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e Doe
風格: 挑戰者挑戰者

International PowerDISC with Action Plan
2021年1月20日

© 2021, PeopleKeys, Inc.® 1 / 16



 

 
您是否認識自信、中肯並希望守底線的人？

有些人強勢、直率、意志堅強。

此乃此乃D風格風格

 
 

您是否有朋友善於溝通且對遇見的所有人皆很友好？

有些人樂觀、友好、健談。

此乃此乃I風格風格

 
 

您是否有哪位家庭成員善於傾聽且具有團隊合作精神？

有些人沉穩、耐心、忠誠且務實。

此乃此乃S風格風格

 
 

您是否曾和喜歡蒐集事實和細節，並且有始有終完成所
有活動的人共事過？

有些人正統、敏感且善於分析。

此乃此乃C風格風格

 

介紹介紹
您的報告使用DISC性格系統。 DISC性格系統可被視爲行為的通用語言。 研究表明，行為特徵可分為四組。 類似風格的人往往表現出該風
格所共通的特定行為特點。 所有人都擁有這四種風格，但表現強度不同。 DISC是一個縮寫，即以四個字母代表個性風格：

 
D = 主導，推動者

I = 影響，鼓舞

S = 穩定，穩重

C = 正確，自覺

 

透過掌握DISC系統知識，您可深刻瞭解自己、家人、同事和朋友。 瞭解行為方式可幫助您成為更好的溝通者，最大限度地減少或防止衝
突，欣賞他人差異，並對週邊人產生積極影響。

 

日常生活中，您可透過行動來觀察行為風格，因為您每天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每種風格的人士互動。 想想您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您會發現
不同的個性展現在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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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可幫助您深入透析行為的四個維度。下圖可幫助您深入透析行為的四個維度。

 D = 主導主導 I = 影響影響 S = 穩定穩定 C = 自覺自覺

樂於探索樂於探索 控制性 認可 接受度 準確性

優勢優勢
管理
領導力
決心

喜歡說服他人
熱情
風趣

傾聽
團隊合作
堅持到底

規劃
系統
和諧

挑戰挑戰
不耐煩
不夠敏感
不善傾聽

不注重細節
無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
很少堅持到底

過於敏感
緩慢地開始行動
不喜歡變化

完美主義者
關鍵性
反應遲鈍

不喜歡不喜歡 效率低下
優柔寡斷

守規矩
複雜性

遲鈍
無耐心

混亂
不恰當

決定決定 果決 自發 賦予性 有條不紊

由於人的個性是由表現強度不同的四種行為風格組成，因此利用DISC圖可更為直觀地展示出個性風格。 DISC圖描繪了四種風格的表現強
度。 中線以上的所有點均表明特徵強度較高，而中線以下的點則表明DISC特徵強度較低。 透過DISC圖可即刻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和行為特
徵。

以下是您的三幅以下是您的三幅DISC圖，以及圖形之間差異的簡要說明。圖，以及圖形之間差異的簡要說明。

 

DISC圖圖1代表您的「公我」（面具）代表您的「公我」（面具）
此圖顯示別人眼中的「您」。 它反映了您如何看待您的環境要求，以及您對別人期望您如何行為的看法。

DISC圖圖2代表您的「私我」（核心）代表您的「私我」（核心）
此圖顯示您對壓力的本能反應，即面臨壓力或緊張時您最有可能做何反應。 這是您的本能反應。

DISC圖圖3代表您的「自觀我」（鏡像）代表您的「自觀我」（鏡像）
此圖顯示您感知您典型行為的方式。 這可被稱為您的自我感知。 雖然有時您可能不知道您面對他人時的行為，此圖顯示了您的典
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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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描述
瞭解您的風格

Jane之風格關鍵字為「挑戰者」。之風格關鍵字為「挑戰者」。

作為一個「挑戰者」風格的人，Jane對問題很敏感，並且在解決問題具有豐富的創造力。由於具有
強大決心，「挑戰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重大任務。Jane很有決心，並且可能具有較高的敏
銳度與快速反應能力。尋找問題的解決辦法時，「挑戰者」會審查並採取一切可能之途徑。專注於
專案時，他們顯示出很強的前瞻性。由於他們注重正確性，會抵消達成有形結果的驅動力。「挑戰
者」往往是完美主義者，為找到「最佳選擇」，他們在決策時或會搖擺不定。

