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决策
基本报告

生涯指引测量你的独特设计中的四个关键领域: 人格、兴趣、技能、价值观，并提供无价的资讯

Jane Doe

JaneDoe@yahoo.com

此工具的目的是进行自我发现。 它的设计宗旨是帮助人们识别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格优势以及 他们的潜在职业兴趣、技能和价值观。
职涯指引调查不应用于识别、诊断或治疗心理、精 神健康和/或医学问题。 使用者对任何因使用此自我发现辅助手段而做出的行为或
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通过使用此职涯指引在线评估，您明确放弃任何性质的针对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及 其关联公司或学
校和/或其咨询师的、因使用本评估而引起或与该等使用行为相关的所有主张。

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Inc. Career Direct® 在线 (Career Direct® Online) 是由 冠 冕 财务 事工 (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Inc.) 发的。
Career Direct Complete Guidance System 是一个商标，而 Career Direct、Crown 的皇冠型标志、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和 Crown 设计都是

Crown Financial Ministries 公司的注册商标。 其他所有的商标均为 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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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Jane，使用此报告的基本原则就是当人们的职业符合自己的人格、兴趣、技能、价值观时，他们通常更享受工作，而且更容易获得成功。  因
此，底下你的四个关键领域的回馈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无价的资讯。请仔细考量所有的关键领域后，再做出职业选择。

报告的结果并不会直接给出你应该就业的工作，而是提供帮助你了解自己的独特性和可能适合你的工作种类的必要资讯。这种概括式做法比较
好，因为一般来说会有数个相似的职业符合个人的兴趣和天赋。

更加了解你的详细报告

基本报告让你开始走上正确的途径，但是你可以从生涯指引评量中得到更多，只要你升级为详细报告或是高级报
告。

两个选项都包含详细报告、行动计画、额外资源，但是高级报告提供一对一的职业生涯谘询，顾问会为你解说报
告并帮助你识别其对你的未来的意义!

升级我的报告结果

1. J. 霍兰德 (1959) 霍兰德职业类型论，谘商心理学学刊， 6(1),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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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Jane, 在本部分，“人格”这一术语描述了一个人天生的行为方式。 比如，一些人天生就非常有条理、 一丝不苟，而有的人则比较自然和散漫。 同
样，有些人喜欢冒险，而有些人天生小心谨慎。

以下列表为你的六项人格因素，从你最显著的因素至最不显著的人格因素。

1. 喜欢冒险
敢于冒险、雄心勃勃、有竞争力和总是被挑战吸引。

2. 外向
开朗，天生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 您热情并善于人际交往。

3. 有创新精神
非常有创造力。 您特别喜欢酝酿并表达新的想法，寻求心理挑战。

4. 认真负责
准确、有组织、有准备。 由于您喜欢条理性和可预测性，您自然而然会遵守规则。

5. 服从 / 支配 (中间范围)
愿意成为领导者或追随者，适应形势的需求。

6. 超然 / 有憐悯的 (中间范围)
有礼貌和善于给人支持，但能够客观地对待人和事。

人格的六大因素

服从

内向

超然

松散自由

小心谨慎

因循守旧

支配 (5)

外向 (14)

有憐悯的 (2)

认真负责 (6)

喜欢冒险 (14)

有创新精神 (9)

30 20 10 5 mid 5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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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兴趣
Jane，兴趣是寻找符合你个人设计的职业领域的最重要因素，你可以考虑的最高排名领域为:

1. 管理/销售
该职业组以与业务相关的活动为中心，如管理、销售、制定营销策略以及创办并经营企业。

2. 体育运动
喜欢本职业组的人往往对运动很感兴趣，不管是将其作为全职工作还是业余爱好。

3. 国际
从事本职业组的人士具有前往国外旅行或工作、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往以及使用多种语言交流的强烈欲望。

4. 法律/政治
喜欢该职业组的人士通常都拥有希望影响他人思想和看法的强烈愿望。

兴趣 职业范例

管理/销售 营销代表, 采购, 业务主管, 房地产经纪人

体育运动 运动训练师, 裁判, 专业体育星探, 体育经纪人

国际 驻外国记者, 外语教师, 翻译员, 外国传教士

法律/政治 律师, 律师助理, 政治学家, 仲裁人

技能和能力
Jane, 当您评估潜在的职业领域和工作的时候，对您的技能的了解将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获得从事某件工作而自然而然产生的个人快乐，非常关
键的一点就是要把您的工作和您最擅长的技能相匹配。

身体协调性、身体和手眼协调性、运动。

外语流利、适应跨国文化和传统。

1. 运动 非常高 (100)
0 50 100

2. 跨文化 非常高 (88)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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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
在选择你的特定工作或领域中的职位时，请记得以下的工作环境价值观。

1. 稳定性
您喜欢稳定不变、行程固定、无意外惊喜的工作环境。 您看重的是有规律地上下班、稳定的工资以及一成不变的工作计划表。

2. 挑战
您需要解决棘手问题并处理风险性事务的机会.  寻找困难任务和障碍进行攻克。 争论并不是问题，因为您喜欢在存在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

