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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P.O.P. 科学分

总体建议

须极度谨慎处理
须谨慎处理

通过

成功概率

P.O.P. 科学分
 得分  评级

EP = 进取潜质
预测日常作业活动与生存概率

      -5     
如果 EP 等于 30 或更高 5
如果 EP 10 - 29 4
如果 EP 低于 10 3

      3     

AP = 成就潜质
描述激励因素，预测销售成交风格

IP = 独立潜质
描述对制度和系统的适应度和需要

      -18     

     -49     

以下情况减去1分:
AP 低于 0
或者
IP 低于 -20

     -1     

SD = 自信心
反映个人掌控感

CR = 销售抗拒心理
反映应聘者对客户发展、处理拒绝及销售职
业的态度。

      53     

     45     

以下情况减去1分:
SD 低于 25
或者
CR 低于 25

      0     

 POP™ 最终评级（最小值为
1）       2     

科学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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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得分与警示总结

得分与警示总结

EP 进取潜质 (EP)
 

-5

 强 中等 中下                     弱

AP 成就潜质 (AP)
 

-18

 金钱及/或挑战 人本与服务取向 安全感与稳定性

IP 独立潜质 (IP)
 

-49

 非常独立 独立取向 团队取向     非常依赖

PS 预测分 （PS）
 

-1

 极强           强 中等 中下            警示

沟通风格 态度

 

PO 人际取向 (PO)
 

47

 热心/友好/善于交际 花较长时间建立关系

INV 探究取向 (INV)
 

11

 有系统的/分析性的 仅学习必要知识

-5 96 -18 -49 -1
EP BL AP IP PS        53        58        45        63        79

自信心 生活方式管理 销售抗拒心理 倾听风格 不确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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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销售潜质概览

销售潜质概览

EP - 进取潜质

自我管理者
与生俱来 需要辅导 需要发展

客户发展高手
经过辅导可创佳绩 需要培训 需要流程

AP - 成就潜质

工作动力剖析
金钱及/或挑战 人本与服务取向 安全性与稳定性

销售成交风格
强 尚可 需要发展

IP - 独立潜质

对制度的态度
不喜欢制度 能够适应 需要制度

PO - 人际取向

是否善于社交？
非常好交际 平衡 须长时间发展关系

INV - 探究取向

分析性
有系统的/分析性的  仅学习必要知识

态度

倾听风格
优秀倾听者  需要辅导

生活方式管理能力
善于管理压力  需要压力管理培训

SD - 自信心

自我掌控
完全掌控 尚可 需要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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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管理潜质预览

管理潜质概览

业绩管理

倾向高要求 接受中等表现

显示此人在管理销售队伍时对业绩的期望

领导风格

专制型 民主型 团队成员

测量个人的自然领导风格和与人交往的方式

培训与发展

优秀 良好 警示

培训与发展新销售员的天生倾向

招聘/吸引人才

优秀 良好 警示

招收大量新员工的潜能

总体评估

优秀 良好 有用

总体评估应聘者担任销售经理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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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甄选考虑因素

甄选考虑因素

进取潜质 (EP): 某种程度上，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流程以管理日常客户发展任务，来弥补在EP量表上的低分。在
领导层的帮助下他或许能够发展出有系统性的作业活动方式，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的过程。您是否能够
和准备好履行这种承诺？

成就潜质 (AP): 在AP量表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分数，有必要注意。表明此人很可能难以被额外的收入或可变薪酬所
激励。他 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时间紧迫感 与软弱的成交风格。

独立潜质 (IP): 在IP量表上这是一个极低的分数，有必要注意。此人强烈倾向与上司和团队发展依赖性的人际关系。
他需要持续的、细致的督导，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督导。

人际取向 (PO): 在PO量表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结果。此人对那些能够与大量新人互动的岗位有兴趣。

探究取向 (INV): 在INV量表上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如果您觉得贵公司确实能提供机会帮助他从技术与知识的角度继
续成长和发展，他就会优先考虑。

