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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SHL 銷售人員報告」可協助您瞭解 Sample Candidate 先生 於銷售角色的合適度。此報告會以「職業性格問卷 

(Occupat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OPQ32)」及「動力問卷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MQ)」 

為基礎。這些資訊亦可用於發掘 Candidate 先生 在銷售效能上的長處，以及需要加強的領域。 

SHL 

針對各行各業中數以千計的銷售人員進行研究，從中篩選出影響銷售的多項重要因素。雖然所列的各項因素皆會影

響銷售效能，但對於特定的銷售情境，則必須從中決定最重要的因素。使用者無需接受特別的訓練或具備特殊的知

識，即可應用此報告中的資訊。 

當利用此報告選拔員工時，使用者需具備有效選拔技巧方面的知識，同時要詳知相關工作內容。此報告假設使用者

已充份具備相關工作方面的知識，並詳細瞭解相關工作需求，可以正確判斷此報告所提供的資訊。使用者應於選拔

期間同時參考由面談所獲取的事證，藉以判斷應試者的合適度。 

利用此報告進行員工發展時，使用者需對展技巧與介入具有深入的瞭解。 

如何使用此報告 

此報告有下列三個主要部份：銷售基礎、動力與銷售週期。報告結尾的「銷售簡介」部份會提供整體的概觀。 

「銷售基礎」部份主要著重於在大多數銷售情境下對於銷售效能極為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的適用性雖會隨工作而

有所不同，但針對大多數的銷售角色而言皆為重要因素。 

「動力」部份主要著重於能對銷售效能造成影響的推動因素。「動力」是驅使人行動的力量。「動力」可判斷應試

者將其能量注入於工作的程度，並能協助此人維持這股能量。「動力」對於結果與成就可產生很大的影響。 

「銷售週期」部分會列出一般銷售過程的重要因素。這部份指出應試者在銷售過程中八項重要類別上的潛在效能。

了解應試者於銷售週期中先天的長處，有助於判斷其最能發揮所長的銷售環境類型。除此之外亦可指出需要加強或

接受培訓的領域，以改善整體效能。 

此報告的最後一個部分會以一頁總結所有資料 

(包括「銷售基礎」、「動力」與「銷售週期」)。「銷售簡介」部份可以方便將個人簡介與特定銷售情境或角色中

需要的因素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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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基礎 

「銷售基礎」會列出在大多數銷售情境下，對於銷售效能而言重要的因素。橫條圖會指出 Candidate 先生 

於各領域的優異程度。每項因素的定義會即時顯示在橫條圖的下方。高低分的說明列於各項定義的下方。 

各項因素已被證實對於不同銷售情境的銷售成就皆有影響。對於大多數的銷售角色來說，都會希望在每項因素上皆

能得到高分。但也有部分因素會因銷售情境之不同，而會有較多或較少的相關性。你應判斷那些因素跟你的特定情

境比較相關。 

這些評等可以找出表現優異的領域，用以增進銷售效能。此外亦可指出需要加強及/或接受培訓的主要領域，以提

升銷售績效。 

銷售信心 
低    高 

     
定義：與他人相處時表現自信，並展現其傑出的個人能力與天賦。 

● 得分較高的應試者傾向於在具挑戰性和緊張的環境下，仍十分有自信。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可能較內向或保守。這些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比較容易驚慌或失措。 

銷售熱誠 
低    高 

     
定義：具魄力和熱忱、極欲成功，並會推動自己達成艱鉅的目標。 

● 得分高的應試者充滿活力，面對任何目標及競爭者皆會勇往直前。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較不具活力及決斷力。 

重新振作力 
低    高 

     
定義：極為樂觀且復原能力強，面對最艱鉅的環境時仍不屈不撓，並會隨時留意新的契機。 

● 得分較高的應試者即使在情勢惡化時，仍能維持樂觀及悠然的態度。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在事情未如理想時會感到氣餒。 

適應力 
低    高 

     
定義：識別及採用最恰當的行事風格，以取得在各種銷售情境下的最大成功。可瞭解客戶或潛在客戶的心意。 

● 得分較高的應試者與他人相處時的靈敏度較高，在客戶面前的表現十分靈活而從容。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無法根據特定的人事物調整其行事風格或方法。 

聆聽 
低    高 

     
定義：具同情心且樂於聆聽，會用心觀察他人行為並加以解讀。 

● 得分較高的應試者會用心聆聽他人的說話，並能感同身受。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傾向是較差的聆聽者。 

應變力 
低    高 

     
定義：能迅速適應工作場所或環境中連續的巨大變化，或是情勢上的改變。 

● 得分較高的應試者可以輕鬆面對政策或工作流程的改變，並展現其迅速適應工作環境轉變的能力。 

● 得分較低的應試者未能迅速或正面地回應處境或組織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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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 

在工作中可以激發個人動力的情況。「推動因素」會列出可以推動個人朝成功目標努力的項目。下列橫條圖會指出

各項推動因素於推動 Candidate 先生 之行為時的效果等級。同時亦會列出各項推動因素的定義。 

此報告會列出特定的推動因素，以及它們對 Candidate 先生 

的推動程度。這並不代表對整體動力的量度。(「銷售基礎」部份中「銷售動力」的等級才是整體銷售動力的較佳

指標。) 