你会想要能提供这些成果的工作。

1. 领导力
您在对人和资源负责的职位上感觉很自在。 您习惯负责、告诉他人该做些什么、以及为团队做出决策。 您的工作应该包括领导团队朝着共
同目标努力的机会。

2. 职业发展
您对提供明确的职业岗位晋级的工作感兴趣。 您喜欢通过扩大自身所负的责任和权威在公司内不断晋升。 寻找能够提供让您作为专业人士
成长和发展的工作环境。

整体来说，你所接受的任何职位都需要先考虑过你的人生价值观。

1. 家人
您的家人非常关心您，您也希望能在他们需要您的时候照顾他们.  您非常重视是否有空且能够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之中.  对您来说，能够与家
人一起度过相当多的时光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应该成为您进行职业选择时的一个考虑因素。

2. 朋友
交朋友并维持友谊是您的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您喜欢与亲密朋友共度时光，在他们需要您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并且建立和发展新的友
谊。 您所看重的生活方式是：能够让您抽空远离责任束缚，并且与亲密朋友和熟人共度时光。

前4大整合价值观优先顺序

人生的价值观

工作环境

工作成果

人生的价值观
工作环境
工作成果

人生的价值观

1. 家人
2. 朋友
3. 成就
4. 诚信

工作环境

1. 稳定性
2. 挑战
3. 独立
4. 旅行

工作成果

1. 领导力
2. 职业发展
3. 高收入
4.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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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等级和得分
各部分的评分等级建立在标准得分的基础上，而标准得分是根据大量受雇于各种职业的接受调查者的回答而得出的。 这些等级为您提供了一种直
观的与其他典型美国劳动者的得分相比较的方式。 这些等级也让我们更容易地发现就业趋势。 所使用的等级示例如下。

在以上的的条形图例子中，显示出不同的人格范围。范围是从左边的30分到中间的0分，再到右边的30分，平均分数是0（中间范围）。对于每个
因素，三分之一的人得分在右侧+6 to +30），三分之一的人得分在中间范围（左边+5到0 到右侧+5），三分之一的人得分在左侧（+6 to
+30）。 这些得分的解释如下。

在以上的条形图，现实的分数是兴趣和技能/能力。该图表示一个低度的兴趣（左），中等的兴趣（中间范围），和高度兴趣（右）。这些得分并
不表示所取得的成绩或者分数的“好”或“坏”。 根据您做出的回答，它们代表您相对于其他人在成年组或青年组所处的位置。

服从

内向

(27) 超然

(mid) 松散自由

(13) 小心谨慎

因循守旧

支配 (21)
外向 (24)
有憐悯的

认真负责 (mid)
喜欢冒险

有创新精神 (3)

30 20 10 5 mid 5 10 20 30

动物饲养 高 (75)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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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工作观
 

Jane, 我们所做的工作、追求的职业应该建立在我们拥有的天赋上。既然人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这就是为什么工作 是我们在生
活中需要负起责任好好管理的原因。

好的管家 应该发挥他所有的潜能! 为了发挥我们所有的潜能，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资源与智慧最明智、谨慎的做法。这些资源包括天生的才
能、后天学习的技能和优势等等。

     生涯指引®
指导系统 建立在六个基本工作原则上。

     原则一: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的意义与该职业是否符合个人价值观一样重要，从最根本来说，工作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的需
要。如果工作无法满足你的期望，你应该要选择其它更好的工作。

  原则二: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个人重要性和尊严的来源。即使是十分简单的工作，像是帮助人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帮助他人可以成为个人
重要性和尊严的来源。

 原则三: 每个人都需要发掘自己的工作呼召。工作呼召指的是个人对某工作的特殊倾向和执行的才能，生涯指引指导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
帮助人找到工作呼召，能在工作市场中找到合适职业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满意人生。

  原则四: 工作能建立个人的可信度。透过工作获得的可信度会带来服事他人和各样行善的机会、透过所赚的钱能支持明智的决定、透过工
作中所学的技能能用在志工服务上，这些行动都能提供满足感和喜乐。

  原则五:出自纯粹动机而渴望成为专家或有价值的员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因为追求专业精神需要付出努力和时间。使用有效的学习方式
和个人天赋的终生学习会带来卓越的职业表现，拥有工作职场要求的专业和技能也会带来安全感。一个古老的谚语曾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
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原则六: 失去工作并不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而是寻找更好的职业的机会。在失去工作之后分析发生的原因，如果原因并不公正，也请原谅他
们，如此一来，你才能以良好的心态寻找下一份工作。若是暂时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尝试志愿工作或是实习，学习新的技能或与新朋友相处都
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

在冠冕理财事工，我们相信鉴定您的长处、与生俱来的能力、价值观可以帮助你发掘神给您的道路。我们相信生涯指引指导系统是能够帮助您达
成这一目标的无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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