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業決策
基本報告

生涯指引測量你的獨特設計中的四個關鍵領域: 人格、興趣、技能、價值觀，並提供無價的資訊

Jane Doe

JaneDoe@yahoo.com

此工具的目的在於進行自我發現。它的設計宗旨是幫助人們識別自己與生俱來的人格優勢，以及潛在的職業興趣、技能、價值觀。生
涯指引調查不應用於識別、診斷或治療心理、精神健康和/或醫學問題。使用者對任何因使用此自我發現輔助手段而做出的行為或決定
全權負責。透過使用此生涯指引線上評量，您明確放棄針對冠冕理財事工及其關聯公司或學派和/或其員工、因使用本評量而引起或與
該使用行為相關的任何性質的所有主張。

線上生涯指引®係由冠冕理財事工公司 所開發，生涯指引完整指導系統、生涯指引、皇冠形狀標誌、冠冕理財事工，這些設計皆為冠冕理財事工
公司所注冊之商標，其他所有的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私有財產。

完成

出生日期：

城市：

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

1960年5月16日星期一

C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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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Jane，使用此報告的基本原則就是當人們的職業符合自己的人格、興趣、技能、價值觀時，他們通常更享受工作，而且更容易獲得成功。  因
此，底下你的四個關鍵領域的回饋會為你的職業生涯規畫提供無價的資訊。請仔細考量所有的關鍵領域後，再做出職業抉擇。

報告的結果並不會直接給出你應該就業的工作，而是提供幫助你了解自己的獨特性和可能適合你的工作種類的必要資訊。這種概括式做法比較
好，因為一般來說會有數個相似的職業符合個人的興趣和天賦。

更加了解你的詳細報告

基本報告讓你開始走上正確的途徑，但是你可以從生涯指引評量中得到更多，只要你升級為詳細報告或是高級報
告。

兩個選項都包含詳細報告、行動計畫、額外資源，但是高級報告提供一對一的職業生涯諮詢，顧問會為你解說報
告並幫助你識別其對你的未來的意義!

升級我的報告結果

1. J. 霍蘭德 (1959) 霍蘭德職業類型論，諮商心理學學刊， 6(1),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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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Jane, 在本部分中，人格這個術語被用於描述個人天生的行為模式。比如，有一些人天生井然有序、嚴謹。有一些人則是比較隨心所欲、隨興。
同樣地，有些人喜歡冒險、有些人天生小心謹慎。

以下列表為你的六項人格因素，從你最顯著的因素至最不顯著的人格因素。

1. 冒險
勇於冒險、雄心勃勃、喜歡競爭，總是受挑戰吸引。

2. 外向
開朗，天生喜歡與陌生人打交道；熱情並善於人際交往。

3. 創新
非常有創造力。尤其喜歡醞釀並表達新的想法，尋求腦力挑戰。

4. 一絲不苟
準確、井然有序、準備齊全。由於您喜歡秩序和可預測性，您自然而然會遵守規則。

5. 服從 / 支配 (中間範圍)
願意適應形勢的需求成為領導者或追隨者。

6. 超然 / 憐憫 (中間範圍)
令人愉快及善於支持，但能夠客觀地對待人處事。

六大人格因素

服從

內向

超然

自由不羈

謹慎

循規蹈矩

支配 (5)

外向 (14)

憐憫 (2)

一絲不苟 (6)

冒險 (14)

創新 (9)

30 20 10 5 mid 5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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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興趣
Jane，興趣是尋找符合你個人設計的職業領域的最重要因素，你可以考慮的最高排名領域為:

1. 管理/銷售
本職業組以與生意相關的活動為中心，如管理、銷售、制定行銷策略，以及創辦並經營企業。

2. 體育運動
喜歡本職業組的人往往對運動很感興趣，不管是將其作為全職工作或是業餘活動。

3. 國際
從事本職業組的人具有強烈欲望前往國外旅行或工作、與來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以及使用多種語言交談。

4. 法律/政治
喜歡本職業組的人通常都擁有想要影響他人思想和看法的強烈願望。

興趣 職業範例

管理/銷售 行銷代表, 採購, 業務主管, 房地產經紀人

體育運動 運動訓練師, 裁判, 專業體育星探, 體育經紀人

國際 駐外記者, 外語教師, 筆譯員, 外國傳教士

法律/政治 律師, 律師助理, 政治學家, 仲裁人

技能和能力
Jane, 當您評估潛在的職業領域和工作時，瞭解您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為了獲得從事得心應手的工作而產生的快樂，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讓工
作和您最擅長的技能相匹配。

身體協調性、手眼協調性、運動。

外語流利、適應跨國文化和傳統。

1. 運動 非常高 (100)
0 50 100

2. 跨文化 非常高 (88)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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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在選擇你的特定工作或領域中的職位時，請記得以下的工作環境價值觀。

