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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先懂孩子
再懂教

一样米养百种人

人们常把「一样米，养百种人」
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在现实
生活裡，却往往无法贯彻这句话
。许多人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思
考模式、情绪、行为反应，套用
在亲朋好友身上；甚至用同样的
方法，去教养子女。

有些父母则从孩子出娘胎时，就
知道两代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个
性鸿沟；如同白天与黑夜般，不
知另一个世界的面貌。往往只记
得自己过去被教育的方式，却无
法摸清孩子的性格，不知道如何
顺着他的个性去教养。那种力不
从心的挫折，总能给父母带来许
多失眠夜。

知己知彼

有些父母是「积极改革派」，对
于思考、情绪、行为都与自己南
辕北辙的孩子，就是「看不顺眼
」。于是，往往把相处时刻，都
变成了「改造至上」的震撼教育
。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两代相处
时，总是针锋相对。

当人们谈情说爱、你侬我侬之际
，或者职场裡的运筹帷幄、尔虞
我诈之中，大家都深谙「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的重要性。但一
转换到亲子相处的情境中，很多
人却把「先懂孩子，再懂教」这
个重要的原则，给轻鬆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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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父母都宛如孩子的雕玉师父

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基因其实只占一小部
份的决定权。当小婴儿呱呱落地后，父母的
教养模式、生活经验、文化熏陶、社会环境
等因素，都默默进行着雕塑。其中，父母的
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最为深远，所有的
耳濡目染，都一点一滴塑造着孩子的人格特
质。

每位父母都宛如孩子的雕玉师父，面对璞玉
般的孩子，心中充满期待；然而在教养过程
里，不免犹疑、彷徨、担心自己对孩子的观
察是否正确？能否顺着璞玉的硬度、形状、
色泽、脉络纹路，去细细琢磨，给每颗璞玉
赋予不同的生命意境？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令人心焦又心疼的教育现
象，我们便于数年前开始研发一套可以让父
母摸清孩子个性，懂得如何顺应孩子人格特
质进行亲子教育的系统。你可以更有条理地
「先懂孩子」，「再懂教」！

儿童教育专家
王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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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特质
7型人格分析，主型及辅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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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型人格图

○○○的人格主型 ： 无尾熊、猫

○○○的人格辅型 ： 黑豹

水牛 白兔 黑豹 猫 孔雀 狮子 无尾熊

7 9 12 17 5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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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特质说明
当○○○处在一个熟悉，而且知道自己是深受宠爱的环境里，
他是一个全然活在自己想法里，用情绪、行动、言词把心里
所思所想完全呈现。不管何时何地，行事完全忠于自己喜恶，
完全不在乎他人所投注的眼光，也不在意所处团体所规定的
准则，更不在乎会不会造成他人不便。他是存在于自己世界
的主宰。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行动派的孩子，脑子充满着大人无法了解、
搞不明白的为什么、是一个求知的好奇宝宝、而且常常会把
脑内的想法，会不假思索地在生活里尝试、动手操作，而且
不管年纪大小都可以自得其乐沉浸在自我的实验和游乐中、
是一个大人眼中看来是个说不听、劝不动很有主见、很皮、
很固执的小孩，其实他只是把脑内的创意想法、拿来做实验
罢了。

除了他是一个行动派的生活实验家外，○○○还是一个很有
自信、很有领导力、很享受指挥若定权威感的孩子。因此，
很多行事准则，往往会以自己的想法，喜怒哀乐，为重要的
依准，很少会去思考到他人的感受或是对他的看法，他的优
点是忠于自我、缺点也是自我主观意识太过强烈、有时自己
的言行举止，冒犯了他人、惹人生气了，也不自觉。如何忠
于自己，却又能考虑到他人感受、看法这是父母在教养孩子
的过程，需特别加强人际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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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是个属于那种只喜欢动口，不喜欢动手
型的孩子。他在做事情时，有着明显选择性，往往只
愿挑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做，当从事自己喜欢的事
物时，可以投注百分之百的心力，当面对自己份内却
不喜欢的事时，就会有虎头蛇尾，敷衍了事的情境出
现。有时，让看不下去的父母忍不住插手帮忙，而更
养成他喜欢动口，不喜欢动手型的习惯。

