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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这份报告通过John Doe如何处理信息，做决定，以及通常如何对反馈做出反应检测了她/他的判断和决策方式 。本页总结了
她综合这份报告各个部分的结果。以下内容提供了针对每一个部分的具体结果。

信息处理方式 | 深思熟虑型

John
Doe能多有效地处理做决策所需要的
信息？

就处理信息的方式而言，John
Doe看起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并且
能有条理分析数据和文字信息以做
出决策。

语言水平 平均

数字水平 平均

决策趋势与方式 | 政治家

John Doe通常如何进行决策？ John
Doe的决策方式类似于政治家；她
/他可能会依据经验做出战略性的决
定从而最大化长期回报。

风险对回报 寻求回报

战术对战略 战略性

数据对直观 基于直观

对反馈的回应 | 接受

John
Doe通常如何对关于她/他的决策的反
馈信息做出反应？

John
Doe可能会对负面反馈表现冷静，
但也可能会有些不情愿倾听反
馈。有类似倾向的人如果愿意先承
认他们的错误可能会受益于教练。

防备对冷静 冷静

抵触对接受 抵触

肤浅对真诚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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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领导的决策力表现于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尽管领导的决策决定了组织的命运，平均来说半数的领导决策是错误的。因此，好的决策力不仅
取决于做出好的决策，同时也取决于对错误的决策做出正确的反应。当获知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时，有些领导会指责他人或者否认他们
做出了错误决策，也有些领导会寻求反馈，从错误中学习，并且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领导如何应对关于他们决策的反馈表现出了他们的可塑性，而可塑性是良好决策力和事业成功的关键元素。

因为错误的决策很常见并且有严重的后果，试图改进决策力是至关重要的。了解自己的决策方式以及变得更有可塑性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好
的决策并且快速改正错误的决策。霍根决策力报告提供反馈和发展建议来帮助人们达成这些目标。

这份报告描述了三个方面的决策方式

信息处理
人们如何处理信息

决策方式
人们如何做决策

对反馈的回应
人们如何回应对他们决策的反馈

语言信息
对
数字信息

规避风险
对
寻求回报

战术性思考
对
战略性思考

基于数据的决策
对
基于直观的决策

防备
对
冷静

否认
对
接受

浅层地参与
对
真诚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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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信息的方式
人们可以根据他们处理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的方式被归于四类。每一个类型有特有的关于解决问题和做决策的优势和劣势，这主要源于每
类人对处理不同种类的问题感兴趣：

高
水

平
语

言
处

理

□ 语言型
这类人处理语言信息比处理数据信息更有效。由于他们通常倾
向于用文字来解释事物并且生成感性体验，他们通常在沟
通、文学、哲学、新闻业和广告业有所建树。

□ 全能型
这类人能够有效地处理数据和语言信息。由于他们可以解决任
何领域的问题，他们通常在需要对多种问题做出快速决策的领
域有所建树。

平
均

水
平

语
言

处
理

■ 深思熟虑型
这类人需要充足的时间处理数据和语言信息因为他们想基于对
事实的全面理解做出好的决策。他们倾向于在需要借助大量信
息作出严谨的决定的职业中有所建树。

□ 数据型
这类人处理数据信息比语言信息更有效。由于他们通常喜好于
识别一组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他们倾向于在金融、会计、工
程师和信息技术领域有所建树。

平均水平数据处理 高水平数据处理

John
Doe在数据和语言信息处理上都获得平均水平的分数。有类似倾向的人倾向于用有条理和审慎的方式分析信息并且做出决策。无论是处理
量性还是定性的问题，他们通常倾向于用充足的时间做决定以确定他们充分地理解所面对的问题。
尽管他们可能善于运用数据和语言信息做出决策，在信息不足的时候他们可能拒绝做出迅速的决定。