「挑戰者」有時會顯得缺乏社交風度，甚至或會被視為過於冷靜和直率。他們更喜歡在自己能夠做
主的環境中單獨工作並表現出色。在個人關係中，Jane往往安靜和內斂，不容易信任他人。對於不
遵循公認正確做法的人，「挑戰者」通常毫無耐心，因為他們具有實現卓越成果的強烈願望。「挑
戰者」往往容易厭倦日常職責，需尋求於新專案中工作的機會。他們往往忽略他人情感，而專注於
手頭任務。如他們將在社會關係中給予溫暖視為一項重要任務，則會對他們十分有益。亦強烈建議
Jane多加思考開發團隊之價值，並作為堅實團隊的強有力領導者幫助提高生產力。Jane應努力與團
隊成員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並在考量他人意見和工作風格時多些耐心。

由於以任務為導向並受結果驅動，Jane與人討論問題時往往不投入感情。「挑戰者」具有創造性，
總會提前想好將來會做什麼，以及決定或會如何影響未來狀況。Jane很好奇，喜歡瞭解陌生事物的
細節和事實。

Jane具有領導團隊，及影響同事和朋友等其他人的能力。此人認真對待領導責任，通常可當機立斷
地做出重大決策。Jane充滿自信，而且別人會服從其作為領導者的天生能力。

Jane是一個深思熟慮且有愛心的人，喜歡與週邊人相處，讚賞關係並享受參與社交活動，但通常不
在意是否成為關注的焦點。Jane會尋求私人空間與社交活動之間的平衡，喜歡和幾位親密的朋友享
受安靜的夜晚，並視之為一種結合私人空間和社交活動的良好環境。

別人認為Jane多才多藝，並依賴他/她打破單調或常規的境況。此人往往較為個人主義，有時更為
偏好從事團隊外的工作。Jane甚至或會被視為「不安定」，總會迅速採取行動，從一件事轉至另一
件事。

由於Jane整潔有序，別人通常會認為其是一個實在人。此人需足夠的資訊做出決策，並會權衡利
弊。Jane或會對批評非常敏感，傾向於將情緒藏於心底。Jane喜歡在實施新專案前闡明預期，並將
遵循邏輯性過程以獲得成功結果。

自我意識強自我意識強

善於分析，有條不紊善於分析，有條不紊

善於解決問題善於解決問題

極其以任務為導向極其以任務為導向

一般特徵一般特徵

完成工作和專案完成工作和專案

擁有設計和實施解決方案的權威擁有設計和實施解決方案的權威

無需參與不必要的應酬或利用政無需參與不必要的應酬或利用政
治手腕治手腕

獲得實現成功所必要的工具獲得實現成功所必要的工具

動力來源動力來源

能夠設計和細化能夠設計和細化

有挑戰性的任務和活動有挑戰性的任務和活動

產生實效的專案產生實效的專案

認可其分析能力認可其分析能力

我的理想環境我的理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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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溝通
具有挑戰者風格

