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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该报告专为帮助您理解下述职业性格测试而设计：《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评
估。MBTI评估是一种用来确认16 种用于描述人们的不同的性格类型的工具。

ISTJ ISFJ INFJ INTJ
ISTP ISFP INFP INTP

您对MBTI各项的回答表明
您的四个字母的类型代码是：

ESTP
思考型外向实感

ESTP ESFP ENFP ENTP
ESTJ ESFJ ENFJ ENTJ

性格类型从哪里来？
MBTI测试工具以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和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Isabel Briggs Myers)和
她的母亲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 Cook Briggs)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他们每一个人都
对人类的行为做过长年观察。她们的想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情感兴
趣，喜欢不同的工作，有时会觉得彼此难以理解――这都是因为人们在吸收信息和据此做出决
定方面存在的各种基本差异。
MBTI测试工具经精心研发而成且已被全世界的人们承用了60多年。

•
•
•
•

机构用它来改善员工交流、团队工作及领导技能。
成人和年轻人用它来选择让其保持兴趣和运用天赋的职业。
老师和学生用它来让学习变得更有趣和更有效率。
家庭成员用它来促进相互理解。

Isabel Briggs Myers对上述16种类型均做了描述，包括本报告中所含的您自己的类型。您的
《解释性报告》同样提供了信息，说明为什么16种类型各不相同，并阐述了ESTP如何区别于
其他类型。
对人格类型和类型发展基本理论的清晰理解将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您自己和他人以及对您日常
的人际交往有影响的那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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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回答如何表明您的类型：ESTP
当您完成MBTI评估时，您就四对正反项做出决定，每对正反项都由两个对立偏好组成：

您的注意力集中处

外向 (E) ◀◀ 或 ▶▶

内向 (I)

您吸收信息的方式

实感 (S) ◀◀ 或 ▶▶

直觉 (N)

您做决定的方式
您如何处理外部世界

思考 (T)
判断 (J)

◀◀ 或 ▶▶
◀◀ 或 ▶▶

情感 (F)
认知 (P)

虽然每个人都使用所有八种偏好，但是，人们会发现，在每对偏好中，每个偏好都比其对
立偏好更让人感兴趣或感到舒适。将您的选择想象成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做事方式。两只手
都很宝贵，但大多数人们首先伸出他们较为好用的手。他们通常更频繁地使用那只好用的
手并使它变得更加熟练。同样地，您的类型偏好就是您在有同等价值的和有用的品质的事
物之间的选择。
您对MBTI测试工具的回答表明，您表达出ESTP的偏好，内容如下图所示，在随后几页
将进一步说明。

所报告的类型：ESTP
您的注意
力集中处

您吸收信
息的方式

您做决定
的方式

您如何处理
外部世界

外向

E
S
T

偏好外向的人倾向于容易与人和事情的外部
世界相关联。

实感

偏好实感的人倾向于对五种感官向其显示的
东西感兴趣，即当前存在的东西。

I
N

思考
偏好思考的人倾向于基于客观分析和逻辑做
决定。

J

偏好内向的人倾向于容易与观点和印象的内部
世界相关联。

直觉
偏好直觉的人倾向于使用想像力来观察新的可
能性和见识，即重点关注未来。

情感

F

偏好情感的人倾向于基于价值并以人为关注中
心做决定。

认知

判断
偏好判断的人倾向于喜欢决定事情，生活
可能是有计划和有序的。

内向

P

偏好认知的人倾向于不想错过任何东西，生活
可能是自发和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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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类型描述：ESTP
ESTP
•
•
•
•
•

他们灵活并包容，采取重点关注当前结果的实际方法。
理论和概念性的解释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想要实际地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重点关注此时此地，自发主动，喜欢他们能够与他人一起活跃的每一刻。
喜欢物质的舒适和时尚。
通过做事学到最好。