找出對應試者有效的推動因素，將有助於瞭解什麼東西可推動其銷售表現。例如對某人而言，若金錢是極大的動力

，即可鼓勵他/她從事回報潛力高的工作及銷售情境。若發展機會才是其工作動力，安排一些能提供長遠發展及培

訓機會的職位予他們會比較適合。 

金錢 

金錢與物質獎勵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競爭 

超越同僚與競爭者的機會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成就 

具有明確的目標及重視個人績效的處境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節奏 

活動及行程緊密的環境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社交聯繫 

需整日與他人接觸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獲得認同 

工作表現良好時可以獲得大量讚美與肯定的

環境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發展機會 

擁有發展及學習新技能的機會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自主性 

不受嚴格監督而可自由規劃自己的工作 

無法激勵    非常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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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週期 

「銷售週期」會透過對一般銷售週期而言為重要的因素，顯示應試者的喜好。其會指出應試者於銷售過程之八個階

段中的效能，有助於判斷此人於銷售週期中具最高效能的階段。銷售週期圖表中的粗線為「銷售週期簡介」。趨向

圓周外的點代表高分。趨向圓心的點代表低分。一般而言，對於特定銷售角色獲取成功銷售而言非常重要的各個領

域，我們都希望能得到比較趨向於圓周外的分數。愈接近圓心的分數，代表愈需要加強及/或培訓的領域。 

「銷售週期」中各項因素的定義與橫條圖顯示畫面，會列在「銷售週期」圖表的下方。 

 

發展戰略計劃 低    高 

      
深入分析市場，並積極進行產品定位與從事各項銷售活動。 

聯絡 低    高 

      
聯絡潛在客戶，打破沉默並使別人感到自在，主動建立新的關係。 

建立客戶需求 低    高 

      
對客戶動之以情、引領客戶的情緒，引發其購買慾望，並對產品或服務產生好感。 

構想多個方案 低    高 

      
瞭解客戶的需求，並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 

提交方案 低    高 

      
信心十足及有魅力地將產品及/或解決方案提交予客戶，而不會感到任何壓力或憂慮。 

銷售成交 低    高 

      
完成交易、設法使客戶作出及時的決定、處理反對意見，商議最終價格與銷售條件。 

滿足客戶需求 低    高 

      
持續地提供售後服務、與客戶保持聯絡，並採取所有必要步驟去滿足客戶需求。 

管理與成長 低    高 

      
完成銷售後維持與客戶的關係，繼續留意新的客戶需求與商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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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簡介 

此部份是 Sample Candidate 的結果概觀，會以摘要方式提供。 

若要將此資訊與特定銷售工作或情境的理想簡介進行比較，你必須決定在特定角色中達致成功的重要因素。通常在

比較應試者簡介與理想銷售簡介之前，應使用工作分析以區別必要因素、重要因素及具備尤佳的因素。(圖表中之

「對成功重要與否」一欄可用於記錄這些項目。) 

由於推動因素僅可推動個人的成就，因此不應與特定工作或情境之理想簡介進行比較；相反，應協調在工作環境中

會或不會出現的推動因素。 

此報告中的資訊雖可準確評鑑應試者的銷售因素及動力，請謹記所有資訊皆是以個人所填寫的問卷為基礎。還有許

多其他的因素會對銷售效能造成影響。因此，若要將此報告用於找出個人與理想工作簡介的最佳配對，則在評估其

合適度時，務必請將經驗、知識及能力的資訊一併考慮在內。 

  對成功是否重要？*

       

(按序評級或考核) 

1 2 3 4 5 

  

銷售基礎 

       銷售信心       
              銷售熱誠       
              重新振作力       
              適應力       
              聆聽       
              應變力       
       誘因 

       金錢      不適用 

              競爭      不適用 

              成就      不適用 

              進展      不適用 

              社交聯繫      不適用 

              認同      不適用 

              成長      不適用 

              自主性      不適用 

       銷售週期 

       發展戰略計劃       
              聯絡       
              建立客戶需求       
              構想多個方案       
              提交方案       
              銷售成交       
              滿足客戶需求       
              管理與成長       
       * 此報告的使用者須負責決定各項緯度與目標職位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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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方法 

此簡介是以 Candidate Sample 先生的下列資訊來源為基礎： 

問卷/能力測試 對照群組 

OPQ32r Russian v1 (Std Inst) OPQ32r RUSSIAN 一般大眾 2012 (INT) 

MQ UK English v1 (Std Inst) MQM5 UKE UK General Population 2000 

個人資料部分 

姓名 CandidateSample先生 

候選人資料 

RP1=5,RP2=4, RP3=4, RP4=8, RP5=5, RP6=5, RP7=5, RP8=4, RP9=4,RP10=3, 

TS1=5,TS2=3, TS3=5,TS4=3, TS5=5,TS6=5, TS7=6,TS8=8, TS9=4,TS10=4, TS11=2, 

TS12=4, FE1=7, FE2=7, FE3=7,FE4=3, FE5=4,FE6=4, FE7=5,FE8=6, FE9=3,FE10=4, 

CNS=1. X1=1, E3=6, E2=2, E1=6, S1=4, S2=3, S5=1, I3=3 

报告 銷售人員報告 v2.0 RE 

 

關於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由SHL的線上評估系統產生。它所包含的信息來自於職業性格問卷TM 

(OPQ32)。這份問卷只適用於那些對此問卷的使用及說明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 

此份報告是由答卷者回答問卷的結果產生，並且充分反映了他們的答案。在解釋這些數據時應適當考慮到問卷分數中的主觀因素。 

這份報告由系統自動產生 － 使用這軟件的用戶可以對報告的內容作出修正和添加。 

SHL Global Management Limited 及其合作公司不能保證 

此份報告的內容是由電腦產生後沒有被修改的產品。我們不會對使用此報告內容後產生的結果（包括由於疏忽引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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