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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ult Autism Spectrum Quotient  

AQ test 成人版 (16歲以上適用) 

 

說明： 

以下有 4 題例題以及 50 題的正式題，您不需要回答例題，但請務必回答正式題中

的每一題。請您細心地閱讀每一題的陳述後，圈選出每一題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

度，圈選的方式如例題所示。 

例題： 

1. 我樂於冒風險。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  我喜歡玩棋盤遊戲(如：西洋棋、象 

棋、或大富翁等)。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 學習彈奏樂器對我而言很容易。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 我對外國或其他的文化著迷。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正式題： 

1. 與其獨立完成事情，我比較喜歡跟

別人一起合作。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 我比較喜歡一直沿用同樣的方法

來做事情。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 當我試著想像某事時，我腦海中很 

容易就出現畫面。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 我經常太強烈地投入於一件事，而 

忽略了其他的事情。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5. 我經常注意到別人沒察覺到的微

小聲音。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6. 我常注意車子的車牌或類似的一

連串的訊息。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7. 雖然我認為我說的話是有禮貌

的，但是別人還是經常告訴我我說

了不禮貌的話。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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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我閱讀故事時，我可以輕易地想

像故事人物的樣子。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9. 我對日期著迷。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0. 在社交聚會中，我可以輕易地保持

對不同的人的談話內容的注意力。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1. 參與社交場合對我而言很容易。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2. 我傾向注意別人沒察覺到的細節。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3. 與其去參加派對，我還比較喜歡去

圖書館。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4. 瞎編故事對我而言很容易。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5. 我發現自己對於人的興趣遠超過

對於事情的興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6. 我傾向有強烈的興趣，而當我不能

去做我感興趣的事情時，我會生

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7. 我喜愛社交閒談。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8. 當我說話時，別人不是很容易能插

得上話。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9. 我對數字著迷。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0. 當我閱讀故事時，去猜測故事中人

物的意圖對我而言很困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1. 我並不特別喜愛閱讀小說。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2. 交新朋友對我而言很困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3. 我總是會注意各種事物的模式。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4. 與其去博物館，我還比較喜歡去戲

院。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5. 如果我每天的生活作息被打亂

了，我也不會生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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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經常發現我不知如何使對話持

續下去。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7. 當有人跟我說話時，我能很輕易地

察覺言外之意。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8. 我通常比較專注於大局，而非小細

節。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29. 我不擅長記住電話號碼。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0. 我通常不會注意到環境中或是人

的外表的細微改變。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1. 我知道如何辨別別人是否已厭倦

聽我說話。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2. 同時做兩樣以上的事情對我來說

是容易的。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3. 當我講電話時，我不太確定什麼時

候該我接話。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4. 我喜愛隨興地做事情。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5. 我常常是最後一個理解笑話中笑

點的人。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6. 我可以看別人的表情就輕易地猜

出他們的想法或感覺。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7. 當被打擾後，我可以很快地轉換回

被打擾前在做的事。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8. 我擅長社交閒談。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39. 別人常告訴我我總是重複地說同

樣的事。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0. 兒童時期我喜愛與玩伴玩假裝性

質的遊戲。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1. 我喜歡蒐集事物類別的相關資訊 

(例如：有關車子類、鳥類、火車類

或植物類的資訊) 。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2. 我很難去想像成為另外一個人是

什麼樣子。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3. 我喜歡仔細地計劃我參與的任何

一項活動。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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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喜愛社交場合。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5. 猜測別人的意圖對我而言很困難。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6. 新的局勢會讓我焦慮。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7. 我喜愛認識新朋友。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8. 我是個善於交際的人。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49. 我不擅長記住別人的生日。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50. 跟兒童玩假裝性質的遊戲對我而

言很容易。 

完全     稍微    稍微      完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