他是一个很有主见、很坚持自己做法、想法的孩子，
但要让这么有自我主张的孩子在动口之余，也愿意动
手，就需父母在平日就要拿出“铁杵磨成绣花针”的
磨功，来培育出他当面对不喜欢做的份内事时，也愿
意有耐心和毅力来完成，才更具有未来的生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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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型 无尾熊型
不疾不徐休闲达人

●  性 格 ：悠闲自在、注重休闲嗜好、懂得保护自己权益。

●  优 点 ：个性随和、平易近人、安守本分。

●  缺 点 ：好逸恶劳。除了兴趣以外，是个「差不多先生、拖拖拉拉小姐」。

●  教养重点 ：用他的兴趣为基点，诱导孩子接触原本排斥的活动和学习领域。

●  压力来源 ：被要求去完成份内该做，却又很排斥、很懒得做的事。

●  给人压力 ：喜欢用遗忘、拖延等战术，来逃避该做的份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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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尾熊型的孩子喜爱安定、悠哉的生活步调，即使遇到紧急状况，也能保持淡定不疾不
徐去面对。其实，他们厌恶、排斥「压力」，只要一感觉到压力 ，脑内的防卫机制就开
始启动，马上打起「太极拳」，希望能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或拖拉战术，来逃避压力
的追逐。

他的个性就是随时都能享受快乐，只要能从事喜爱的休闲活动，就心满意足。他生性从
容，老是一派悠闲自在，因此左邻右舍多半会对他印象不错，觉得他 性情温和，对人有
礼貌，也不会惹事生非。

只有爸爸妈妈知道他在家中其实懒懒散散，面对不喜欢的活动或事物，他要不是来个
「无限拖延战术」，就是索性来个「置之不理策略」。这种「隐性罢工 」、「越逼我，
我越慢」的性格，时常让父母亲伤透脑筋。 他们相当注重休闲嗜好。对于被指派的任务
或者学校的课业，对他而言是「被逼迫」而「不得不做」的事。

这种「并非出于自愿」的事物，基本上他是能拖则拖，好像无法在「尽责任」 和「享权
利」中取得平衡。他不喜欢高压管理，不喜欢被逼着完成某些事情， 而喜欢在安定的环
境、和谐的气氛中，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种孩子的企图心并不强。表现在学业上，
就只求差不多就好，没有太强烈的求知欲。除非，某个领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才会
废寝忘食地去钻研，去探索。

面对软硬都不吃的孩子，父母、老师在教育时，就要与他大玩智斗游戏，利用投其所好，
来引诱他尝试学习，利用无限耐力来监督，陪伴他把份内工作完成 ，慢慢培育出他的责
任感并激发出他学习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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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型 猫型
不按常理出牌的小牛顿

●  性 格 ：好奇心强、求知欲强、富有想象力和创意。

●  优 点 ：独立自主、富有创意、不受制于传统的思考模式。

●  缺 点 ：爱做白日梦、活在自己的世界。

●  教养重点 ：尊重他因好奇而求知的精神，不要太斤斤计较成绩单上的文字。

●  压力来源 ：需要改变自己的信念，配合别人的想法。

●  给人压力 ：用不停的"为什么"，来考倒周遭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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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型的孩子是相当独特的孩子，不轻易全盘接纳大人的想法和意见。思绪一 经牵动，就
像涟漪般层层扩散，一堆莫名奇妙的「为什么」就顺势冒出，考倒周遭忘记「思考」为
何物的大人。在思想上，他们比其他小孩来得独立、自主，年纪小小就拥有自己的价值
判断和思考逻辑。

他常有天马行空、无厘头的想法，因此，对于制式的作业、制式的作答往往适应不良。
他也很忠于自己的想法，会为了讨好别人或是赢取认同，而做出人云亦云、附和他人的
行为。他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做出来，至于同学或大人如何看待他，他不会太过
在乎。当然他有时也会挣扎、犹豫，但终归还是会选择相信自己忠于自己的想法。

他内心最大冲突，就是「我终究要不要和大家一样？」，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不允许人
家剥夺他的「自我」。他常思索着：若自己跟大家一样，那「我」就「不是我 」了。

他的小脑袋瓜中，总是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点子，而且他对自己的念头相当认真执着，但
他并非是要故意唱反调或是搞怪。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孩子，家长需要用各种「顺着猫
毛摸」的方式去理解和包容， 帮助他发挥自己的天份。他习惯活在自己的世界，常常沉
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自得其乐。 亲爱的父母需要记得提醒他：多留意别人的感受，跟上周
遭人们生活的节奏和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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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型 黑豹型
我行我素小侠客

