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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6 6 2017

定制化报告： Sample Person

常模： 美国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C: 执着性
目标驱动

专注: 
倾向以勤劳、自律且可靠的方式达成目标。思维的运作像是一个序列处理器，以直线且连续的方式进行，处
理完一件事情后才进行下一件事情。有很强的意志力去达成目标，总是作好准备而且井井有条。妥善管理时
间以完成预订的目标。可能被视为工作狂、专横的、强迫的、挑剔的、顽固或没弹性的人。

灵活 (C-) 平衡 (C=) 专注 (C+)

62

A: 顺应性
顺从他人的程度

协商者: 
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竞争和合作的情境中转换，通常提倡双赢的策略。有清晰的个人意识，既不依赖也非独立
。无论是身为团队成员或独立工作者都能有好表现。当试图帮助意见对立的双方达成共识时，最坏的情况可
能被视为骑墙观望的人。

挑战者 (A-) 协商者 (A=) 顺从者 (A+)

51

O: 创新性
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程度

探险者: 
倾向于拥有多样化的兴趣。喜欢前沿科技和战略性的想法。寻求新的体验，思考未来。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战
略思想家、一个有创意、想像力丰富或有艺术性的人。可能比大多数人思想开明，喜欢钻研理论和概念。可
能会被视为不切实际且容易厌倦的人。

保守者 (O-) 适中者 (O=) 探险者 (O+)

59

E: 外向性
忍受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的程度

居中者: 
能轻松地在与人一起工作和一个人单独工作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和其他人在一起太长时间或一个人工作太
长时间都会觉得不满意。对来自工作环境的感官刺激有适度的敏感性。对外向者而言，自己似乎是个内向的
人；但对内向者的同事而言，自己可能看起来像是外向的人。

内向者 (E-) 居中者 (E=) 外向者 (E+)

49

N: 稳定性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有弹性: 
倾向于冷静、沉着地处理有压力的工作情境。通常不会有什么压力感受。即便压力产生时，也能轻松应对。
能迅速进入问题解决状态，以理性的、分析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有可能看起来太放松、不在意、不敏感或不
觉察。有可能没有把重要的问题或有压力的情境看得很严重或认真对待。

有弹性 (N-) 部分反应性 (N=) 完全反应性 (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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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报告： Sample Person

日期： 16 6 2017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常模： 美国

N: 稳定性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有弹性 (N-): 
倾向于冷静、沉着地处理有压力的工作情境
。通常不会有什么压力感受。即便压力产生
时，也能轻松应对。能迅速进入问题解决状
态，以理性的、分析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有
可能看起来太放松、不在意、不敏感或不觉
察。有可能没有把重要的问题或有压力的情
境看得很严重或认真对待。

38

部分反应性 (N=): 
通常倾向于处在冷静、沉着的状态，但一些突如其来的事
情、难题及有压力的情况会造成一些担心、愤怒、沮丧或
其他紧张的反应。对工作压力的耐受力处于中等水平。有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危机事件中恢复到常规活动或进
入问题解决状态。

完全反应性 (N+): 
倾向以警觉、关切或激动的方式应对工作压力
。可能比他人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压力，常常在
团队中扮演警报器的角色。可能会去承担别人
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压力情境下，别人可能会
觉得你担忧、焦虑、紧张、愤怒或沮丧。在继
续正常工作或解决问题之前需要时间让自己恢
复调整过来。

N1: 焦虑
体验到担忧、烦恼的倾向

低焦虑 (N1-)
大部分时间处于轻松的状态

中焦虑 (N1=)
有时候为一些事情担心

高焦虑 (N1+)
常常担忧

35

N2: 紧张度
感到生气的频率

低紧张度 (N2-)
通常是冷靜平和的

中紧张度 (N2=)
偶尔是激动愤怒的

高紧张度 (N2+)
经常激动愤怒的

51

N3: 解释方式
怎样解释形势

低解释性 (N3-)
乐观的解释方式

中解释性 (N3=)
注重实际的解释

高解释性 (N3+)
悲观的解释方式

40

N4: 恢复时间
从压力情境中恢复所需的时间

低恢复时间 (N4-)
能快速恢复情绪

中恢复时间 (N4=)
需适量时间恢复情绪

高恢复时间 (N4+)
需较长时间恢复情绪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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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6 6 2017

