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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风格简介风格简介
 

什么是行为态度？什么是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即为我们做出每个决定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想法、感受和情绪。它们有着看不见
的影响力，可以促进或激励我们；是对我们的偏好、选择和行动有着引导作用的内部因素。
我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我们所追求和渴望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行为态度的产物。它们是
我们身份的基本部分。

行为态度指数能够找出这些感情和价值观与人们所处环境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可用于衡量
感情和价值观。

尽管行为态度在我们做出日常选择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许多人并未清醒地意识到其行
为态度。它们是促使我们提出以下问题的隐形催化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在想什么？它
们同样是被认可时的基本愿望，可帮助我们做出重要决定以塑造我们生命的历程。在我们全
部人生里引导我们的主要行为态度表明，我们以不同程度重视下面每一项：

 

                               •  内在意识/精神 

                               •  社会/人道主义  

                               •  权力/政治  

                               •  经济/有形资产 

                               •  艺术/创新  

                               •  知识/能力水平

在实际态度不为人所知时，我们可以看到行为态度的结果。例如，想象一下，一
个人正在考虑是选择攻读美术学士学位还是艺术教育学士学位。例如，如果他们
选择美术，那么在这一选择中体现的最为强烈的行为态度是艺术方面。强烈程度
稍逊一筹的态度是追求知识的行为态度。根据他们所做的选择可见一斑。在这种
情况下，这个人主要受到其对个体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发自内心的尊重所激励。这
一行为态度成为他们决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即在他们权衡所做选择的利弊时比
其他因素更具影响力的一个因素。

当这个人向朋友解释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时，可能会说仅仅是“感觉”这是正确的选择，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做出简单或艰难决定时都会
涉及到数量可观的态度。一个人的职业选择是其行为态度最为明显的证明。但是，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态度影响较小的方面，例如，我们的
购买习惯。我们选择某个产品是否因为它最为实用，或者次要原因是其设计亦或是带给我们的感受呢？ 

确实，行为态度对人生选择、生产能力和工作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当选择与个人的行为态度保持一致时，则会在工作和生命中拥有更多的
热情和更大的成就感。 

有关行为态度的更多信息：有关行为态度的更多信息：

行为态度应该与您的目标和目的保持一致

了解行为态度可以更容易选择目标

您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所重视的行为态度方面

态度既与其他行为态度方面紧密配合（又与之抵触）

行为态度可以因情况和可用资源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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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概述
行为态度风格一览

 

I-SPEAK

首字母缩略词“I-SPEAK”代表以强调语气对某个人说话的六种不同风格。每种风格均诠释了通过您认为最能实现
自我的想法、任务和活动，按重要性排序您的动机、激情和精力投入的不同方式。I-SPEAK 是您工作热情的语
言。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相比于其他因素，我们的行动和我们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更为重要。I-SPEAK 旨在检查我们
的潜在激情和我们想要在工作中和工作外探索的欲望。

当某个人从事的任务符合其所重视的行为态度时，我们倾向于说他们“态度好”。相反，如果某个人从事的任务不
符合其主要行为态度时，我们将他们归类为“态度不佳”。职位目标与行为态度一致可以帮助您更积极地面对您的
工作。

“热情是能量。是一种力量，能让您专注于所喜爱的事情。热情是能量。是一种力量，能让您专注于所喜爱的事情。” - 奥普拉奥普拉·温弗瑞温弗瑞

I = 内在意识/精神成长 - 渴望平衡、和谐与自我提高

S = 社会/人道主义 - 渴望无私地帮助他人

P = 权力/政治 - 渴望处于支配地位或有影响力

E = 经济/有形资产 - 渴望财务安全或经济增长

A = 艺术/创新 - 渴望表达独特性或个性化

K = 知识/能力水平 - 渴望学习和深入理解

I - 内在意识内在意识/精神精神 S - 社会社会/人道主义人道主义 P - 权力权力/政治政治 E - 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 A - 艺术艺术/创新创新 K - 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

提高意识 帮助他人 影响他人 创造机会 表现自我 发现

带来内心平静 服务他人 人际关系 获得成功 灵感 研究

提供洞察力 拥护信仰 创造改变 建立在想法之上 创造 教授他人

平衡身心 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得到肯定 勤勉 独一无二 探讨话题

观察学说 积极主动 影响问题 坚定 与他人分享 学习

追求精神境界 影响原因 制定政策 拥有资源 别出心裁 充实他人

探索目的和热情 创造意识 改变观点 达到目标 创作新事物 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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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您的BAI风格风格
主要风格特征

 

Jane 的主要样式是的主要样式是 '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

 

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

渴望掌控权、信息和洞察力

 

 

知识/能力水平得分高者非常需要学习、了解和理解。其主要关注点是信息的积累和对知识的逻辑追求。这些人将努力研究各种课题，开发高
技术含量的技能组合，深入挖掘主题的细节。