●  性 格 ：崇尚自由、勇于冒险、突破、追逐新奇刺激。

●  优 点 ：精力充沛、冲劲十足、会运用多元的方法来思考、解决问题。

●  缺 点 ：易冲动、情绪掌控力差、不知先思而后行。

●  教养重点 ：利用体能活动，培育孩子遵守规范的精神。

●  压力来源 ：被约束一定要遵守某些规范，长期做静态的工作。

●  给人压力 ：难以预估他将闯下那些祸事，必须精神紧绷，随时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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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孩子是人们所谓「大好大坏」的类型。他们精力充沛，情绪反应快速而直接，特
别喜欢感官的刺激，以及激烈的肢体活动。

他很「重义气」，只要朋友开口，绝不吝于对别人伸出援手。总是带有某种冲劲，热爱
冒险，享受刺激的挑战性，而且还爱当别人的「大哥大」、「大姐头」。从某些方面来
讲，这确实是优点。小小年纪就能有这样“豪爽”的个性，只要注意让他建立起正确的
价值观，长大后他可能会广交天下友，成为被大家推崇和重视的人物！

在不平则鸣的社会氛围下，孕育出侠客型的新世代小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精力
充沛、充满正义感、个性火爆、诚实、愿意认错。他们时而冲动，时而感性，说起来，
是非常可爱的一群孩子。 他的个性显得较为随性，行事作风属于「跟着感觉走」的那一
类，极为注重当下的情绪和感觉。

因此，他高兴的时候非常高兴，伤心的时候非常伤心，生气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身上带着一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气质。每当闯了祸，他的内心其实非
常自责。虽然下一次，还是可能继续闯祸，但那是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而不代表他冥
顽不灵。

这类型的小孩很多，父母老师千万不要过度严厉责罚他，也不要认定他无可救药便放弃
他。其实，他的本性相当纯良，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学习、摸索、体验。他未来人生
的走向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就看父母师长们如何以身作则，如何发挥教养的智慧！



13

○○○的特质指数分析
性格特质说明与注意事项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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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指数结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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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负责指数 60分
有些孩子渴望关爱的眼神；有些孩子喜
欢自由；有些孩子是无所谓先生、差不
多小姐。当此项指数分数越高，孩子就
越会是个天生完美主义者，一点点都不
肯轻易放过自己。

儿童特质

在年龄层较低的孩子中，是比较常见的族群，毕竟认真负责、努力用心，
都是需后天培育的特质和个性，这类型的孩子，对自己份内的工作质量非
常宽松，很轻易让自己过关，不太会为难自己，再努力一些，愿意负起责
任来。
如果，是年纪很小的孩子，这是个普通现象，但如果已是学龄期的孩子，
可能需加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培育。

注意事项

他是一个只要父母或师长要求，紧迫盯人的话，能够把被要求事情做好的
孩子，但是如没人要求时，很容易放松自己，善待自己的孩子。父母常因
需紧迫盯人，而放弃对他的要求，或是放宽标准，因此，让他更懂得”偷
懒”。别忘了，认真负责的态度，需要靠后天培育、训练，才能慢慢养成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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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细腻度指数 70分
有些孩子是"人来疯"；有些是恨不得成
为"领头羊"。当此项指数分数越高，孩
子就越会是心细如发、步步为营、小心
翼翼，往往是"在家一条龙、在外一条
虫"的标准型。

儿童特质

他是一个在陌生环境里，懂得察言观色、谨言慎行的孩子，但是一旦熟悉
了周遭的人、事、物后，就开始胆大，开始探索所在环境里，新奇事物。
这时他就需要父母提醒一下他的行事准则。是一个心思敏锐，但也懂得放
松自己的孩子。

注意事项

他是一个有足够观察力和心思细腻度的孩子，刚到一个新环境都是中规中
矩，但混熟之后，许多该遵守的规矩和言语就有可能脱序。不过，他经过
父母、师长提醒之后，就能够马上收敛，回归正轨。

只要父母给予身教、言教，他是个体贴、细心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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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劲精力指数 83分
有些孩子做事谨慎小心；有些孩子是力
求完美。当此项指数分数越高，孩子越
容易不瞻前也不顾后，是属于横冲直撞
型。