定制化报告： Sample Person

常模： 美国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E4: 支配性
愿意主动领导他人的倾向

低支配性 (E4-)
不喜欢领导他人

中支配性 (E4=)
承担部分领导他人所需的责任

高支配性 (E4+)
乐于承担领导他人所需的责任

63

E3: 活力
需要持续处在活动状况的倾向

低活动性 (E3-)
喜欢独处

中活动性 (E3=)
保持中等程度的活力

高活动性 (E3+)
喜欢让肢体保持在动态的情况

46

E2: 社交性
喜欢与他人互动的程度

低社交性 (E2-)
较喜欢自己单独工作

中社交性 (E2=)
有时喜欢与他人一起工作

高社交性 (E2+)
较喜欢与他人一起工作

46

E: 外向性
忍受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的程度

内向者 (E-): 
偏好单独工作。通常是个严肃、多疑、安静
且不张扬的人；喜欢书面沟通甚于口头沟通
。享受不被打扰地处理个人的工作任务。在
他人眼里，可能是个有点酷、疏离或难以捉
摸的人。也可能看起来像是个孤僻的人。较
喜欢只有少量感官刺激、不需要很多行动/
活动的工作环境。

49

居中者 (E=): 
能轻松地在与人一起工作和一个人单独工作两种状态中来
回切换。和其他人在一起太长时间或一个人工作太长时间
都会觉得不满意。对来自工作环境的感官刺激有适度的敏
感性。对外向者而言，自己似乎是个内向的人；但对内向
者的同事而言，自己可能看起来像是外向的人。

外向者 (E+): 
较喜欢处在人群中且参与活动。天生健谈、热
情、善交际、易相信他人而且喜欢找乐子。可
能成为工作团队中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通
常对大量的感官刺激和密集的会议安排感到舒
适自在。可能被视为多话者；可能因为想主导
对话而缺乏聆听技巧。

E1: 热情度
对他人表达积极情感的程度

低热情度 (E1-)
压抑积极情感

中热情度 (E1=)
表达部分积极情感

高热情度 (E1+)
表达许多积极情感

36

E5: 信任他人
容易相信他人的程度

低信任他人 (E5-)
不相信他人

中信任他人 (E5=)
有点信任他人

高信任他人 (E5+)
非常信任他人

44

E6: 世故性
说话时的用字谨慎度

低世故性 (E6-)
说话时不特别考虑其结果

中世故性 (E6=)
说话时适度地选择用字遣辞

高世故性 (E6+)
小心地选择恰当的言辞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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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O4: 注意风格
对处理细节的忍受程度

低整体性 (O4-)
注意细节

中整体性 (O4=)
在必要时重视细节

高整体性 (O4+)
喜欢整体观而不喜欢注意细节

49

O3: 变化性
容易接受改变的倾向

低变化性 (O3-)
想要维持现有方法

中变化性 (O3=)
某些时候可以接受改变

高变化性 (O3+)
容易接受改变及创新

61

O2: 复杂性
将事情复杂化的倾向

低复杂性 (O2-)
喜欢简化、单一

中复杂性 (O2=)
喜欢兼具简化及复杂的平衡

高复杂性 (O2+)
喜欢复杂

62

O: 创新性
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程度

保守者 (O-): 
倾向专注于一个工作、主题或学科领域并拥
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倾向于脚踏实地、关
注当下。工作方法是实际、富于战术性且有
成效的。对重复性的工作感到舒适。有可能
会被视为保守、思路狭窄、刻板、不灵活的
人。较喜欢采用被证实可行的或传统的做事
方法。