销售抗拒心理

Joe觉得与他天然市场内特定客户群来往会自在。为了从商业角度开发市场并建立人际网络，可能他有必要用心投入
产品以及练习如何与人接洽。

客户拒绝管理: 他在客户拒绝等级表上较低的分数表明他在销售过程中可能对客户的反应相当敏感。在雇佣他之
前，试探他对于在销售过程中被客户拒绝的敏感程度。了解他的想法和感受可以帮助管理层制定相关的辅导与培训
策略。

客户发展取向: Joe可能抗拒接洽在他的天然市场中的一些客户。他可能避免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聚会中进行商业
联系。他需要辅导 帮助持续发展客户并建立人际网络。绝对有必要使Joe用心投入产品和服务中，并提供一个完整
的销售流程，以确保Joe持续产生销售活动与优秀表现。

积极投入销售事业: 他对销售人员及销售职业持有非常正面的印象。从该动机角度出发，经理人可以从早期培训以
及通过整个发展阶段，加强此概念以创造高绩效水平。因此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招聘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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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问答题

进取潜质 (EP)

询问他在过去对一个既定职位适应得多好。他对该工作学习得有多快，以及在遵守既定程序上有多仔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是否愿意为目前的、新的和长期的工作发展参加个人与/或技术发展培训，包括任何花费个人时间与/或公司
以外的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他具体例出他在过去其他工作中的任何职务要求，藉此了解他可以如何适应一份新工作并快速有效地投入状
态。相比他个人的推荐人，优先与他的工作推荐人核实任何一个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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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成就潜质 (AP)

组织需要了解此人对需求稳定性与安全感的敏感度与投入度，以及他需要看到所做的事情存有人本主义与内在
价值。同时，重要的是了解这些需求会如何体现在他的行动上。请他告诉您他认为在自己的生命中最有影响力
的推动力是什么。他会做哪些困难与要求极高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以人际取向的活动吗？相比高要求的业绩取
向与人际取向的要求，他感觉他会对哪一项最投入？请他举例说明他如何致力于实现各种目标的例子，尤其是
那些他觉得投入度较少与目标模糊的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是否能够有效工作以完成业绩？他是否非常在意他的工作环境的稳定性与安全感？他准备如何缔造与保持工
作投入度以确保他的成功？他能向您举例说明过去的类似经验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最近做过什么事情可以说明他多么投入提升自己个人与专业发展？有任何教育提升或特定的技能发展项目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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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独立潜质 (IP)

他认为自己在一个现有制度完善的团队、或一个新组成的团队中、或须要他完全独立工作的情况下，他的工作
成效如何？他认为以上哪一种环境最令他满意和有成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过去几年，他 在工作内或外做了些什么让他清楚知道自己在团队与个人角色分别干得如何？？他 觉得自己
在工作中的个人层面上对别人有什么贡献？例如，当别人有私人问题时< lcheshe>是否是一个知己？当人们需
要经济上的建议时是否会寻找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觉得他对领导力和/或团队合作方面的培训与经验有哪些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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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人际取向 (PO)

他对接触他人以及使他人感到舒适有什么感想。能举例说明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如何适应不同个性的人？能举例说明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完成公司目标的过程中，他对团队工作与良好公共关系的重要性有什么感想以及做过些什么？能举例说明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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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探究取向 (INV)

请他告诉您关于他在当前工作或在外开发出一些有创意与创新的想法。请他谈论他在目前或最近的工作/部门
中持有，但又无法达到他想要尝试的一些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询问他关于他任何新的、无论是自学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得到的学习经历。他在过去两年中是否拥有重要的技术
性的学习经历或实践能力发展？他在当前工作中如何紧跟技术或实践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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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客户拒绝管理

您喜欢的人与您倾向避开的人的主要区别在那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哪些特质是您在第一次认识某人时倾向隐藏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您的社交关系中，在初次接触后还会再见面的比例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去年您结识了多少新朋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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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客户发展取向