儿童特质

他是一个动作行的孩子，生活中都是用肢体、动作来感受生活，做为吸收
知识的管道，也喜欢用肢体动作，来做为交朋友的方式，他的心思单纯，
是个喜欢行侠仗义、路见不平，很讲究义气得孩子。

注意事项

他是一个行动版的孩子，往往脑袋还没摸清楚状况，但动作已抢先一步做
出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想而知，也经常闯祸连连，被责罚更
是常事。虽然，他们表面上会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内心很在乎别
人看法。因此，父母要记得多采取教导，来取代责罚，千万不要用剥夺孩
子活动时间，处罚他做抄写功课和背诵课文，这种会适得其反的教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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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求知指数 98分
有些孩子生来听命照做；有些孩子是天
生"反对党"，只要是父母、老师说的话，
一定想办法持反对意见。当此项指数分
数越高，孩子就越像是天生的爱迪生、
爱因斯坦，天天有没完、没了的为什么。

儿童特质

他是脑袋瓜里装满一万零一个为什么的好奇宝宝，遇到任何新奇或是他人
习以为常的现象，都可发出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把好脾气的爸爸、妈
妈和老师都问出一大堆火气。如果，他又是一个行动派的实验者，那可能
会把家中可拆的东西都拆了，可做实验的物品，都拿来当实验，是个令人
又好气、又好笑的小小科学家。

注意事项

他是一个求知欲浓烈的好奇宝宝，喜欢在生活里尝试，寻找答案。日理万
机的父母，常常把这种孩子当成”找碴者”，往往忽视孩子的绝妙好问。
教养这种孩子，父母可能花时间教导他们搜集资料的方法和管道。还有，
如果要自己动手做实验的话，需要知道该遵守那些安全守则。因为，他们
常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在课堂也很容易引起老师误会，以为他是故意找麻
烦。其实，他只是好奇，想找出生活里的神奇奥秘罢了。

这种孩子，需要父母、老师愿意多花点耐心与时间陪伴，让他养成自主追
求学问，归纳答案的能力，未来他将会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之姿，来回
报父母与老师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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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亲和力指数 44分
有些孩子看到陌生人，马上躲得远远；
有些孩子最怕出风头。当此项指数分数
越高，孩子就越会是天生外交官加人际
高手，像颗小太阳带给人们欢欣和快乐。

儿童特质

他是一个行事相当低调的孩子，只愿意把他的光与热散发给他生命里最亲
近的人们，遇到陌生人马上收敛起他活泼、亲切的那一面，马上变得害羞
内向、内向、木讷，常会让父母亲觉得这个孩子带不出去，上不了台面。
他就是属于”窝里热型”的孩子。

注意事项

他人际里的温暖、亲和、完全给予生命里最亲近的人，需要许多时日相处
后，才会慢慢发现他个性里那个活泼、开朗的那一面。因此，父母亲常等
不及孩子慢慢展现自己的光与热，当遇见陌生人时，不是硬要孩子表现的
落落大方，为自己做足面子，要不然，就开始当着旁人面前开始数落孩子
的拘谨、害羞，让孩子更是把人际往来，当作是件焦虑且恐怖的困难事。
这时，父母应放下心中期待，常带孩子参加一些团体活动，自会慢慢适应，
学习面对人际间的生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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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领导力指数 70分
有些孩子只喜欢躲在幕后；有些孩子只
懂得埋头苦干。有些孩子却享受悠闲自
在，不管事。当此项指数分数越高，孩
子就越会是天生领导者，喜欢享受叱咤
风云、勇于负责。

儿童特质

他是一个有足够自信，也有领导能力的孩子，但他不会事事想强出头，通
常是碰到自信满满的领域，或是被朋友还是老师圈选出来，才会跳上台面
奋斗领导者，他是一个安于当追随者，也能够做领导者的孩子。

注意事项

在父母和师长眼中比较属于安于现状，不会与人争强斗胜的孩子，偶尔付
于他重任，他也能够使命必达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但如果没有人要求他
时，他也非常安于扮演追随者，配合团队活动的配角，是一个不会给自己
太多压力的孩子，但看在父母和师长眼中，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过善待自
己。如果，希望这类孩子能更上一层楼，必须培育增强想突显的能力外，
还需培育他对挫折的容忍度，以及抗压力。



