自己的想法上是集中在我自己的想法上

面面面面，，，，而不而不而不而不管管管管别别别别人人人人可能在想什么可能在想什么可能在想什么可能在想什么。。。。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6.16.16.16. 与与与与语语语语言表言表言表言表达达达达的幽默相比的幽默相比的幽默相比的幽默相比，，，，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我更喜欢恶欢恶欢恶欢恶作作作作剧剧剧剧。。。。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7.17.17.17. 我活在我活在我活在我活在当当当当下下下下，，，，而不是未而不是未而不是未而不是未来来来来。。。。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8.18.18.18. 我小我小我小我小时时时时候喜候喜候喜候喜欢欢欢欢把肉虫子剖把肉虫子剖把肉虫子剖把肉虫子剖开开开开，，，，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会会会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样样样。。。。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9.19.19.19. 我可以很快地理解我可以很快地理解我可以很快地理解我可以很快地理解别别别别人人人人谈话谈话谈话谈话中的言外之意中的言外之意中的言外之意中的言外之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0.20.20.20. 我我我我对伦对伦对伦对伦理道德有很理道德有很理道德有很理道德有很强强强强的的的的个个个个人人人人看法看法看法看法。。。。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1.21.21.21. 我很我很我很我很难难难难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为为为为什么有些事什么有些事什么有些事什么有些事会会会会让让让让人人人人们们们们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难过难过难过难过。。。。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2.22.22.22. 对对对对我而言我而言我而言我而言，，，，从别从别从别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和想人的角度看事情和想人的角度看事情和想人的角度看事情和想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是件是件是件是件

容易的事容易的事容易的事容易的事。。。。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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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3.23. 我我我我认为认为认为认为懂懂懂懂礼礼礼礼貌是父母能教貌是父母能教貌是父母能教貌是父母能教给给给给孩子的最重要的孩子的最重要的孩子的最重要的孩子的最重要的

东东东东西西西西。。。。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4.24.24.24. 我我我我办办办办事事事事喜喜喜喜欢欢欢欢想起什么就去做什么想起什么就去做什么想起什么就去做什么想起什么就去做什么。。。。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5.25.25.25. 我很我很我很我很擅擅擅擅长长长长预测预测预测预测別人的感受別人的感受別人的感受別人的感受。。。。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6.26.26.26. 当当当当一群人中一群人中一群人中一群人中，，，，有人感到有人感到有人感到有人感到尴尴尴尴尬或者不尬或者不尬或者不尬或者不自在自在自在自在时时时时，，，，我我我我

能很快能很快能很快能很快觉觉觉觉察到察到察到察到。。。。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7.27.27.27. 假如我假如我假如我假如我说话说话说话说话冒犯到冒犯到冒犯到冒犯到了了了了別人別人別人別人，，，，我我我我认为认为认为认为那是別人那是別人那是別人那是別人的的的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8.28.28.28. 假如有人假如有人假如有人假如有人问问问问我是否喜我是否喜我是否喜我是否喜欢欢欢欢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发发发发型型型型，，，，就算就算就算就算我我我我不不不不

喜喜喜喜欢欢欢欢，，，，我也我也我也我也会会会会如如如如实实实实回答回答回答回答。。。。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9.29.29.29.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为为为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会会会会被一被一被一被一句句句句评语评语评语评语冒犯冒犯冒犯冒犯

到到到到。。。。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0.30.30.30. 別人別人別人別人总总总总是是是是说说说说我捉摸不定我捉摸不定我捉摸不定我捉摸不定。。。。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1.31.31.31. 在任何社交在任何社交在任何社交在任何社交场场场场合合合合，，，，我都喜我都喜我都喜我都喜欢欢欢欢成成成成为关为关为关为关注的焦注的焦注的焦注的焦点点点点。。。。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2.32.32.32. 看看看看別人哭泣別人哭泣別人哭泣別人哭泣,,,,我我我我不不不不会会会会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感到感到感到感到难过难过难过难过。。。。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3.33.33.33. 我喜我喜我喜我喜欢欢欢欢和和和和别别别别人人人人讨论讨论讨论讨论政政政政治治治治。。。。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4.34.34.34. 我我我我说话说话说话说话特特特特别别别别直直直直，，，，虽虽虽虽然我然我然我然我是是是是无无无无心的心的心的心的，，，，但但但但别别别别人人人人认为认为认为认为