您向您的朋友或家人成功推销过哪些产品或理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哪些社交活动与场合可以为您提供建立销售网络的最佳机会？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一些您不愿意向他销售我们的服务与产品的人或组织？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旦成为一名成功的销售员，您会聘请哪些朋友和家人从事销售工作？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否曾因把您的朋友介绍给您惠顾过的销售员而感到不自在？为什么？您有将关于转介的事情告知您的朋友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社交活动与商业活动两者结合起来对销售事业的成功有多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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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面试问答题 (续)

积极投入销售事业

你如何描述您的理想职业？此销售职业如何符合您的职业规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您当前或最近的一份工作中，什么是您最享受的？如果可以，什么是您希望可以改善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您考虑购买一个产品时，您会找一位销售员来帮助您做决定吗？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任何家人或朋友是从事销售相关职业吗？您对这种职业有多喜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会介意被称作销售代表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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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意见

1=完全不同意 2=有一点点同意 3=在一定程度上同意 4=大致同意 5=完全同意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5)
2. 压力是我的动力。 (5)
3. 别人说话时我很少插嘴。 (5)
4. 向朋友推销比向陌生人推销容易。 (2)
5. 我经常受别人影响。 (3)
6. 我很难把要求很高的职业与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1)
7. 我从不撒谎。 (3)
8. 非常好胜进取的销售员通常收入可观，但回头客比较少。 (3)
9. 多数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5)
10. 我对技术上的变革安之若素。 (4)
11. 我喜欢听人们完全说清自己的观点。 (5)
12. 我避免做出让人反感的事情。 (5)
13. 人们的优良品质很少得到认可。 (1)
14. 我有时缺乏执行重要任务的精力。 (1)
15. 多数谈话都冗长不堪。 (1)
16. 得到别人的认可很重要。 (5)
17. 我多数事情都做得很好。 (4)
18. 我专注于重要的任务上。 (5)
19. 听完别人讲的趣闻，我喜欢说一个跟自己有关的类似事情。 (3)
20. 销售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正面的。 (4)
21. 成功大多靠运气。 (2)
22. 我常常听任自己的态度对自己的表现造成不利影响。 (1)
23. 我的所有习惯都是好的、适当的。 (4)
24. 在你肯定客人的需要后，有必要向他极力推销你的产品或服务。 (5)
25. 人们一般都得到应得的尊重。 (4)
26. 我一般对工作抱着积极态度。 (5)
27. 我从不羡慕别人运气好。 (4)
28. 销售员赚的钱超出了其应得收入。 (1)
29. 改变公司程序是不可能的。 (1)
30. 我觉得很难应对我职业上的要求。 (1)
31. 在谈话中我喜欢做倾听者。 (5)
32. 我觉得很容易结识新朋友。 (5)
33. 努力会带来成功。 (5)
34. 我在变化不断的环境中表现出色。 (4)
35. 我在回答别人之前，会有意识地停顿一下。 (5)
36. 我该从家人朋友中得到第一宗生意。 (1)
37. 计划总是行不通。 (1)
38. 我经常逃避艰巨的任务。 (1)
39. 我上班或赴约从不迟到。 (5)
40. 在集体中，如果有人不喜欢我，我会觉得不自在。 (3)
41. 我创造机会。 (4)
42. 我的生活习惯良好。 (5)
43. 在向其他人做推介时，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说话。 (1)
44. 我成功地发展了一个很大的人际网络。 (3)
45. 别人的称赞让我不自在。 (3)
46. 我应付日常工作挑战有困难。 (1)
47. 我从不自夸，也不吹牛。 (5)
48. 我按他人对我的期望行事。 (5)