請記住，「挑戰者」可能想要：請記住，「挑戰者」可能想要：

有權威，促進成長的任務，堅持「底線」做法，取得進步的機會，能夠獨立工作

最懼怕的事：最懼怕的事：

他人的批評和利用

與「挑戰者」風格的與「挑戰者」風格的Jane溝通時，務必：溝通時，務必：

簡明扼要，直接，切中要害

詢問「什麽」以及「為何」

專注於任務和結果

就達成結果的方式提出建議，負責，解決問題

強調說明特色思路和辦法於邏輯方面的好處，認可其工作品質

贊同時同意事實和想法，而非個人

與「挑戰者」風格的與「挑戰者」風格的Jane溝通時，切勿：溝通時，切勿：

絮叨重複自己的觀點

專注於問題

在關係早期即表現出喜愛社交的一面

一概而論，或無法為觀點提供支援性證據

分析資訊時，「挑戰者」風格的分析資訊時，「挑戰者」風格的Jane或會：或會：

希望獨自處理，不願諮詢他人

忽視人的因素，以事實為依據做出決定

忽視別人的意見

提供創新且進步的系統和想法

激勵特徵激勵特徵

激勵性目標：激勵性目標：統治，探索獨特的解決方案

評價他人的方式：評價他人的方式：自己設定的標準、表達或進步思想

影響他人的方式：影響他人的方式：競爭，在開發體系時設定節奏

對團隊的價值：對團隊的價值：發起變化和改進，質疑自滿狀態

過度使用：過度使用：直率和批評

對壓力的反應：對壓力的反應：暴躁，厭惡常規程序，獨裁，缺乏同情心

最懼怕的事：最懼怕的事：無影響力，挫敗

需改進的方面：需改進的方面：展示溫暖關懷；更注重語言表達和團隊合作；採用「說服而非闡述」的做法

擁有知識，但缺乏智
慧。

- Alfred Lord Tennyson

溝通溝通
具有挑戰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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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溝通
具有挑戰者風格

對團隊的價值：對團隊的價值：

有底線的組織者

分析能力

不怕做出不受歡迎的決定；果決

有效地達成結果

「挑戰者」在團隊中擁有以下積極特徵：「挑戰者」在團隊中擁有以下積極特徵：

天生的領導人

善於解決危機的專制管理者

獨立自主

自律

創造性地達成結果

關注目標

細緻且直接

克服障礙

提供指引和領導

身體力行地表現「言出必果」

願意表達意見

將經驗與實踐知識相結合

無懼挑戰

可妥善處理繁重工作

「挑戰者」的個人成長空間：「挑戰者」的個人成長空間：

努力成為「積極」的傾聽者

周到考量其他團隊成員之想法，直至大家達成共識

減少統治慾且更平易近人

更加欣賞他人的意見、感情和慾望

將更多精力投入個人關係中；顯示出對其他團隊成員之支援

花時間解釋自己觀點和建議的「原因」

您或會有很棒的想法，
但如您不能理清思路，
則您的想法絕不可能變

爲現實。

- Lee Iacocca

溝通溝通
具有挑戰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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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溝通技巧
與他人相關

您的您的D和和C繪製於中線以上，因此您的風格關鍵字為「挑戰者」。繪製於中線以上，因此您的風格關鍵字為「挑戰者」。

下一節使用各類形容詞來描述您的DISC風格於圖上大致的繪製位置。該等描述性詞彙輿圖上數值
大致關聯。

D - 衡量通常情況下您果決、權威和直接的程度。描述您「衡量通常情況下您果決、權威和直接的程度。描述您「D」項強度的詞彙包括：」項強度的詞彙包括：

強有力強有力充滿力量；強大；有力
承擔風險承擔風險 願意冒險

喜愛冒險喜愛冒險 興奮或危險的舉動

果決果決 處理糾紛、問題等

好奇好奇 傾向於詢問很多問題；好奇心旺盛

I - 衡量通常情況下您健談、令人信服和互動的程度。描述您「衡量通常情況下您健談、令人信服和互動的程度。描述您「I」項強度的詞彙包括：」項強度的詞彙包括：

退縮退縮離群索居；害羞；矜持；抽象
沉默寡言沉默寡言 沉默或不願溝通；不願説話；矜持

S - 衡量您對安全及和平的渴望程度以及您參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描述您「衡量您對安全及和平的渴望程度以及您參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描述您「S」項強度的詞彙包」項強度的詞彙包
括：括：

不安寧不安寧 不能休息或放鬆；不輕鬆；不安靜
注重改變注重改變 願意改變；喜歡多樣化
自覺自覺 憑自然感覺行動，不自我設限

活躍活躍 活動多；感情丰富；忙碌；快速

C - 衡量您對結構、組織和細節的渴望程度。描述您「衡量您對結構、組織和細節的渴望程度。描述您「C」項強度的詞彙包括：」項強度的詞彙包括：

恪守傳統恪守傳統 認可習慣，或遵循習慣

客氣客氣 有禮貌且慷慨
認真負責認真負責 一丝不苟；極其努力地確保正确性

高標準高標準 擁有強有力的價值體系

改變的惟一方式是改變
理解。

- Anthony De Mello

溝通技巧溝通技巧
與他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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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溝通技巧
您如何與人溝通

