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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向性
享受参与群体活动的程度

外向性: 享受积极参与群体活动的时间。

中向性 (E=)内向性 (E-) 外向性 (E+)

探索者: 丰富的想象力； 喜欢理论/挑战; 欢迎变革与多样性；是一名实验者。

保守者 (O-) 探索者 (O+)适中者 (O=)

O: 创新性
对变革的开放程度

协商者: 能发现问题的双面；追求妥协甚至双赢。

挑战者 (A-) 协商者 (A=) 顺从者 (A+)

A: 顺从性
顺从他人的程度

专注性: 拥有强烈的成功意愿；自律与组织性强，谨慎，不容易分心。

灵活性 (C-) 专注性 (C+)均衡性 (C=)

C: 执着性
完成目标的驱动力

N: 平稳性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有韧性的: 可以处理很大的压力；很少担心；很少把情绪表现出来；通常很冷静。

有韧性的 (N-) 易反应的 (N=) 过分反应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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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平稳性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有韧性的 (N-) 可以处理很大的压力；很
少担心；很少把情绪表现出来；通常很
冷静。

易反应的 (N=) 可以处理适当的压力，冷静，担忧
和一些愤怒会交替出现。

过分反应的 (N+) 对压力非常敏感；担
忧现状；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显露出
情绪。

N1: 焦虑烦恼
感受担忧的程度

从不担忧 (N1-) 惯常担忧 (N1+)有时担忧 (N1=)

N2: 性情脾气
感受愤怒的频率

脾气急躁 (N2+)脾气温和 (N2=)惯常冷静 (N2-)

N3: 观点目光
对现状的理解

乐观主义 (N3-) 悲观主义 (N3+)现实主义 (N3=)

N4: 应变能力
从压力中恢复所需要的时间

迅速恢复 (N4-) 缓慢恢复 (N4+)正常恢复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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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外向性
享受参与群体活动的程度

中向性 (E=) 能均衡安静、独处的时间和积极参
与群体活动的时间。

内向性 (E-) 喜欢安静；可能的情况
下，喜欢独处或者只与几个亲密的朋友
在一起。

外向性 (E+) 享受积极参与群体活动的时
间。

E1: 感染方法
向别人展示积极感受的程度

总是展现积极的感受 (E1+)有时展现积极的感受 (E1=)从不展现积极的感受 (E1-)

E2: 团队取向
喜欢与他人相处的程度

喜欢单独学习 (E2-) 喜欢一起学习 (E2+)有时求助别人 (E2=)

E3: 节奏步伐
保持活跃的程度

从不活跃 (E3-) 有时活跃 (E3=) 总是活跃 (E3+)

E4: 领导能力
领导别人的程度

有时领导他人 (E4=) 总是追求领导力 (E4+)从不追求领导力 (E4-)

容易信任别人的程度

E5: 信任依靠

惯常多疑 (E5-) 惯常信任 (E5+)普遍信任 (E5=)

有时用语圆滑 (E6=)直率并且坦诚 (E6-) 总是用语圆滑 (E6+)

E6: 圆滑机智
说话时的小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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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富想象力
创造思路和计划的程度

从不创造，通常实施 (O1-) 经常创造 (O1+)有时创造 (O1=)

O2: 兴趣范围
思维深度

崇尚简朴 (O2-) 追寻深度 (O2+)平衡繁简 (O2=)

O3: 创新改革
接受变革的程度

一直抗拒变革 (O3-) 通常欢迎变革 (O3+)有时接受变革 (O3=)

O4: 聚焦程度
对处理细节的耐性

专注导向 (O4-) 通常抗拒细节 (O4+)有时专注细节 (O4=)

O: 创新性
对变革的开放程度

适中者 (O=) 处于两者中间, 均衡对多样性和例
行事物的需求。

保守者 (O-) 务实且脚踏实地；喜欢熟悉
的事物；对于多样性和改变要求很
低；注重细节。

探索者 (O+) 丰富的想象力； 喜欢理论/挑
战; 欢迎变革与多样性；是一名实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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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顺从性
顺从他人的程度