数据对语言
John Doe处理信息的方式产生于结合她/他在霍根决策测评数据和语言部分的结果

数据部分
尝试的题目 15 / 15
用时 0 / 10 分钟
总分 2 / 15

语言部分
尝试的题目 48 / 48
用时 0 / 2 分钟
总分 28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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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方式
大多数人的商务决策表现为三个相互独立的方式。John Doe的“决策前”方式如下：

65
规规规规 35%
规规规规 65%

规避风险对寻求回报 | 寻求回报

有些人做决策时基于他们想要规避金融、法律、物理以及其他风险的欲望；他们关注于风险
-回报方程的负面并且试图最小化他们潜在的损失。其他人做决策时基于他们想要寻求所有可能的回报的欲
望。他们被风险-回报方程的正面所吸引并且持续尝试最大化他们的所得。

考虑： 解释你即将要做的重要决定的原委，并且看他人是否同意你的看法。他们是否也看到同样的机会？
他们是否和你一样为潜在回报感到兴奋。

不仅关注潜在回报，也关注潜在风险。你可能会受益于教练指导并且探索你所做的决策的一些潜在问题。

57
规规规 43%
规规规 57%

战术对战略思考 | 战略性

有些人做决策的时候专注于近期情景以及相关的细节。他们专注于短期问题，比如成本、实践以及风险管
理，并且他们会不太关注大的战略问题。其他人依据面向未来、宏观的角度来做决策。他们关注于创造新
的可能性，并且可能会不太关心实际问题比如成本和实施。

考虑： 和被公认为能够执行和完成事情的人交流。做决策的时候关注成本、执行、和其他眼前的问题。

在追求有更大影响的大目标的同时认识到实现小规模成就的重要性。过程中公布小规模成就可以帮助大家
接受你的策略。

65
规规规规 35%
规规规规 65%

基于数据对基于直观的决策 | 基于直观

有些人做决策的时候仔细地审查相关的数据和事实。他们也可能阶段性地审查他们过去做出的决策以根据
新的数据做出调整。其他人会用更直观性的方式；他们通常根据既往经验做出决策然后继续前进。

考虑： 确定再被问及的时候能够用逻辑和数据支持你直观性的决策。当别人阐述的数据有悖于你基于经验
所得的结论时，仔细倾听。

阶段性地重新审视你做出的重要决策，注意什么奏效以及哪里你会做得有所不同。不愿意反省你之前做出
的决策会让你无法吸取有价值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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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方式
通过纵观做决策的三种途径，我们可以描述一个人的决策风格。每种风格由一种综合了不同决策方式的职业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决策风格仅表现出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不能预测一个人的职业兴趣、偏好、或者绩效。每种决策风格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挑战。总体来
说，八种风格及其相应的典型决策方式的定义如下：

审计师
利用战术性、基于数据
的决策来规避风险

外科医生
做战术性、基于经验的
决策来规避风险

股票交易员
通过做战术性、基于数
据的决策来寻求回报

国防分析家
用战略性、基于数据的决
策来避免长期风险

政治家
利用战略性、基于经验
的决策来寻求长期回报

棋手
利用战略性、基于经验
的决策来规避风险

推广者
利用战术性、基于经验
的决策来寻求短期回报

投资者
利用战略性、基于数据的
决策来最大化长期回报

政治家

寻求回报

战略性

基于直观

John Doe的决策方式显示她/他像政治家一样思考。这类人倾向于：
• 对于将来获得成功的机会保持敏感
• 做决策来最大化他们的长期竞争优势
• 不担心战术实践的问题
• 倾向于基于她/他的经验和直观做出快速的决策
• 避免对数据和统计趋势的详细审查
• 监控重要的新趋势
• 挑战权威与现状思想
• 鼓励下属测试限度
• 希望成功并且被赏识
• 掌权的时候尝试宽松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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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馈的回应
大多数人依靠三种互不相关的趋势来回应负面反馈。John Doe对反馈的回应表现如下：