59

适中者 (O=): 
在创造力上居中。较偏实际派；但如果证据具有说服力，
也会考虑使用新的做事方法。通常并不因创造力或好奇心
而著称，但仍能显现其创造力及好奇心。可能会采纳别人
一个不错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扩展。既欣赏创新也注重
效率，但非属于任一极端。

探险者 (O+): 
倾向于拥有多样化的兴趣。喜欢前沿科技和战
略性的想法。寻求新的体验，思考未来。可能
认为自己是个战略思想家、一个有创意、想像
力丰富或有艺术性的人。可能比大多数人思想
开明，喜欢钻研理论和概念。可能会被视为不
切实际且容易厌倦的人。

O1: 想象力
创新的倾向

低想象力 (O1-)
喜欢执行计划

中想象力 (O1=)
喜欢开创及执行计划

高想象力 (O1+)
喜欢开创计划及点子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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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6 6 2017

定制化报告： Sample Person

常模： 美国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A4: 保留性
向别人表达自己意见的倾向

低保留性 (A4-)
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保留性 (A4=)
有时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高保留性 (A4+)
不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50

A3: 谦逊性
期望被公开赞扬的程度

低谦虚性 (A3-)
渴望被公开赞扬

中谦逊性 (A3=)
喜欢适度的被公开赞扬

高谦逊性 (A3+)
不喜欢被公开赞扬

69

A2: 宜人性
处理冲突的驱力

低宜人性 (A2-)
接受冲突

中宜人性 (A2=)
寻求解决冲突

高宜人性 (A2+)
寻求和谐

38

A: 顺应性
顺从他人的程度

挑战者 (A-): 
与人相处时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强硬、自我保护、坚持，富有竞争性或攻击
性。通常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为了保护自身
利益且确保自己是对的或可以获胜会提出很
难回答的问题。可能无法接受未经证实的信
息。在他人眼里，可能是个有敌意的、无礼
的、自我中心的、顽固的人或非团队合作者
。

51

协商者 (A=): 
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竞争和合作的情境中转换，通常提倡双
赢的策略。有清晰的个人意识，既不依赖也非独立。无论
是身为团队成员或独立工作者都能有好表现。当试图帮助
意见对立的双方达成共识时，最坏的情况可能被视为骑墙
观望的人。

顺从者 (A+): 
在和人相处时表现得宽容、随和和接纳。常依
从他人，在他人眼里是个乐于助人的、容易被
影响的、提倡和谐的团队合作者。一般而言，
经常让他人获胜或承认对方是对的。对他人而
言，有时是个天真的、服从的、回避冲突的、
依赖的或无原则的人（因为妥协、退让）。

A1: 顾及他人
为他人忍受不便的倾向

低顾及他人 (A1-)
较关心自己的需要

中顾及他人 (A1=)
关心他人及自己的需要

高顾及他人 (A1+)
较关心他人的需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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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报告： Sample Person

日期： 16 6 2017 常模： 美国

Workplace Big Five Profile™ 4.0

C3: 内驱力
追求成功的驱动力

低内驱力 (C3-)
满足于现有成就

中内驱力 (C3=)
需要一些多于现状的成就

高内驱力 (C3+)
渴望更多的成就

48

C: 执着性
目标驱动

灵活 (C-): 
倾向于以放松、随性且开放的方式达成目标
。能游刃有余地同时承担多项任务、参与多
个项目及设定多个目标。大脑像个并行处理
器，能不停地转换当下处理的任务。有可能
出现拖延现象。有时可能被视为对责任漫不
经心、杂乱无章或生产力比别人低的人。

62

平衡 (C=): 
通常能保持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思维的运作既像
并行处理器又像序列处理器，能在不同任务间切换也能直
线运作。可能比“灵活者”更有抱负；但相较于“专注者
”，较倾向于享受悠闲。有时会因为当下不同的需要暂时
中断对目标的专注力。

专注 (C+): 
倾向以勤劳、自律且可靠的方式达成目标。思
维的运作像是一个序列处理器，以直线且连续
的方式进行，处理完一件事情后才进行下一件
事情。有很强的意志力去达成目标，总是作好
准备而且井井有条。妥善管理时间以完成预订
的目标。可能被视为工作狂、专横的、强迫的
、挑剔的、顽固或没弹性的人。