这样说话这样说话这样说话这样说话很粗很粗很粗很粗鲁鲁鲁鲁。。。。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5.35.35.35. 通常我不通常我不通常我不通常我不觉觉觉觉得社交得社交得社交得社交场场场场合合合合会会会会困扰我困扰我困扰我困扰我。。。。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6.36.36.36. 別人常告別人常告別人常告別人常告诉诉诉诉我我我我, , , , 我很擅我很擅我很擅我很擅长长长长了解他了解他了解他了解他们们们们的感受和的感受和的感受和的感受和

想法想法想法想法。。。。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7.37.37.37. 与与与与别别别别人交人交人交人交谈时谈时谈时谈时，，，，我我我我倾倾倾倾向于向于向于向于谈论谈论谈论谈论与与与与对对对对方方方方有有有有关关关关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情情情情，，，，而不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我自己的。。。。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8.38.38.38.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动动动动物承受痛苦物承受痛苦物承受痛苦物承受痛苦时时时时, , , , 我我我我会觉会觉会觉会觉得很得很得很得很难难难难受受受受。。。。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9.39.39.39. 我我我我会会会会做做做做出出出出决决决决定定定定，，，，不不不不论论论论他人的感受如何他人的感受如何他人的感受如何他人的感受如何。。。。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0.40.40.40. 我必我必我必我必须须须须把把把把当当当当天天天天计计计计划的事情全部做完划的事情全部做完划的事情全部做完划的事情全部做完，，，，    否否否否则则则则我我我我

就就就就无无无无法放法放法放法放轻轻轻轻松松松松。。。。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1.41.41.41. 我我我我能能能能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地地地地知道別人知道別人知道別人知道別人对对对对于我所于我所于我所于我所说说说说的的的的话话话话是感是感是感是感

兴兴兴兴趣趣趣趣，，，，还还还还是是是是觉觉觉觉得得得得无无无无聊聊聊聊。。。。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2.42.42.42. 在新在新在新在新闻节闻节闻节闻节目中看到別人目中看到別人目中看到別人目中看到別人遭受痛苦遭受痛苦遭受痛苦遭受痛苦时时时时，，，，我我我我会会会会感到感到感到感到

难过难过难过难过。。。。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非常不非常不非常不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43.43.43.43. 我的朋友常我的朋友常我的朋友常我的朋友常会会会会跟我跟我跟我跟我倾诉倾诉倾诉倾诉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的的的的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 , , 因因因因为为为为他他他他

们说们说们说们说我很善解人意我很善解人意我很善解人意我很善解人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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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非常感非常感非常感谢谢谢谢您填您填您填您填写写写写完本完本完本完本问问问问卷卷卷卷。。。。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请请请请您花几分您花几分您花几分您花几分钟钟钟钟的的的的时间时间时间时间，，，，检检检检查是否回答了所有的查是否回答了所有的查是否回答了所有的查是否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44.44.44.44. 我能我能我能我能够够够够感感感感觉觉觉觉到我是否打扰到了別人到我是否打扰到了別人到我是否打扰到了別人到我是否打扰到了別人，，，，即使他即使他即使他即使他们们们们

并并并并没没没没有明有明有明有明说说说说。。。。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5.45.45.45. 我我我我经经经经常常常常开开开开始一始一始一始一个个个个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兴兴兴兴趣趣趣趣, , , , 但是很快但是很快但是很快但是很快就就就就厌烦厌烦厌烦厌烦