51
规规 49%
规规 51%

防备对冷静 | 冷静

有些人通过嫁祸于不受自己掌控的外界因素 -
其他人、场景、时机等等来对负面反馈做出情绪化的反应。简而言之，他们可能将责备向外投射。其他人
面对负面反馈的时候会保持头脑冷静并且平静地思考他们如何导致了错误决策。

考虑： 别人可能认为你在回应负面反馈的时候缺乏紧迫感。考虑对负面的结果表现出更多紧迫感。

准备好在事实支持你的决策时更主动地捍卫你的决策。

57
规规 57%
规规 43%

抵触对接受 | 抵触

有些人用抵触和转移的方式回应负面反馈。他们可能拒绝去认可事实，忽略反馈，将失败重新理解为成
功，或者仅仅希望他人继续前进。简而言之，他们可能否认问题的存在。其他人回应负面反馈的时候仔细
考虑事实，直接承认失败，并且将负面反馈当做改进将来决策的方法。

考虑： 回想你曾经拒绝或者忽视回馈的时候。以后你可以试图努力考虑导致你决策的事实并且依此重新审
视你的决策。

回想过去他人把你对反馈的回应理解为你无法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试图用这些例子作为学习和改善将来决
策的机会。

90
规规 10%
规规 90%

浅层对真诚参与 | 真诚

有些人可能看上去愿意接受失败并且听取意见一日后改进他们的决策，但他们可能仅仅是表面上装作吸取
意见以得到肯定和认可。这些人可能通过肤浅的参与来避免真诚地面对他们的问题。其他人倾向于更真诚
地参与关于他们错误决策的负面反馈以寻找新的策略并且在将来做出更好的决策。

考虑： 回想你想要改善表现的欲望源于你想针对可能并没有建设性的意见而做出改变的时候。

思考你能怎样更好地判断你做出决策后收到的反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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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馈的回应

冷静

抵触

真诚

John Doe对反馈的回应显示她/他倾向于：
• 在坏消息面前保持冷静沉着
• 仔细考虑她在既往错误中的角色
• 很少把坏消息放在心上
• 转移或者否认她/他不认同的反馈
• 接受来自于可靠来源的反馈
• 真诚地参与反馈谈话
• 如果她能先承认她的错误便可受益于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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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馈和教练的开放性
通过纵观做对反馈的三种回应方式，我们可以描述一个人总体上对反馈和教练的开放性。对反馈和教练表示开放的重要性在于这关乎Doe女士
/先生在通过教练发展和改善她/他做商务决策的能力时可能遇到的挑战。总体来说，人们倾向于归属三种辅导接受度，每种各有其长处和挑
战：

抵触
在对坏消息做出反应时，抵触反馈的人倾
向于责备他人，否认他们的责任，并且装
作在乎反馈而不是真诚地参与反馈。然
而，这些人很善于作出决策并且坚持他们
做出的决策。

中立
对反馈表示中立的人通常看上去对反馈表
现出适中的接受程度，但他们有时可能困
扰于对于坏消息做出不良反应的倾向。这
些人倾向于对反馈表现出一种平衡的对
策，既不完全否认也不全盘接受责任。

接受
对坏消息做出反应时，接受反馈的人倾向
于保持冷静，仔细分析他们的食物，然后
就如何做更好的决策征求意见。然而，这
类人可能也会为他人的错误承担责备。

65
  
  

对反馈和教练的开放性 | 接受

John Doe的可塑性分数表现出她总体上会接受反馈和教练。

考虑： 记住在接受反馈的时候表达你的情绪。适当的情绪表达可以让他人知道反馈的重要性并且知道你会
认真对待得到的反馈。

在你对过往错误接受责备前，考虑你和他人的角色。专注于接受对于你绩效的反馈而不去为他人的错误承
担责备。

在你内化每一份反馈之前考虑你是否同意得到的反馈。建设性的反对意见和辩论常会有益于在将来寻找做
决策的更好途径。

在反馈谈话中，确定你认识到自己哪里做得对以及哪里可以做得更好。认识到成功会为你将来做出更好的
决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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