C5: 计划性
需要做多少计划

低计划性 (C5-)
无计划就采取行动

中计划性 (C5=)
有一些计划才行动

高计划性 (C5+)
凡事经过仔细规划

66

C1: 完美主义
力求完美

不追求完美 (C1-)
不追求完美

中完美主义 (C1=)
有时会追求完美

高完美主义 (C1+)
不停地追求完美

56

C2: 系统性
保持事物井然有序的程度

低系统性 (C2-)
接受无条理和无组织

中系统性 (C2=)
保持适当的组织性

高系统性 (C2+)
凡事注重条理及组织

59

C4: 专注性
注意力的持续性

低专注性 (C4-)
容易转换注意力到其他工作

中专注性 (C4=)
可在完成一工作前转换注意力到其他工作

高专注性 (C4+)
偏好先完成一工作任务后再转换至另一工作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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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弹性 (N-): 部分反应性 (N=) 完全反应性 (N+)

38

对压力的反应程度

N: 稳定性

N1: 焦虑
大部分时间处于轻松的状态 有时候为一些事情担心 常常担忧

35

通常是冷靜平和的

N2: 紧张度
经常激动愤怒的

51

偶尔是激动愤怒的

N4: 恢复时间
能快速恢复情绪 需适量时间恢复情绪

37

需较长时间恢复情绪

乐观的解释方式

N3: 解释方式 40

悲观的解释方式注重实际的解释

保守者 (O-): 适中者 (O=) 探险者 (O+)

59

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程度

O: 创新性

O1: 想象力
喜欢执行计划 喜欢开创及执行计划 喜欢开创计划及点子

54

喜欢简化、单一

O2: 复杂性
喜欢复杂

62

喜欢兼具简化及复杂的平衡

O4: 注意风格
注意细节 在必要时重视细节

49

喜欢整体观而不喜欢注意细节

想要维持现有方法

O3: 变化性 61

容易接受改变及创新某些时候可以接受改变

挑战者 (A-): 协商者 (A=) 顺从者 (A+)

51

顺从他人的程度

A: 顺应性

A1: 顾及他人
较关心自己的需要 关心他人及自己的需要 较关心他人的需要

51

接受冲突

A2: 宜人性
寻求和谐

38

寻求解决冲突

A4: 保留性
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时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50

不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渴望被公开赞扬

A3: 谦逊性 69

不喜欢被公开赞扬喜欢适度的被公开赞扬

内向者 (E-): 居中者 (E=) 外向者 (E+)

49

忍受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的程度

E: 外向性

E1: 热情度
压抑积极情感 表达部分积极情感 表达许多积极情感

36

较喜欢自己单独工作

E2: 社交性
较喜欢与他人一起工作

46

有时喜欢与他人一起工作

E4: 支配性
不喜欢领导他人 承担部分领导他人所需的责任

63

乐于承担领导他人所需的责任

喜欢独处

E3: 活力 46

喜欢让肢体保持在动态的情况保持中等程度的活力

E5: 信任他人
不相信他人 有点信任他人 非常信任他人

44

说话时不特别考虑其结果

E6: 世故性
小心地选择恰当的言辞

62

说话时适度地选择用字遣辞

灵活 (C-): 平衡 (C=) 专注 (C+)

62

目标驱动

C: 执着性

C1: 完美主义
不追求完美 有时会追求完美 不停地追求完美

56

接受无条理和无组织

C2: 系统性
凡事注重条理及组织

59

保持适当的组织性

C4: 专注性
容易转换注意力到其他工作 可在完成一工作前转换注意力到其他工作

73

偏好先完成一工作任务后再转换至另一工作

满足于现有成就

C3: 内驱力 48

渴望更多的成就需要一些多于现状的成就

C5: 计划性
无计划就采取行动 有一些计划才行动 凡事经过仔细规划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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