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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Briggs®描述型报告旨在帮助你了解自己的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评估结果。此评估将从16种不同的性格类

型中确定最符合你的类型。

你在MBTI评估上的回答可以显示出你在4组两两对立的性格偏好中，可能具有哪一

种偏好。你所选择的偏好和其它性格偏好一样，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效用，每种偏好

都由一个字母来代表示。

你的MBTI报告类型 

ESTJ 

你的性格偏好

外向 | 实感 | 理性 | 趋定

办事高效的
组织者

你支配和获取精力的方式

外向

偏好外向的人倾向于将精力指向外部世界， 
并通过与他人互动和采取行动来获得精力。

内向

偏好内向的人倾向于将精力指向内心世界， 
并通过反思自己的想法和体验来获得精力。

你收集信息的方式

实感

偏好实感的人倾向于收集真实且具体可感的信
息。他们主要关注通过五官感受获得的信息。

直觉

偏好直觉的人倾向于通过总览全局来收集信
息。他们主要关注把握的抽象模式和关联性。

你做决定和下结论的方式

理性

偏好理性的人通常以逻辑为决定和结论的基
础，并将准确性和客观事实作为主要目标。

感性

偏好感性的人通常以个人和社会价值为决定和
结论的基础，并将理解与和谐作为主要目标。

你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

趋定

偏好趋定的人通常会很快下结论并希望向前 
推进，同时以一种有条理、有规划的方式应对

世界。

顺变

偏好顺变的人通常会在下结论之前收集详细的
信息，并以一种随性、灵活的方式应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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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类型描述：ESTJ

果断、清晰、坚持己见

合乎逻辑、善于分析、客观批判

善于组织项目、程序和人员

重视能力、效率和结果

偏爱已被证明有效的系统和程序

注重当下，会运用过往经验处理问题

在他人眼中认真、可靠、果断、坦率并且充满自信

其中一些描述可能与你不符，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大多数ESTJ具有共通的性格特征，但即便被归类为同一个

四字母性格类型，个体之间仍存在着很多差异。

你在MBTI评估上的回答不仅可以显示你的性格偏好，而且还显示出评估所得的偏好与你的实际情况正好相符的可能性。下图显

示你各个偏好的可能性指数。蓝色标记离某种性格偏好越近，该性格偏好就越可能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可能性指数不用于衡量你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或擅长运用该性格偏好。它只是表明通过评估得出的性格偏好有多大可能对你而言是准确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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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你每个MBTI®偏好的可能性指数

外向  |  89 实感  |  96 理性  |  68 趋定  |  81

每一个Myers-Briggs类型各有不同，都有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独特天赋。尽管对每个人而言最自然、最常见的情况是运用自身

具有的偏好，但是请记住：当环境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能力而且事实上也都在运用每一种偏好。要更全面地了解这16种不

同的性格类型，请参阅Isabel Briggs Myers的《MBTI®类型导论》手册或许多其他可用的MBTI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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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   |   实感   |   理性   |   趋定

ESTJ是天生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在执行决策、组织项目和
人力时行动迅速，并且能够说服其他人执行计划。他们专注于结果和底
线。他们有一套供系统化遵循的逻辑标准，内容清晰易懂，并希望他人
遵从。

他们重视家庭、家人、健康、经济安全和成就。

善于分析
敢于批判
讲求逻辑
客观公正
注重事实
实干
实事求是
务实
果断
井井有条
讲求系统
坚定
自信
直言不讳
态度强硬
清晰明确
高效
直截了当
值得信赖
认真负责

Liu Wei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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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J的性格特征
•	 ESTJ通过安排项目和组织人员来完成工作，注重以最高效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	 他们的决策以逻辑、经验和事实为依据。

•	 他们关注生活中的日常细节。

•	 在与人交流时，ESTJ直截了当，清楚明确。

•	 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出艰难的决策。

ESTJ与他人
•	 ESTJ善于交际，通常喜欢与人互动，尤其是在任务、游戏、传统习俗和家庭活动等

方面。

•	 他们认真对待每段人际关系，并尽责地履行己任。

•	 他们在与人交流时，观点清楚明了，因此对方很少会就其立场提出疑问。

•	 ESTJ对自己的观点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可能会让其他人折服。

•	 其他人依赖他们带头负责并完成任务。

•	 ESTJ认为行动应受制于逻辑，同时他们也管控着自己的行为。

Liu Wei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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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ESTJ

•	 ESTJ喜欢对与项目有关的事实、形势以及运行情况进行组织，他们会有条不紊地按
计划实现目标。他们擅长干实事。

•	 他们对事不对人。

•	 他们更喜欢从事成效立竿见影、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

•	 ESTJ可以理清完成任务所需采取的步骤，预见潜在问题，分配任务，安排资源。

•	 一旦他们发现了问题，会制定方案并付诸行动，以扭转这种状况。否则他们宁可采用
已证明行之有效的程序和体系。

•	 他们的着眼点在任务、行动和底线上。

•	 他们生性喜欢从商以及从事工业、生产以及建筑方面的工作。他们是出色的管理者，
因为他们了解体系和逻辑。他们乐于设定目标、做出决策，并在必要时发号施令。

•	 混乱不堪、效率低下，半途而废盛行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感到不满。

ESTJ的潜在盲点
•	 如果ESTJ不能发展自己的理性偏好，则他们可能没有可靠的方法来评估信息，最终

做出过于草率的决策。

•	 如果他们不能发展自己的实感偏好，则ESTJ可能在还没有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就
过于匆忙地做出决策。一旦如此，他们的决策只会反映出先前的判断或偏见。

•	 他们可能由于匆忙做出决策而没有机会倾听他人的观点，尤其是那些级别不够与其争
辩的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可能在没有收集到足够的事实依据或在没能充分考虑他人的
想法和感受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	 他们可能过多依赖于采取逻辑的方法而忽略了感性的价值——他们和别人都关心的 
问题。

•	 有时ESTJ想表达赞赏，却难以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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