您如何與人溝通您如何與人溝通

請返回本報告之「溝通」部份，查閱針對您特定風格的溝通「務必」和「切勿」内容。查閱自己的
溝通偏好或會令您大吃一驚，或會確認您已知的事實。無論哪種情況，您皆可以書面形式瞭解您的
溝通特徵。在同事、朋友與家人之間共享時，該等資訊非常有用。現在，其他人或能意識到，某些
方法對您的風格無效，而其他方法則使您非常受用。同樣重要的是，您現在知道，說話的方式與説
話的内容同等重要。遺憾的是，我們通常傾向於以我們願意的方式，而非他人偏好的方式進行溝
通。

您的風格主要是「您的風格主要是「D」風格」風格，意即您喜歡接收告訴您結果之資訊。但是，將同樣的資訊傳送至客戶
或同事時，您或需向其提供確切的事實，或僅是最終結果，或告知他們如何參與解決方案，以及我
們需要作為一個團隊協同合作。

本報告的下一節討論您的風格如何與其他三項主導風格溝通。有些風格天然地溝通良好，而有些風
格則似乎難以相互融合。由於您已擅長說自己的「母語」，因此，我們將會研究如何最好地與使用
其他三種主導語言的人溝通。

下一節會對主導「D」風格尤其有用，因爲較之其他人，您在溝通中往往更爲咄咄逼人。

您行為風格的相容性您行為風格的相容性

兩名「D」只要相互尊重，並渴望作爲一個團隊共同實現預先設定之目標，便可相處得很好。必須
小心，不要彼此過度競爭或統治慾過強。

「D」喜歡「I」，因為「I」天生是「D」的鼓勵者。有時，「I」在工作中不會像「D」那樣以任
務爲導向，除非「D」瞭解「I」在達到最終結果方面的影響力和價值。

「D」和「S」通常能很好地協同工作，因為「S」不會威脅「D」，而且一般會努力達到預期目
標。有時「D」的個人關係會很緊張，因為他有時會過於以任務為導向和驅動。

「D」和「C」在一起必須要小心，「D」不能太出風頭，而「C」不能太注重細節。然而，「D」
需要「C」對細節的關注，但有時亦很難有效傳達該需要。

言語是心靈的鏡子，人
們說話時即在展現自

我。

- Publilius Syros

溝通溝通
與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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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技巧溝通技巧
您行為風格的相容性

「「D」如何能夠增強與各種風格的互動」如何能夠增強與各種風格的互動

D與與D

如能相互尊重，您往往會認爲對方有幹勁、富有遠見、積極、有競爭力且樂觀。因此，只要共同商
定要實現之目標，雙方便可集中精力且非常有效地處理手頭任務。如互不尊重，則您會傾向於認爲
對方愛爭辯、獨裁、傲慢、霸道、緊張和倉促。

處理關係的技巧：雙方均須努力實現相互尊重和溝通，如將此作為待實現之重要目標，會對雙方大
有裨益。另外，您須努力瞭解對方權威的領域和邊界，並尊重該等邊界。

D與與I

您往往會認爲I以自我為中心、膚淺、過於樂觀、頭腦簡單、過於自信且漫不經心。您不喜歡被
I「出賣」。您以任務爲導向，因此I不置可否和一概而論的態度會使您心煩意亂。

處理關係的技巧：您應儘量友好，因為I讚賞個人關係。儘量多多讚美。聽取他們的想法，認可他
們的成就。

D與與S

您會認为S被動、冷漠、麻木不仁、佔有欲强、自滿且感情不外露。D傾向於認爲S行事緩慢。他們
往往會認爲您的方法對抗性強，而具有較強S風格的人很難接受此方法，您快速的行動和思維節奏
或會導致对方做出被動且強有力的回應。

處理關係的技巧：避免催促他們；認可具有較強S風格之人所完成的出色工作及其誠意。對其表示
友好，他們欣賞關係。應儘量儘力變得更隨和，如能自我調整至穩健節奏，則將在關係中減少不必
要的摩擦。