49. 凡事计划妥当就能避免出错。 (5)
50. 压力能提高我的表现水平。 (3)
51. 听完别人讲话，我会对他们重复要点，确保理解正确。 (5)
52. 我经常介绍他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4)
53. 辛勤耕耘不一定能得到回报。 (1)
54. 要有效履行职责，我需要更多精力。 (5)
55. 我总是在别人说完以后才回话。 (5)
56. 非正式社交活动是建立销售联系的好机会。 (5)
57. 我觉得可以很轻松地介绍自己。 (4)
58. 有规律的作业习性是我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5)
59. 我从不说别人坏话。 (5)
60. 我很少遇到我不喜欢的人。 (4)
61. 我很容易分心。 (1)
62. 职业上的要求经常妨碍我的生活方式。 (2)
63. 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说到重点。 (1)
64. 如果有销售员打电话到家里找我，我会感到不快。 (2)
65. 我是个自信的人。 (5)
66. 我能长时间专心一志地工作。 (5)
67. 我会打断别人的话，回答他们的问题。 (1)
68. 要在销售行业取得成功，我必须改变形象。 (5)
69. 我的表现根据情况而定。 (4)
70. 我需要作出若干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以达到工作效率。 (2)
71. 从来没有人对我无礼。 (4)
72. 我比较喜欢打电话与准客户接冾，而不是见面。 (1)
73. 我的生活在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4)
74. 工作压不垮我。 (4)
75. 我爱听别人说话。 (4)
76. 如非必要，一般人都不愿意和销售员打交道。 (1)
77. 我不愿意做决定。 (3)
78. 生活方式的需求已经对我的事业成功造成了干扰。 (1)
79. 我总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4)
80.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销售员。 (1)
81. 我花时间回味自己的成就。 (3)
82. 我享受工作上的压力。 (3)
83. 别人跟我说话时，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 (5)
84. 我曾因为销售员本人的缘故而购买产品或服务。 (5)
85. 我让组织决定我需要接受哪方面的培训。 (1)
86. 人们不理解我面临的工作压力。 (2)
87. 我喜欢提出非常具体的、只需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1)
88. 我的家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生意来源。 (4)
89. 个人努力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4)
90. 我能有效管理压力。 (4)
91. 我有一种接口替别人完成句子的倾向。 (3)
92. 被客户拒绝是销售工作最令人为难的地方。 (3)
93. 其他人对我的成功造成干扰。 (1)
94. 区分工作的轻重缓急是很难的。 (1)
95. 我不善于倾听。 (1)
96. 对于在社交场合宣传自己和公司，我感到很自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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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辅导建议

进取潜质 (EP)
(培训要求) 为了弥补此人之短，培训应包括大量辅导和实习个人时间管理和活动计划。您必须一对一地制定一套即时
可行的时间与活动管理计划，因为这样做更能立竿见影，并更有实效。即使在这些领域有技能发展，您还必须制定一
套持续可行的方法，以管理和督导他的日常活动，直到它们成为坚实的工作“习惯”为止。如果您没有时间及/或技能来
做这些事情，他的生存就很成问题。

成就潜质 (AP)
(明确的培训要求) 在培训及实践培训中的最大难题可能是此人在面对任何异议或负面反馈时都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
激励他坚持不懈、尝试成交，并减低对客户拒绝的敏感度，应该是培训的主要内容。

独立潜质 (IP)
(明确的培训要求) 从实际角度来看，此IP得分通常说明此人乐意接受培训，一旦完成培训就能逐渐脱离密切督导。您
可能希望在培训中为他加入特定内容以帮助他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和工作独立性，但在初期培训中不必放在首位。

人际取向 (PO)
(辅导要求) 如果他能师从另一位高度“人际取向”类型的“导师”实战培训最为有效。

探究取向 (INV)
(辅导建议) 他应能很快掌握新技术和实用知识，并认为能持续地接受培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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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职建议

进取潜质 (EP)
为了留住此人，即使他的表现达到可被接受的水平，很可能您还须确保不让他独立承担计划和执行日常活动的重任。
他需要制度以获得舒适感与提高生产力。

成就潜质 (AP)
此人必须尽快学会如何处理拒绝。销售工作，尤其是发展客户，会不断引发“负面”反馈。对他来说，应对反复焦虑情
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当他灰心丧气时，您必须陪伴他以鼓励他继续尝试。