 

最重要的是，他们寻求：最重要的是，他们寻求：

对周围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调查和深入研究寻求答案

终身学习

在智力上挑战自己

因其能力、准确性和知识广度而得到认可

 

高知识/能力水平行为态度通常意味着如饥似渴的读者，他们周围充满人力资源、材料和经验，这将提高他们对所选学科的熟悉度。这种动力
可能表现为对某一学科的深刻理解，或在各种学科中渴望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寻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其目标是成为所选领域的专
家，并尽可能地将自己沉浸在学习和学术追求中。
 

高知识/能力水平的个人并不总是对将其知识用于特定用途感兴趣。通常，他们只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而行动。他们井井有条，天生好奇，
并且自我指导。他们会被吸引到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花时间和从事工作的环境中。他们倾向于提出问题，抵制传统权威并寻求新的想法和
做事方式。

 

具有高知识/能力水平的人被吸引从事学术和智力活动。他们质疑但又持怀疑态度，他们重视信息高于重视直觉。研究人员和喜爱读书的人
通常坚定、顽强、富有见地。他们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学习新事物，他们深信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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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您的 BAI 风格风格
BAI 风格（续）

 

 

专属于领会了专属于领会了“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的人的品质的人的品质

一般特性：一般特性：

积累知识、进行研究、钻研主题

对解决问题、提出问题和制定理论具有浓厚兴趣

乐于进行深入交谈

对世界和人性的敏锐观察者

勇于提问

 

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很少有时间去顾及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尤其是那些受情绪支配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的专注性

经常陷入对细节的追求中，导致进度缓慢

对概念、系统和信息的兴趣可能超过对人的兴趣

专注性可以被看作是强迫性

具有完美主义倾向

 

与其他行为态度结合的特性与其他行为态度结合的特性

与高内在意识/精神成长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会寻求有关精神性、宇宙和更高力量的答案。

与高社会/人道主义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选择的研究主题将与他们内心深处的问题有关，尤其是与正义、公平和平等有关的事
业。

与高权力/政治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会通过成为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来寻求权力和认可。

结合高经济/有形的知识，他们将通过成为各自领域公认的专家来寻求财富。

与高艺术/创新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将研究艺术家、流派和重要的艺术运动，往往寻求更高的艺术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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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您的BAI风格风格
次要风格特征

 

Jane 的次要样式是的次要样式是 '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

 

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

渴望获得和储存财富

 

 

在经济/有形资产方面获得高分者通常比较务实、条理清晰、注重结果。他们展现出远见卓识的个性，拥有高瞻远瞩规划未来的能力。其目
标是通过积累财富或建立具体持久的项目来实现财务安全。他们认为，为了创造舒适而安全的未来就必须努力奋斗和有所舍弃。

 

最重要的是，他们寻求：最重要的是，他们寻求：

经济稳定

财务自由，可以充分体验、旅行和生活

衡量其成功的实际方法

未来财务安全

 

尽管试图将追求经济/有形资产的人视为金钱至上是很诱人的，但实际上，这样的人并不专注于金钱本身。相反，金钱和财产代表着一种安全
感和对未来的投资。实际上，大多数以金钱为驱动力的人都很无私。他们清楚，为了送孩子上一所好大学、度假或提供舒适的家庭生活，他
们需要财务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可能会因为工作而错过孩子的校园演出。他们可能会度过远离亲人的漫漫长夜。但这是他们为确保长
期幸福而愿意做出的牺牲。他们致力于财务报酬，正是对其个人生活进行前瞻性思考的结果。通常，这是对爱的真切表达。

 

对于某些人来说，金钱是用来跟踪其成就的一种衡量工具或衡量标准。这些人对基于金钱激励的工作薪酬体系做出积极反应。对于他人来
说，追求经济利益是对未来的投资。经济/有形资产行为态度是耐心、顽强和目标明确的个体标志。他们追求金钱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未
来的考虑。受唯物论激励的人不应被视为自私，而应被视为务实且以目标为导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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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您的 BAI 风格风格
BAI 风格（续）

 

 

专属于领会了专属于领会了“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的人的品质的人的品质

一般特性：一般特性：

耐心

自控力强

条理清晰

工作努力

受过程驱动，而不是受人员驱动

 

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可能是工作狂

可能被不公平地描述为贪婪

为获得将来的财务成功，而牺牲与亲人在一起的时间

目前生活困难

将财富视为地位和成功的主要指标

 

与其他行为态度结合的特性与其他行为态度结合的特性

与内在意识行为态度结合时，经济/有形资产冲动将被精神性和对超越物质繁荣以外重要的普遍真理的认识所抑制。

与高社会/人道主义行为态度结合时，做正确的事与获得物质利益同样重要。通过为自己创造财务上安全的未来，他们也可以创
造资源来帮助他人。

与高权力/政治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会将金钱和权力视为相互关联，使用一种去实现另一种。这些人更可能承担着财务风险。