D與與C

您傾向於認为C過分依賴、拐弯抹角、防禦心强、太專注於細節、過於謹慎且容易擔憂。D常常認
爲具有較強C風格之人過度分析，且容易糾結於細節。

處理關係的技巧：放慢節奏，以明確且詳儘之方式提供資訊，並提供儘可能多的事實。在討論中，
應瞭解C或會表達與細節相關的疑惑、憂慮和疑問。消除潛在威脅。在要求C做決定之前，應儘量
容許其花時間考量問題和細節。

溝通僅對真正致力於溝
通的人方有效。

- John Powell

提高提高
溝通

Jane D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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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溝通
工作表

溝通技巧工作表溝通技巧工作表
圖形的變化反映了您的應對方法。 環境的變化會對人的個性產生深遠影響。 通常情況下，因壓力或環境變化，人們從圖一至圖二會發生顯
著變化。 透過認識這兩幅圖形之間的差異或變化，我們可瞭解我們本能的應對機制，並指引我們如何於未來更好地適應壓力。

説明： 您的每幅圖形皆展示了您個性的不同方面。 仔細看看其中變化，獲得寶貴見解。 請參考這兩幅圖形（如有必要，將其用作概覽圖
中的參考資料）。 比較這兩幅圖形上的D、I、S、和C點。 最後，請閲讀答案分析，並考量您的環境如何影響您的決策、動機、行為和口
頭訊息。

D變化變化:

比較圖1和圖2。 在圖2中，您的「D」點高於還是低於圖1中的「D」點？ 考量字母向高點或低點移動的幅度。 值升高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
下，此人希望獲得更多控制權。 如D大幅上升，表示您或會在面臨壓力時要求獲得更多控制權。 值降低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下，此人希望
獲得更少控制權。 如D大幅下降，表示您或會希望別人帶領您，而您會服從其領導。

I變化變化:

比較圖1和圖2。 在圖2中，您的「I」點高於還是低於圖1中的「I」點？ 考量字母向高點或低點移動的幅度。 值升高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
下，此人希望獲得更多社會影響力。 如I大幅上升，表示您或會試著使用您的溝通技巧來消除歧見。 值降低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下，此人
希望獲得更少社會影響力。 如I大幅下降，表示您較少依賴口頭方式達成決議。

S變化變化:

比較圖1和圖2。 在圖2中，您的「S」點高於還是低於圖1中的「S」點？ 考量字母向高點或低點移動的幅度。 值升高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
下，此人希望獲得更安全的環境。 如S大幅上升，表示您或傾向於避免任何衝突並堅持等待，直至出現更有利之環境再進行任何變動。 值
降低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下，此人無需更安全的環境。 如S大幅下降，表示您在決策時更為衝動。

C 變化變化:

比較圖1和圖2。 在圖2中，您的「C」點高於還是低於圖1中的「C」點？ 考量字母向高點或低點移動的幅度。 值升高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
下，此人希望在做出決定前瞭解更多資訊。 如C大幅上升，表示您或希望獲得更多資訊，然後再做決定。 值降低表明在壓力大的情況下，
此人在做出決定前無需瞭解更多資訊。 如C大幅下降，表示您或會憑直覺做出決定。

您哪一點的上升或下降幅度最大？您哪一點的上升或下降幅度最大？ 在您如何應對壓力這一問題上，這説明了什麽？在您如何應對壓力這一問題上，這説明了什麽？

您的應對方法可幫助您還是阻礙您做出決策？您的應對方法可幫助您還是阻礙您做出決策？ 在應對壓力時，您如何使用該等資訊來幫助您發現可能存在的盲點？在應對壓力時，您如何使用該等資訊來幫助您發現可能存在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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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DISC™
您的領導力優勢

影響影響 - 高度發達

當需要有人擔任領導時，您即是那個「挺身而出」的人。他人瞭解您的優勢，並且知道您擁有很強
的管理能力和洞察力。由於您充滿魅力和熱情，許多人皆願意跟隨您。雖然有時顯得有點咄咄逼
人，但您的公平態度和人際交往能力很快使他人瞭解，您希望所有相關人員皆發揮出最佳水平。