了了了了, , , , 然后又然后又然后又然后又将兴将兴将兴将兴趣趣趣趣转转转转移到了移到了移到了移到了别别别别的事物上的事物上的事物上的事物上。。。。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6.46.46.46. 有有有有时时时时候候候候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会会会会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我我我,,,,我的玩笑我的玩笑我的玩笑我的玩笑开开开开得太得太得太得太过头过头过头过头

了了了了。。。。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7.47.47.47. 玩玩玩玩大型大型大型大型过过过过山山山山车车车车的的的的话话话话，，，，我我我我会紧张过头会紧张过头会紧张过头会紧张过头的的的的。。。。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8.48.48.48. 别别别别人常人常人常人常说说说说我不敏感我不敏感我不敏感我不敏感，，，，虽虽虽虽然我不是每次都明白然我不是每次都明白然我不是每次都明白然我不是每次都明白别别别别

人人人人为为为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这这这么么么么说说说说。。。。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9.49.49.49. 如果我看到如果我看到如果我看到如果我看到团团团团体中有陌生人体中有陌生人体中有陌生人体中有陌生人时时时时，，，，我我我我觉觉觉觉得得得得努力努力努力努力融融融融

入入入入到到到到团团团团体体体体中中中中是他是他是他是他们们们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0.50.50.50. 看看看看电电电电影影影影时时时时,,,,    一般我都不投入感情一般我都不投入感情一般我都不投入感情一般我都不投入感情。。。。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1.51.51.51. 我喜我喜我喜我喜欢欢欢欢很有很有很有很有条条条条理理理理地地地地组织组织组织组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 , , 常常常常会会会会把我把我把我把我

需需需需处处处处理的理的理的理的琐琐琐琐事列出事列出事列出事列出来来来来。。。。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2.52.52.52. 我可以很快速地我可以很快速地我可以很快速地我可以很快速地、、、、直直直直觉觉觉觉性地体性地体性地体性地体会会会会到到到到别别别别人的感人的感人的感人的感

受受受受。。。。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3.53.53.53. 我不喜我不喜我不喜我不喜欢欢欢欢冒冒冒冒风风风风险险险险。。。。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4.54.54.54.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轻轻轻轻易判易判易判易判断断断断出別人想要聊的出別人想要聊的出別人想要聊的出別人想要聊的话题话题话题话题。。。。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5.55.55.55.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轻轻轻轻易看出易看出易看出易看出，，，，别别别别人是否掩人是否掩人是否掩人是否掩饰饰饰饰了他了他了他了他们们们们的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真正

情情情情绪绪绪绪。。。。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6.56.56.56. 做任何決定前做任何決定前做任何決定前做任何決定前, , , , 我我我我会会会会先先先先权权权权衡利弊衡利弊衡利弊衡利弊。。。。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7.57.57.57. 我我我我不用刻意地去想就可以弄清楚不用刻意地去想就可以弄清楚不用刻意地去想就可以弄清楚不用刻意地去想就可以弄清楚社交社交社交社交场场场场合的合的合的合的

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8.58.58.58. 我很我很我很我很擅擅擅擅长长长长预预预预料料料料別人下一步別人下一步別人下一步別人下一步要要要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9.59.59.59. 当当当当朋友遇到了麻朋友遇到了麻朋友遇到了麻朋友遇到了麻烦烦烦烦，，，，我往往我往往我往往我往往会会会会切切切切身地体身地体身地体身地体会会会会到朋到朋到朋到朋

友的种种心情友的种种心情友的种种心情友的种种心情。。。。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60.60.60.60. 即便是我不即便是我不即便是我不即便是我不赞赞赞赞同的同的同的同的观点观点观点观点，，，，我一般也能理解我一般也能理解我一般也能理解我一般也能理解别别别别人人人人

为为为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会会会那么想那么想那么想那么想。。。。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有有有有些些些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