独立潜质 (IP)
如果他自觉是团队一分子，并认同公司的作业方式和自己在整个营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会对团队和工作本身尽心
尽力。从长远来看，公司必须嘉许并奖赏他的投入，也许正是这种归属感和使命感令他留在公司。

人际取向 (PO)
由于他从人际交往中获得极大满足，所以上司和同事的认可将是非常重要的。

探究取向 (INV)
从长远来看，一份能持续参与由公司及业界提供培训的岗位和行业，能让他保持动力去学习、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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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者反馈

个人性格与职业优势概览

目录 页码

个人优势/职业需求 1
求职中应寻求/避免的事项 2

于2014/03/10给Joe Sample的#WRUBHYR7UF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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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个人优势/职业需求

进取角色与支持角色
在人们眼里，您在明确的情况下偶尔表现得独断、有决心及以目标为本。通常在不太明确的工作或个人环境里，您会
表现得包容、顺从、体贴周到、温和而谨慎。在接到工作要求、目标和如何达到目标的计划后，您会备受信赖地勤勉
工作并达到所设定的目标。您的才能应能在公司的服务或支援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同动机的风格和优势
人们会把你形容为相当平静、沉着、从容不迫、稳定、可靠与乐意合作。您的工作动力出于对他人福利和需要的深切
而无私的关怀。在职业发展中，您会发现在“以人为本”的组织里，致力于通过产品或服务实现帮助他人减轻苦恼或提
高生活质量的长远目标，会为您带来最大的满足感与个人生产力。

独立程度与团队取向
与一群同样对团队有强烈归属感的人一起共事，您会发挥最佳表现并获得最大满足感。您享受在关系紧密的团队中工
作所带来的技术、智力和人际交流。您愿意接受督导，同时在某些项目或部分职务中您也愿意参与领导团队。

业务中的人本取向
您可被形容为极为喜好社交、风趣、愉快、亲切、外向。除了十分健谈外，您和陌生人交往也很轻松自在、重视社
交、容易结交新朋友。一般而言，您会是一个出色的公司代表，而且有能力与各种各样不同职能的人交往。由于您极
为喜好社交，您面对拒绝时可能会比较敏感。

技术和实用倾向
您可被形容为相当具有逻辑性、爱沉思、分析力强、实事求是与实际。涉及到学术性或概念性问题的工作最能激发像
您这样的人。您对细致和技术性强的工作很有天分。对您来说，接受挑战、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学习并运用新知识会
获益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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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取向测试表7.0 找工作时应该寻求和避免的方面

您应该寻求哪些最适合自己的职业特性？
+ 在具备已制定工作目标和详细工作计划的组织内找您所要的工作；最好是那些能利用您的特殊才能，在持续服务或
支援性岗位上工作。而非短期、重复性强和有指标压力的工作。

+ 寻找一个能够让您坚信该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能真正改善别人的生活，使您投入自己的才华和精力的工作职位很重
要。

+ 您应该找一份能够多数时间或整天在一个由一群和您一样善于以团队方式完成工作的人组成的团队里工作。

+ 寻找一份可以每天大量与人接触的工作。需要频繁与人接触和处理公关的工作对您来说很理想。

+ 具有一定学习及技术要求的工作能给您颇大满足感。能够运用创造力和把新知识学以致用的机会也很吸引您.

您应该避免哪些不适合自己的职业特性？
- 您应避免要求您自己负责工作计划及/或须要反复达到高压目标的工作环境。无系统性或明显结构松散的工作环境不
能让您尽展所长。

- 避免从事那些只以金钱为目标，而对产品或服务对象的生活没有明显价值的工作。

- 避免在疏于督导并严重阻碍您加入团队作业的工作环境。

- 您应该避免从事与人隔绝的工作。缺乏人际交往的工作无法激励与满足您。

- 您应该避免那些没有学术挑战、缺乏创意以及在技术或实际意义上无法提供个人成长机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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