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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firstname 类型通过关键字类型通过关键字“守法者守法者”来表示。来表示。

Jane具有守法者的风格，为了完成事情，会把消遣和业务混淆在一起。守法者是坚定的个体，他们喜欢人际交往，但也能照顾到细节。由
于守法者想要事情被周全地顾到，他们可能完成项目以保证正确性和完整性。Jane本质友善，喜欢与人交往，但这并不表示忠诚。守法者
仔细地估计人际关系和任务。他们的结盟表面上会迅速地从一个人或任务转换成另一个。他们经常忽略了仔细计划，并在没有充分考虑的
情况下跃进项目。

守法者可能要对别人的需要更敏感一些。他们在业务和快乐上是自发的，但不是随意的。Jane要求正确性，非常清楚最后期限。守法者宁
可自己行动，也不愿意等待别人去完成那个工作。他们被最后的期限所驱使，想要快速的得到结果。他们会顽强地工作去解决问题。Jane
渴望精确度与敏锐的思想融合。

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守法者是固执已见的。在压力下，他们会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顾别人的观点。他们也会支配项目，不允许别人参与。守
法者希望与别人能清楚简明地沟通。他们思维敏捷，具有创造力。Jane总是向前看新的东西，喜欢冒险。

Jane是一位非常有创意的人，经常愿意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有自我推动力，并且经常以快捷的步伐完成目标。Jane喜欢新的挑战，
甚至在压力下往往能够很轻易地作出决定。

Jane是一名热情、外向的人，并喜欢与别人有高数量的交流。在困难的情况中，Jane会很容易找到一线希望，而且他/她通常喜欢尝试新事
物。此人有影响同事的才能，而且被视为是天生的沟通者。他人会发觉Jane容易接近，并且喜欢与他/她建立友善、坦诚的和谐关系。

Jane被别人视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而他们会依赖他/她去破除单调乏味或平淡的局面。此人趋向个人化，有时更喜欢在团队以外行事。
Jane甚至可能被视为坐立不安和趋于很快地从一件事物转移到另一件事物的人。

Jane通常被别人视为是务实的，而且他/她是整齐、有条理的。此人需要足够的信息去作决定，并且会斟酌利与弊。Jane对批评可能敏感，
而他/她会趋于把情感内在化。Jane在他/她还没有承担新的项目之前，会喜欢先澄清期望，然后依据逻辑性的进程去获取成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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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一般特征一般特征

天生的领导者和演说家

可以准确地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

有影响力和带头作用

精力充沛、性格外向；积极乐观

对团队的重要价值对团队的重要价值

精力充沛；领导者和思想家

非常有活力；可推动活动的进行

可游刃有余地完成多个任务

非常果断，在危急关头尤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方面需要注意的方面

可能会过分嚣张

冲动，在受到攻击时非常喜欢争论

对其他人没有耐心；太挑剔

急于求成

最害怕的事情最害怕的事情

被人利用；失去控制

激励方法激励方法

能够领导和带领其他人

承担风险和制定决策的权力

不要有太多平凡而琐碎的任务

受到同事的赏识和称赞

其他人认可他们所做的一切

理想环境理想环境

充满竞争并且有所奖励的环境

非程式化的、充满挑战性的任务和活动

能够领导其他人

没有过多的约束、监管以及琐碎的问题

根据成绩而不是方法进行个人评估

切记，守法者需要：切记，守法者需要：

权力；各式各样的活动；威信；自由；晋升机会；提高自己的机会；赞赏。

在与在与 |firstname 沟通时，守法者会：沟通时，守法者会：

讨论结果而不是过程

讨论方法而不是问题

关注业务；时刻紧记他们要达到的目标

提供一些有关实现目标、管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建议

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事情的主要部分；他们非常有远见

认同事实和理念而不是认同某个人

意识到他们需要社交活动以及收到成效

在与在与 |firstname 沟通时，守法者不会：沟通时，守法者不会：

漫不经心；让他们自己谈

退而求其次

只关注问题

悲观退缩

关注过程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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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提出异议

在与在与 |firstname 分析情况时，守法者会：分析情况时，守法者会：

忽略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

不权衡利弊

不考虑其他人的意见

提供一些非常新而且非常先进的体系和理念

守法者在团队中具有以下正面特征：守法者在团队中具有以下正面特征：

天生的领导者

独断专行的管理者，在危急关头尤为明显

直接而果断

在完成任务方面非常具有创新意识

精力主要放在实现目标上

出色的沟通者

可以克服重重障碍；总是抱有一线希望

指导和领导其他人

带动组员实现他们的目标

喜欢畅所欲言；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

总是很乐观

喜欢迎接挑战，无所畏惧

可以承担风险

可以看清事物的本质

可以处理多个项目

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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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征性格特征