21

做事持续力指数 28分
有些孩子却是拚劲十足，事事自动自发。
此项指数分数低的孩子天生懂得享福，"
能躺着，就不愿坐着；能坐着，就不可
能站着"，是"推一下、动一下"的磨人
型。

儿童特质

他是一个遇到吃喝玩乐，就马上精神百倍，斗志十足，但是如果需要做家
事，或是课业时间，马上可以摆烂，拿出一堆借口来搪塞的孩子，既使，
花在推拖拉的时间、精力，远超过专心投注在正事，他们宁愿采取逃避的
态度，不愿面对堆积如山的功课。

注意事项

这种孩子是天生的马马虎虎先生，差不多小姐，事情的完成度，令人不敢
恭维，总是把自己喜爱从事的活动，摆在生命的第一顺位，其他事物就用
不理不睬、不闻不问的态度来逃避，希望等周遭人们看不过去，会主动帮
忙。这时，父母亲一定要耐住性子，能够与他对抗到底，要求他一定要自
己完成，才能慢慢改进他不肯动手做事，培育起愿意付出努力，来争取成
功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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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独一无二的孩子如何教

教育用对方法，孩子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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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独一无二的孩子如何教

这类型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特别旺盛，不同于其他孩子「求知是为了考好成
绩、为了高人一等、为了炫耀、为了参加科展或其他种种目的」；对他来说，
「求知只是因为好奇」，这是他的优势所在。换句话说，他不会为了任何目的
而去学习，也不会因为任何挫败而放弃求知。

这种特性，往往让他的学科表现相当不平均。比如说：他在艺术方面的表现，
可能十分杰出，但其他科目却连低空飞过都有困难；也可能在生物、理化的知
识上，广博得像个「小百科」，可是在语文方面却总是差强人意；或者，他无
师自通，能写一手好文章，可是看到数字就头大。

在要求每个学科平衡发展的教育体制中，家有这类型孩子的父母，又得做个艰
困的选择题：究竟是该强迫家里的孩子，把不喜欢的科目给强拉上来？还是，
让他专心往喜欢的领域发展？

聪明的家长，一定要顺着孩子的天资去栽培，不论朝向什么方向去发展都很好，
但前提是：必须要是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孩子未来必定以那个领域的佼佼者
之姿，来回报父母的知遇之恩。 这类型的孩子天生就很有「个性」，当其他小
孩都还懵懵懂懂，他就很坚持要当自己，不愿意放弃自己特殊的色彩。他的小
脑袋里可能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想，因此常常在行为规范上会和众人格格不入。
他不是调皮捣蛋的作怪，也不是瞎起哄的作乱，只是很单纯的想：我为什么不
能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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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必须让他养成遵循秩序的习惯，尽量配合团体的步调，让他明白：「遵守
规矩」不等同于「失去自我」。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唯有先遵守规范，才
能进一步去实现自我。

这类型的孩子有时太过自我中心，难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事情，往往难以
理解：为什么对自己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对有些人就是觉得很困难呢？为什
么自己可以三两下处理好的情况，别人却要花上大半天工夫？因此，他有时可
能显得过于单向思考，并未考虑每个人天生的差异，局限在「大家都绕着我运
转」的思绪里。

教养这类型孩子时，父母亲需要多费心带他看看社会百态，如果可能的话，最
好让他做个，比如：到老人院为老人跑跑腿，看看孤儿院的小朋友，或者去当
自然生态的环保志工。让他在为人服务的过程，体会：不但人有百百种，且每
个人的人生境遇、能力、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这可以让他的心更柔软，更宽
广，更能容纳百川，以免变成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皇帝」。

这类型的孩子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和天之娇女，当惯了常胜军之后，偶尔棋
逢对手，不小心被击败后，必定伤心沮丧。但有些孩子在痛苦难过之余，会慢
慢重整心情，找出自己失败的症结，激励自己更上层楼。也有许多没有尝过败
绩的孩子，遭逢打击后，会有输不起的情绪反应和宣泄。

这时，就考验着父母的教养智慧。是要任由他耍无赖、乱发飙？还是帮他找理
由，打击对手，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天气、环境、人事、运气上，让他感觉「千
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或者，让他知道如何用正当方式去争取光荣，并且
肯定自己艰苦的过程与努力，而不只是「以结果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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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父母也必须以身作则，为他展示最高尚、也最基本的运动员精神，就是：
当别人胜过自己时，要真诚地为他人鼓掌。