指揮指揮 - 高度發達

您可能剛選擇監督另一專案的實施，尤其是時間緊迫的專案。您的團隊重視您的工作操守。有時您
或會顯得有點冷漠，但您對細節的關注和您的內在驅動力使別人尊重您，並瞭解您對團隊的巨大價
值。試著花些時間去瞭解其他團隊成員，為建立關係所花的時間不會白白浪費。

處理中處理中 - 好

您能夠構思想法或專案，並且從始至終堅持完成。雖然您喜歡不斷變換角色和職責，但會堅持滿足
需要所必須的例行程序。

选派选派 - 高於平均

您有能力以符合邏輯之方式看待實際情況，並重新安排事情使之更高效地運作。您注意最細微的細
節，並掌控專案收尾工作。您週邊的環境整潔高效，而且如別人效仿，您會表示欣賞。

建立建立 - 好

您更願意在您有經驗且獲得切實成果的領域持續工作。有時您喜歡放慢步伐，確保在完成一項專案
後再啓動另一項。

堅持堅持 - 高於平均

別人喜歡和您一起工作，因為您做事總會超出份內工作，使整支團隊表現出色。您會堅持採用親力
親為的做法，並讓別人明顯看出您是團隊中的一員。

涉及涉及 - 尚可的

有時，開展有意義的對話似乎是例行公事，而您不會讓別人知道您的個人私事。您進行的大多數談
話往往是「閒聊」，但您容許自己的生活裡有幾個親近的人。

爲實現有效領導，發展
良好的溝通技巧絕對必
要。領導者必須能夠分
享知識和想法，並向他
人傳達緊迫感和積極
性。如領導者不能清楚
地獲知訊息並激勵他人
采取行動，那麽是否掌
握訊息甚至無關緊要。

- Gilbert Ame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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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感知公共感知

D=1.93, I=-2.75, S=-1.9, C=0.26

壓力感知壓力感知

D=5.66, I=0.76, S=-3.21, C=1.35

鏡像鏡像

D=3.4, I=-1.28, S=-3.33, C=1.12

評分資料評分資料
圖形頁面

 

個性風格圖個性風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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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說明頁圖形說明頁
 

這三幅圖形各自揭示了不同環境條件下行為的不同快照。在既定環境中，圖1顯示「公我」；圖2顯
示「私我」；圖3顯示「自觀我」。

這三幅圖形或快照的定義詳述如下。這三幅圖形或快照的定義詳述如下。

圖1 -
面具，公我面具，公我 

他人所預期的行為他人所預期的行為 

每個人皆是依據其認爲他人對自己行爲的期望採取行動。此行為是公我，即投射給他人的性
格。有時，人們的真我與公我並無區別。然而，公我恰似一個面具，或與「真」人截然不同。
圖1是依據性格系統中「最符合」選擇繪製而成，因此改變的可能性最高。

圖2 -
核心，私我核心，私我 

面對壓力做出本能反應面對壓力做出本能反應 

每個人皆從以往經驗中學會如何反應，因此，人們接受與自己相關的行為。在面對壓力或感到
緊張時，該等曾經習得的行為會表現得更爲顯著。該等行爲屬於自然且根深蒂固的反應，因此
最不可能改變。人們在壓力下的行為或會完全不同於其在圖1和圖3中的行為。圖2是依據性格
系統中「最不符合」選擇繪製而成，因此改變的可能性最低。

圖3 -
鏡像，自觀我鏡像，自觀我 

自我形象，自我認同自我形象，自我認同 

每個人皆以特定的方式設想自我。圖3顯示了對於自我、自我形象或自我認同的心理圖形。圖3
將人們從以往經驗中學到的回應方式與從環境中汲取的目前預期行為相結合。人們的看法或會
發生改變，但通常是在環境要求不斷變化的基礎上漸進發生。圖3依據圖1與圖2之間的差異繪
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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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說明頁圖形說明頁
續

不同的圖形表示改變或轉變不同的圖形表示改變或轉變
如圖1與圖2不同，則表示環境要求迫使此人做出與其本質或本能行為極不相稱的行為。在這
種情況下，此人試著修正其行為，以滿足環境要求，且最有可能感到壓力。