挑战者 (A-) 有竞争性；有进取心；多
疑；意志坚定；自我保护性强。

协商者 (A=) 能发现问题的双面；追求妥协甚至双
赢。

顺从者 (A+) 乐于接受团队的意见；宽
容、迁就、容易被培育成长。

A1: 服务导向
殚精竭虑为他人服务

以己为尊 (A1-) 以人为尊 (A1+)取舍施与受之平衡 (A1=)

A2: 顺应依从
处理矛盾的驱动力

好胜心强 (A2-) 和睦共处 (A2+)协商者 (A2=)

A3: 谦恭礼让
对被认可的渴望程度

渴望高度认同 (A3-) 对被认同抗拒 (A3+)有时希望认同 (A3=)

A4: 畅所欲言
向他人发表意见的欲望

畅所欲言 (A4-) 保留意见 (A4+)适度表达意见 (A4=)

定制报告： Sample Person
日期： 14 6 2017

  School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常模：U.S.

© 2017 PARADIGM PERSONALITY LABS. ALL RIGHTS RESERVED. 页码 3



C: 执着性
完成目标的驱动力

灵活性 (C-) 随心所欲，能同时轻松处
理多项任务或挑战。

专注性 (C+) 拥有强烈的成功意愿；自
律与组织性强，谨慎，不容易分心。

均衡性 (C=) 倾向争取学习与休闲时间的均衡；野
心不强。

C1: 彻底精神
完美主义

非完美主义者 (C1-) 完美主义者 (C1+)偶尔是完美主义者 (C1=)

C2: 组织结构
井井有条的组织程度

通常杂乱无章 (C2-) 高度井井有条 (C2+)适度井井有条 (C2=)

C3: 雄心壮志
对成功的欲望

不愿成为第一 (C3-) 经常要成为第一 (C3+)有时想成为第一 (C3=)

C4: 集中专注
注意力的持久性

容易分心 (C4-) 有时集中 (C4=) 全神贯注 (C4+)

C5: 章法秩序
需要计划的程度

率性而为 (C5-) 计划周详 (C5+)有时计划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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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焦虑烦恼
从不担忧 有时担忧 惯常担忧

N2: 性情脾气
惯常冷静 脾气温和 脾气急躁

N3: 观点目光
乐观主义 现实主义 悲观主义

缓慢恢复正常恢复迅速恢复

N4: 应变能力

有韧性的 (N-) 易反应的 (N=) 过分反应的 (N+)

N: 平稳性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E1: 感染方法

E2: 团队取向

E3: 节奏步伐

E4: 领导能力

E5: 信任依靠

E6: 圆滑机智

E: 外向性 
享受参与群体活动的程度

从不展现积极的感受 有时展现积极的感受 总是展现积极的感受

喜欢单独学习 有时求助别人 喜欢一起学习

从不活跃 有时活跃 总是活跃

总是追求领导力有时领导他人从不追求领导力

惯常多疑 普遍信任 惯常信任

总是用语圆滑有时用语圆滑直率并且坦诚

内向性 (E-) 中向性 (E=) 外向性 (E+)

O1: 富想象力
从不创造，通常实施 有时创造 经常创造

O2: 兴趣范围
崇尚简朴 平衡繁简 追寻深度

O3: 创新改革
一直抗拒变革 有时接受变革 通常欢迎变革

通常抗拒细节有时专注细节专注导向

O4: 聚焦程度

O: 创新性
保守者 (O-) 适中者 (O=)对变革的开放程度 探索者 (O+)

灵活性 (C-) 均衡性 (C=) 专注性 (C+)

C1: 彻底精神
非完美主义者 偶尔是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C2: 组织结构
通常杂乱无章 适度井井有条 高度井井有条

C3: 雄心壮志
不愿成为第一 有时想成为第一 经常要成为第一

C4: 集中专注

计划周详有时计划率性而为

C5: 章法秩序

C: 执着性

容易分心 有时集中 全神贯注

完成目标的驱动力

- - (7%) - (24%)

0 35 45 55 65 100

(38%) ++ (7%)+ (24%)

A1: 服务导向

A2: 顺应依从

A3: 谦恭礼让

A4: 畅所欲言

A: 顺从性
顺从他人的程度

以己为尊 取舍施与受之平衡 以人为尊

好胜心强 协商者 和睦共处

渴望高度认同 有时希望认同 对被认同抗拒

保留意见适度表达意见畅所欲言

挑战者 (A-) 协商者 (A=) 顺从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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