抗压力、耐挫力，以及包容力是这类型孩子必需努力学习的方向。 这种孩子在
做事时，只要是他不感兴趣，或是没有信心的事情，只要遇到瓶颈，或是得不
到窍门时，很快就会放弃尝试不了了之。因此，常常有虎头蛇尾，或是敷衍了
事的情景发生。如果，父母没有坚持或引导他慢慢将事情完成，则孩子将无法
培育起自我要求的耐心和毅力。

当遇到孩子失去耐心，或是轻易放弃时，父母可以让孩子稍稍休息，有足够体
力，也思考过如何克服困难的方法后，再做尝试。可以让孩子分阶段慢慢完成，
主要让孩子学习如何依自己生活、心理状态，来决定完成事情的进度。也学习
如何用不同方法来完成事情，可以试着把一件难以完成得功课，划分成几个小
部分慢慢完成，还是用少量多餐的方法，例如：做十分钟功课，休息十分钟的
方法，来把功课完美完成。不管进度如何缓慢，但要养成把事情完成到一个足
以让人接受的程度才行，也逐渐养成自我要求的习惯。

有些孩子，只要生活里有些风吹草动，心情马上受到影响。但这类型的孩子，
却有任凭他人的闲言闲语，都可以充耳不闻、不把他人的情绪感受列入生活行
事。言词的考虑，这将在他的人际运作里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将会形成极大障
碍。父母平日在教导孩子时，例如看电视、影集还是阅读书本时，与孩子讨论
剧中人物或是书里的人们，在经历这些生活里的起伏时，他们心里的感受是什
么？他们经历着那些情绪？



26

父母也同时可以与孩子一起从事每天的心情日记，讨论着每日生活里的点滴，
每个人心中可能会生起的情绪或感受。如一开始从事这个活动，对大人和孩子
都有困难度，也可运用图释来取代。主要目的，让孩子逐渐学习运用情绪、情
绪的词汇，也慢慢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可以逐渐与他人的情绪与感受
接轨。



了解孩子 . 创造未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从「心」出发优雅育儿



望子成龙有方法
你知道学习语言的黄金期是10岁以前吗?
你知道八大智能哪一个才是孩子的优势吗?
你知道该如何补强人际社交力吗?

详细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点击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ab405f0ca0c3013cb455f14627511814


 工作能力完整解析与改善建议

 用于辅导及个人成长

 寻觅求职方向

 工作能力提升参考

详细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点击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b9a77358082d857c6c8bbb161f632f7a


不清楚自己在爱情里到底要什么？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最适合成为您的伴侣？

已经爱上了却为相处苦恼？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report/7957ba938f240f1f15fc16f1064ef731?uuid=10727698-35ad-11e9-9f63-00163e0ea18f


好东西要共分享
帮助别人，是人生境界的升华

好东西随手转发，让您的朋友、同事、家人，职业发
展不迷茫，恋爱、婚姻家庭甜蜜温馨，教育孩子不再
犹疑、彷徨。他们的成功与幸福，有您随手转发的功
劳，谢谢您！谢谢您带给大家的关爱与温暖。

动手分享让人生更美好
将二维码截图或复制网址链接并转发

职涯
个人特质及通用
能力镜像测评

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
和能力结构，以找到适合您的职涯
之路，成就人生梦想。

爱情
爱情婚姻面面观
幸福指南测评

帮助您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爱情与婚
姻，让您展现魅力、克服弱点，成
为完美的另一半，迈向幸福未来。

儿童
独一无二的孩子
性格分析测评

幼儿园/小学适用

帮助父母更好地了解孩子的人格特
质，不同性格的孩子，适用于不同
的教育方法，让孩子快乐成长。

多元智能
多元智能潜能
探索测评

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孩子的优势和特
长，更精准地规划孩子的未来成长，
让学习事半功倍。迈向全能，绝对
可能！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b9a77358082d857c6c8bbb161f632f7a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7957ba938f240f1f15fc16f1064ef731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78d7fda3c916ad3b78c9c64d25e25a65
https://www.properson.cn/question/ab405f0ca0c3013cb455f14627511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