ESTP类型者精力充沛，是积极的问题解决者，能够富有创造性地回应其环境中具有挑战性
的情形。他们很少让规则或标准程序介入；而是，找到使用现有体系的新方法。他们构想出
做难事的简单方法，让工作有乐趣。他们灵活、有适应性、有创造性、富有智谋，是很好的
团队成员，能将相冲突的小派别团结到一起。由于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享受当前时刻，所
以会成为活动（社交聚会、体育运动或工作）中颇受欢迎的伙伴。
ESTP类型者对他们周围正在进行的一切活动、食物、衣服、人和户外活动，即凡能够提供新
体验的每样东西，都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做事而非学习或阅读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倾向
于投入事情，边干边学，相信他们的反应能力。ESTP类型者可能是实际的、现实的、善于观
察的，集中于当前体验的人。
ESTP类型者通过逻辑性分析和推理来决定，在情形要求时会是严厉强硬的。但是，大多数情
况下，他们更喜欢灵活处理事情，而不是做判断。ESTP类型者通常是理性的问题解决者，具
有分析性、简单直接、坚定自信的个性。他们是看到当前需求并迅速反应以满足需求的专
家。他们好脾气地按原样接受事情，并追求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将"应当"或"必须"强
加给自己。
ESTP类型者擅长于生活艺术。他人对他们的热情和良好幽默感会给予回应；他们热爱生活并
将自己沉浸其中。ESTP类型者是行动者。他们不喜欢并且避免理论和书面指示。对带这些偏
好的人来说，传统的教育会很难适用，因为当ESTP类型者看到他们正在学习的东西的相关意
义并被允许进行实验时，他们会做得很好。他人通常认为ESTP类型者爱交际、喜欢找乐趣、
主动，是富有冒险精神的风险承担者及实际的问题解决者。
有时候，生活环境未支持ESTP类型者形成并表现其思考和实感偏好。如果他们未形成其思
考功能，ESTP类型者将不会有实用的方法对大量进入实感的数据作出决择。然后，他们可
能会做出依据不足的决定，并难以设定优先级。如果他们未形成其实感功能，他们可能会重
点关注可立即获得的实感数据。那么，他们的决定可能限于满足他们的实感要求，特别是涉
及身体挑战和冒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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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个人偏好模式：ESTP
您的个性类型不仅仅是您的四项个人偏好的组合。16种类型均有其自身的偏好模式。这有
助于解释为什么对您的类型来说有趣或容易的事情，对另一种类型来说会无趣或困难。
您的四个字母的类型代码的中间两个字母代表您偏好的认知过程。
实感 (S)
思考 (T)

◀◀ 或 ▶▶
◀◀ 或 ▶▶

直觉 (N)
情感 (F)

每个人都使用所有四种认知过程，但这16种类型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模式。此模式表明
四种过程中哪个最重要或最受偏好，哪个是第二偏好、第三偏好及第四偏好。
ESTP类型者喜欢首先使用实感，其次使用思考。他们的第三偏爱的是情感，最不偏爱的是
直觉。青少年时期对ESTP类型者来说，是形成实感和思考的时期。在中年时期，情感和直
觉通常变得更有趣、更容易使用。
#1 实感

最受偏好的

#2 思考

第二偏好的

#3 情感
#4 直觉

第三偏好的
最不偏好的

每种类型的模式还显示，第一偏好的或最受偏好的认知过程是否大多数用于人和事的外部世
界（以外向方式）或观点和印象的内部世界（以内向方式）。对ESTP类型来说，整个模式
就是这样运作的。
ESTP类型者主要在人和事情的外部世界中，使用其第一或最受偏好的过程，也就是实感。
这是他人最容易能观察到的偏好，因为它在ESTP类型者的外部生活中表现出来。他们在观
点和印象的内部世界中使用其第二偏好的过程，也就是思考。ESTP类型者也使用情感和直
觉，但是不像使用实感和思考那样简单或容易。直觉是最可能被忽视的过程。
#1 实感
#2 思考

用于内部世界
用于外部世界

在描述日常生活中的ESTP类型时，您的类型描述将所有这些模式都考虑进去了。仔细查看该
描述，将其与您的自我了解相匹配。如果该描述让您感到很舒适地被理解，您的四个字母的
类型代码可能正适合您。该描述用于帮助您相信并发展自然最接近您的偏好，同时，请记
住，像大多数人一样，您会按照情形的要求，不时地使用所有八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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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偏好清晰度：ESTP
您对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回答也代表您的偏好清晰度，即“相对于对立偏
好”，您选择每种偏好的清晰度。这被称为“偏好清晰度指数”或称为PCI,如以下条形图所报
告。较长的方块表明相对于对立偏好，您十分确定您的偏好，而较短的方块表明您不太确定
该偏好。您的选择看起来适合您吗？
所报告的偏好清晰度：ESTP
非常清晰

清晰

中等清晰

外向 E

轻微清晰 轻微清晰

中等清晰

清晰

非常清晰

I 内向

13

实感 S

N 直觉

18

思考 T

F 情感

3

判断 J

P 认知

11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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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CI 结果 外向 13 实感 18思考 3 认知 11

如果ESTP模式看起来不符合您
人性太复杂，难以用一组问题来全面说明，无论这些问题可能是多么好。如果您所报告的类
型看起来不符合您，这里有一些建议：
•

•

当您完成了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人格测试评估后，请回想一下您的思考框
架。您刚才所描述的是否为对您而言最自然和最简单的偏好？或者，您刚才是否被您所认
为的自己应有的方式或其他人认为的您应有的方式所影响？如果您的回答未反映您自己的
真实方式，您是否知道哪个偏好看起来能更好地描述您？
在许多问题上决定您的偏好困难吗？如果是，如果做了另一种选择，您的类型会是什么？
您会发现这16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的完整描述尽在伊莎贝尔•迈尔斯•布里格斯（Isabel
®
Briggs Myers）撰写的 《类型导论 》小册子或 《天赋差异》中。您的人格类型专家也会帮助指
导您找到最合适您的人格类型。

60多年以来，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工具已经帮助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对自我认知以及如何与他人互动
方面实现了更深入的了解，帮助他们提高沟通、工作以及学习的能力。如需获得帮助您增长知识的资源，请访问
www.cpp.com，探索终身学习和发展方面的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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