1. 穩定性
您喜歡穩定不變、行程固定、無意外驚奇的工作環境。您看重的是有規律地上下班、穩定的工資以及不變的工作行程。

2. 挑戰
您需要有解決棘手問題和處理風險性事務的機會，喜歡尋找困難的任務和障礙去克服。爭論並不是問題，因為您喜歡為混亂的地方帶來秩
序。

你會想要能提供這些成果的工作。

1. 領導力
您在對人和資源負責的職位上感覺很自在。您喜歡領導他人、告訴他人應做什麼以及為團隊做出決定。您的工作應該包括有機會領導團隊朝
著共同目標努力。

2. 職業發展
您喜歡有明確發展的工作。您喜歡透過增加自身所負的責任和權力在公司內不斷晉升。尋找能夠提供讓您在專業領域成長和發展的工作環
境。

整體來說，你所接受的任何職位都需要先考慮過你的人生價值觀。

1. 家人
您很重視家人，您希望能在他們需要您的時候照顧他們。您非常重視是否有時間參與他們的活動。對您來說，能夠與家人一起度過很多美好
的時光非常重要，所以這應該是您進行職業選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2. 朋友
交朋友並維持友誼是您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您喜歡與親密朋友共度時光，在他們需要您的時候給予他們幫助，並且建立和發展新的友誼。
您所看重的生活方式是：能夠讓您抽空遠離責任，並且與親密朋友和熟人共度時光。

前4大整合價值觀優先順序

人生價值觀

工作環境

工作成果

人生價值觀
工作環境
工作成果

人生價值觀

1. 家人
2. 朋友
3. 成就
4. 誠信

工作環境

1. 穩定性
2. 挑戰
3. 獨立
4. 旅行

工作成果

1. 領導力
2. 職業發展
3. 高收入
4.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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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級距和得分
各部分的級距都建立在標準得分的基礎上，而標準得分是根據從事於各種行業的大量受訪者的回答而得出的數據。這些級距為你提供了與其他工
作者相較下的直觀數據，也幫助我們更輕易地發現就業趨勢。以下是我們的級距範例:

在以上的條形統計圖範例中，顯示出不同的人格範圍。範圍是從左邊的30分到中間的0分再到右邊的30分，0分為平均值的總共60分的級距。對
於每個因素的可能得分為:三分之一的人得分靠向在右側的6到30分，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得分在左側5分到右側5分的中間範圍，最後三分之一的人
靠向在左側6到30分。這些得分的解釋如下:

以上的條形圖顯示的分數是興趣和技能/能力。該圖表示一個低度興趣（左），中度興趣（中間範圍），和高度興趣（右）。這些得分並不表示所
取得的成績或是分數的「好」或「壞」。根據您做出的回答，它們代表您相對於成年組或青年組的其他人所處的位置。

服從

內向

(27) 超然

(mid) 自由不羈

(13) 謹慎

循規蹈矩

支配 (21)
外向 (24)
憐憫

一絲不苟 (mid)
冒險

創新 (3)

30 20 10 5 mid 5 10 20 30SAMPLE

照顧動物 高 (75)
0 50 100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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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工作觀
Jane, 我們所做的工作、追求的職業應該建立在我們擁有的天賦上。既然人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這就是為什麼工作 是我們在生
活中需要負起責任好好管理的原因。

好的管家 應該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為了發揮我們所有的潛能，我們需要知道如何使用資源與智慧最明智、謹慎的做法。這些資源包括天生的才
能、後天學習的技能和優勢等等。

生涯指引®
指導系統 建立在六個基本工作原則上。

原則一: 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工作的意義與該職業是否符合個人價值觀一樣重要，從最根本來說，工作的目的是滿足個人的需要。
如果工作無法滿足你的期望，你應該要選擇其它更好的工作。

原則二: 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個人重要性和尊嚴的來源。即使是十分簡單的工作，像是幫助人也是有價值的，因為幫助他人可以成為個人重
要性和尊嚴的來源。

原則三: 每個人都需要發掘自己的工作呼召。工作呼召指的是個人對某工作的特殊傾向和執行的才能，生涯指引指導系統的目的就是為了幫
助人找到工作呼召，能在工作市場中找到合適職業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滿意人生。

原則四: 工作能建立個人的可信度。透過工作獲得的可信度會帶來服事他人和各樣行善的機會、透過所賺的錢能支持明智的決定、透過工作
中所學的技能能用在志工服務上，這些行動都能提供滿足感和喜樂。

原則五:出自純粹動機而渴望成為專家或有價值的員工是一種高尚的行為，因為追求專業精神需要付出努力和時間。使用有效的學習方式和
個人天賦的終生學習會帶來卓越的職業表現，擁有工作職場要求的專業和技能也會帶來安全感。一個古老的諺語曾說: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
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

原則六: 失去工作並不會造成終生的遺憾，而是尋找更好的職業的機會。在失去工作之後分析發生的原因，如果原因並不公正，也請原諒他
們，如此一來，你才能以良好的心態尋找下一份工作。若是暫時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嘗試志願工作或是實習，學習新的技能或與新朋友相處都
可能會帶來新的機會。

在冠冕理財事工，我們相信鑑定您的長處、與生俱來的能力、價值觀可以幫助你發掘神給您的道路。我們相信生涯指引指導系統是能夠幫助您達
成這一目標的無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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