如圖1與圖2不同，但與圖3類似，則表示此人已能夠在無需改變其核心之前提下成功地改變
其行為，以滿足環境要求。此人或會對圖3中所示的行為（自觀我）感到相當自在，而且可
能不會感到有壓力。

如圖1與圖3不同，則表示此人可能試著改變行爲，以迎合新環境的要求，並且此人處於成長
期（會感覺些許不適）。在此調整期間，此人的行為或會產生波動。

類似的圖形表示要求極少變化類似的圖形表示要求極少變化
認爲目前環境要求（圖認爲目前環境要求（圖1）與其過去（圖）與其過去（圖2）要求相似之個人需略微改變其自我認知（圖）要求相似之個人需略微改變其自我認知（圖3）。這或是）。這或是
因爲下列任一因素：因爲下列任一因素：

目前環境所要求的行為與過去的要求類似。

此人控制別人對他/她的要求。

目前環境所要求的行為與過去的要求不同。然而，此人未改變行為，而是選擇增加風格。為
此，此人選擇與其風格互補之人士交往，從而獲得綜合優勢。

您的風格關鍵字挑戰者您的風格關鍵字挑戰者(DC)和本報告之內容均來自圖和本報告之內容均來自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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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改善人際關係的技巧

善於組織 以目標為導向

對錯誤容忍度低 把握大局

不注重細節 尋求務實的解決方案

草率做出決定 迅速行動

激勵採取行動 沉溺於任務/工作中

嚴守時間和計畫 忽視他人和感受

堅持高標準，完美主義者 堅持且一絲不苟

井然有序且組織性強 規劃時間過長

更偏好分析，而非實踐 看到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富有創意且足智多謀 十分難以取悅

Jane之行動計畫之行動計畫
本工作表係幫助您和定期與您交往之他人進行有效溝通的工具。 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您最大限度地
提高您的優勢，並將潛在局限性之影響降至最低。 它反映了與您的總體風格相通的、與工作相關
的一般特徵，而並非直接來自您的圖形。

在本部份中，您將有機會與同事、僱主、朋友、配偶等一起坐下來評估您的個性風格，以使您向熟
悉您的人尋求反饋意見。 完成本部份評估時並不一定要有其他人在場，但這樣做是有益的。 如您
想要向他人尋求反饋，則可列印出報告，向其展示。

說明說明:
第第1步：步： 下列項目是您及您最親密的聯絡人需要一同反思的領域。 列印出報告後，請將本頁交給
瞭解您的其他人（同事、團隊成員、教師、家庭成員、朋友），並要求其閱讀每個項目。 他們應
考量其是否認爲相關項目可用於形容您的特徵。 然後，在各項目旁勾選「是」或「否」。 鼓勵進
行開放式對話，且應討論任何盲點（您所未知的個性方面）。 由於溝通是雙向行爲，建議雙方互
相填寫對方的工作表。

 

人是思想的產物。 思
想塑造性格。

- Mahatma Gandhi

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改善人際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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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續

第第2步：步：現在，請選擇最有可能受益於集中註意力的三個項目。 討論並確定具體成果以及達成成果
所需的合理時間限度。 在所提供的空格中填寫詳情，以及有助於實現具體成果的備註。 設定一個
日期（從現在起的60-90天），屆時與您的聯絡人討論，以審查您的進步。 與您一同完成此評估的
人對您的成長至關重要，他/她應幫助您，確保您對您的計畫負責。

1. 我將重點關注的首個項目:

審查日期:

 

我將針對該項目於未來60至90天採取的具體行動:

 

需處理的具体問題
 

2. 我將重點關注的第二個項目:

審查日期:

 

我將針對該項目於未來60至90天採取的具體行動:

 

需處理的具体問題
 

3. 我將重點關注的第三個項目:

審查日期:

 

我將針對該項目於未來60至90天採取的具體行動:

 

需處理的具体問題
 

我們終身都在持續塑造
我們的個性。 如我們
完全瞭解自己，便沒有
存活的必要了。

- Albert Camus

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改善人際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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