与高艺术/创新行为态度结合时，他们将寻求创新的方法在财务上利用艺术成果，或将其资源投入到富有想象力的新项目。

与高知识/能力水平结合时，他们将通过成为其所在领域公认的专家来寻求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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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强度强度
 

内在意识内在意识/精神精神 - 较低较低

不受传统和习俗的约束。

始终探索新的想法和新的做事方式。

社会社会/人道主义人道主义 - 适中适中

富有同情心，但主要感兴趣的是为与家庭息息相关的事业做出贡献。

权力权力/政治政治 - 较高较高

享受他们能够掌控并成为领导者的机会。

把竞争和冲突视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 - 非常高非常高

金钱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极其重要。

地位被视为财富的副产品。

艺术艺术/创新创新 - 适中适中

艺术表现的需要被实际问题所抵消。

当情况需要时，他们会创造性地表达自己，但不会为自我表达寻找新的途径。

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 - 非常高非常高

单纯的为获取知识而追求知识，容易对感兴趣的话题着迷。

被他人视为“书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Very Low Low Average High Very High

Jane D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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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态度行为态度

I=15, S=25, P=40, E=50, A=25, K=55

BAI图图
 

Jane 的的BAI风格风格 :
     (主主) - 知识知识/能力水平能力水平
     (第二第二) - 经济经济/有形资产有形资产

 

 

您的行为态度指数图表您的行为态度指数图表

您的 BAI 图表提供了您对六种不同 I-SPEAK 风格进行优先级排
序方式的可视化表示形式。与每种风格的联系强度以 0 到 60
的连续数值表示。这个值与您在与这种行为态度相关的任务上
投入的精力有关。

低精力投入指的是您投入很少精力/很少有意愿把精力投入到由
这种行为态度驱使的任务中。高精力投入意味着您希望将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种行为态度所驱使的任务上。

 

数值在 0 到 12 之间被认为是非常低的精力投入

数值在 13 到 24 之间被认为是较低的精力投入

数值在 25 到 36 之间被认为是适中的精力投入

数值在 37 到 48 之间被认为是较高的精力投入

数值在 49 至 60 之间被认为是非常高的精力投入 

 

图表上某一种风格的得分越高，代表您对这种行为态度的积极性越高。最终，您在 I-SPEAK 风格中的分值越高，您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实
现这一方面所代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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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您的BAI风格的应用风格的应用
 

 

BAI 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工具：

通过了解您的行为态度风格，您就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当您以实际方式应用知识时，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通过行为态度传达信息：

自我成长

· 协助制定职业目标

· 理解多样性

· 创建协同团队

·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更多应用示例更多应用示例

您可能认识一个对老板不满意的人。他确信他能把事情做得更
好。他很纠结，因为他有很高的权力/政治行为态度，但却被置于
一个权力有限的位置。不仅仅是其老板让他受不了，还在于他完
全受老板约束的事实。其动力来自于独立的机会，当被赋予权力
时，他会茁壮成长。他可以利用这种意识成为个体经营者，或者
找到一个往上晋升的职位。

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工作看起来很出色，但另一个人可能会在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工作中工作，并感到失望。如果她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创新行
为态度需求未得到满足，她可能会找到更具创新性和创造力的方法，而不是执行别人创造的重复性任务。也许她可以要求更多的创造性项
目，提供创新的新解决方案，她可以带头，或个性化她的工作空间。

聘用具有低强度经济/有形资产风格的销售人员的招聘经理可能最终会无意间将其置于与自己的行为态度不符的位置。像这样的人可能很难
完成交易或要求获取金钱，因为他们可能专注于满足不同行为态度的需求。他们可能更注重与对方的联系，而不是从对方身上赚钱。这个
人很擅长建立长期的销售关系，但是和一个行为态度让他们更容易达成交易的同事合作可能会受益。

行为态度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而且可以向他人解释我们的理由。它还能让我们对那些行为态度与我们不同的人产生更大的
同理心。一个有高度内在意识/精神态度的丈夫可能会对他的工作狂妻子感到沮丧。对他来说，精神性是他观察世界的过滤器，他认为她过
于专注于有形事物。但是，如果他意识到她的行为态度，他可能会发现，她对经济/有形资产的高度关注不是为了它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
它所代表的东西 - 安全和旅行的机会，以及他们两人的体验。一旦他们能够理解彼此相互冲突的“行为态度过滤器”，他们就能开始对彼此的
立场产生更大的同理心。 

了解自身的行为态度，进而让您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明智的决定。它可以帮助您找到一个与您的基础相符的职业、伴侣、爱好或任务。它可
以帮助您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耗费您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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