性格性格

在做合适的工作时，守法者期望状态良好。他们是友善和乐观的。他们有出色的口才，在使别人确信方面表现优异。守法者使用事实支持
他们的立场，同时用他们的魅力和坚持的风格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反应。守法者希望能准时、正确地完成工作。他们有很强竞争力，对自己
尽力做的事很乐观。他们工作的质量始终是优秀的。

守法者能同时处理多个行动。他们在自己介入的技术领域里非常熟练。他们喜欢细节，但是不想因细节而减慢他们的项目。守法者特别有
效率，是注重行动导向的。信奉：不要只谈论-做它!节奏慢和谈论太多会让守法者感到厌烦。他们需要对周围人切实需要更加敏感，因为安
全对他们来说不是必需品。

在压力下，守法者体现出好竞争的一面。他们喜欢注重事实和信息影响，同时使用他们出色的口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为他们解决问
题，涉及到找到一个系统的突破困境方法去决定困境的本质，。他们是有分析能力的，使用事实，而不是情感，去在各种情况下指导他
们。他们遵循既定的规则，当别人不遵守时他们会被搅扰。他们想要完组织和完全。

激励目标：质量；只要高质量地完成工作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评价其他人的方式：语言沟通
影响其他人的方式：工作效率；表达技巧 
对团队的重要价值：完成多个任务的能力；以质量为先；推动任务的完成 
使用过度：对现状不满；冲动 
压力反应：冲动；鲁莽 
最害怕的事情：很差的工作质量；遭到拒绝 
需要改进的方面：更敏感一些；对待其他人的需要更灵活一些；让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想法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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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问题面试问题
 

标准问题标准问题
你将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称之为什么？
你如何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压力？
能不能简单地描述一下你的上一位经理或雇主？

公众公众: 中间优势中间优势 (D)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根据你的表述，虽然你渴望改变现状，但是在任务一成不变时，你也会稳定地发展下去。 当你从日复一日的任务中感觉不到任何激情
时，你如何适应这种情况？

营收成果对你的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达到这样的成果时所用的方法也异常重要。 你认为你的成果和方法之间具有怎样的 关
系？ 是不是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 请说明原因。

公众公众: 中间影响中间影响 (I)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让人感到开心。 根据你的表述，你可以与一些很容易拒绝别人或很难相处的人处得非常好。 对于处理冲突以
及激励那些情绪消极的人，你的方法是什么？

根据你的表述，你喜欢群体环境，但是这需要执行重要任务。 你如何排列这些目标的优先级以及如何跟踪实现这些目标？ 你如何管
理做事爱拖延而且话太多的同事？

公众公众: 中间安全性中间安全性 (S)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根据你的表述，你更喜欢可预测的环境，但是也可以应对突发状况。 假设你稳定的工作环境突然发生重大改变。

根据你的表述，你可以有效地协调前后两种环境之间的冲突。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你是如何使敌对的双方达到双赢的局面的？

公众公众: 中间顺应性中间顺应性 (C)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有时候你必须从你的上司那里听取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在过去的工作中，你学习、发扬或利用这些非常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提高自身优势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你的上司常常会问你对他们为你设定的目标满不满意。 但是有时他们也会问你愿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 你能不能描述
一下你必须担任团队或组织内的领导职务时的情况？

个人个人: 中间优势中间优势 (D)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个人个人: 中间影响中间影响 (I)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个人个人: 中间安全性中间安全性 (S)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个人个人: 中间顺应性中间顺应性 (C)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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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镜像: 中间优势中间优势 (D)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镜像镜像: 中间影响中间影响 (I)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镜像镜像: 中间安全性中间安全性 (S)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镜像镜像: 中间顺应性中间顺应性 (C)

你可能要问的问题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请参阅前面列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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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识公众意识

D=-0.19, I=0.72, S=0.31, C=0.26

压力意识压力意识

D=2.55, I=0.76, S=-4.25, C=0.3

镜像镜像

D=1.14, I=0.36, S=-2.69, C=0.25

评分数据评分数据
图表页

 

性情风格图表性情风格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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