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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指南旨在协助导师与/或主管指导Optimal Sample培养良好习惯，以帮助他在挑战性销售职业中取得成功。

此报告识别了Optimal Sample的长处，并提供适当的辅导策略，以帮助他在各个事业阶段都充分利用他的长处。 

阶段1: 培养成功习惯 

在从事销售职业或加入新公司初期，他们必需培养在以下情况有用的习惯：

参加有关培训课程以通过评估考试（如有必要的话）
学习产品与服务的相关知识
与新上司及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
了解如何善用技术人员与业务人员所提供的支援
了解产市场与市场需求

阶段2： 建立事业 

当完成公司产品及销售技巧培训后，销售员的工作职责将会发生改变，此时个人的成就将更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成功。
在第一阶段所培养的良好习惯将在销售员建立事业时进一步得到改善。

此报告乃根据Optimal Sample的人格特质与态度编写而成。此报告已被证明对于类似性格的销售员有效，故可作为辅
导策略的依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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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与职业成长

从事销售职业的适合程度（预测分）

 
 

  50  

 非常强           强 中等 中下            警示

Optimal Sample具备在竞争性销售中成功的潜质。对他的自我管理、成就动力以及独立性进行辅导，这将在此报告中
详细说明。 

辅导策略 

了解他的内在长处，并帮助他加强个人优势。
鼓励他真诚用心地投入此事业，他就能取得成功。
为他制定高标准的作业活动与目标。他可以掌控自己的作业活动量，付出的努力越多，技能的进步也就越大，
更易心想事成。
定期与他进行交流，藉此了解他在哪些方面表现出色以及如何充分发挥他的个人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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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功的习惯

自我管理能力（进取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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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中等 中下                     弱

Optimal Sample富进取心、具竞争力 、有决心、以目标为本。他在培养良好工作习惯以及学习相关业务的过程中，他
都具备良好组织能力的潜质。当他的事业刚刚起步时，我们建议您指导他培养取得成功所必须的日常工作习惯。 

培养良好习惯 

无论做什么事情，协助他事先制定每日与每周的进展目标。
帮助他为他的日常活动制定计划，并记录这些计划（学习、会议、其他重要活动等等的时间分配），藉此培养
设置目标的良好习惯。
鼓励他用心执行他的计划，如果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鼓励他尝试超越他的目标。
当他成功履行计划时，请奖励他。
如果Optimal Sample正在参加认证培训， 鼓励他定期安排时间学习和完成相关任务。Optimal Sample有着专
注于任务的潜质。

建立他的事业 

鼓励他计划每日电话宗数，并努力实现目标。当他成功履行目标时，对他进行相关辅导。避免劝诱 ，因为努力
工作是他的职责。
对他可掌控的作业活动制定目标，例如打电话、开会或完成某个具体项目所需要的时间。

鼓励他进行: 

协助他完成你们一起制定的任务目标。如果他实现自己的承诺，请奖励他。
鼓励他安排时间完成重要任务，以免被预料之外的事情所打扰。
鼓励他定期与他的导师跟进面谈，以讨论他的目前的工作进度和目标，以及达成目标所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在计划他的日常工作计划时融汇导师给他的反馈建议。向他的上司/导师咨询，并共同制定他的每日工作目标。
与他保持良好关系，他付出他的努力，而您则辅导他的销售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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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力剖析（成就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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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及/或挑战 人本与服务取向 安全感和稳定性

他在追求成功与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之间取得平衡。他喜欢接受挑战，同时他也乐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培养良好习惯 

挑战他完成每天的重要任务。
为他制定既合理又具挑战性的目标，当他能持续达到目标时，逐渐提高他的目标难度。
如果Optimal Sample正在参加认证培训，确保他及时完成所有任务，同时保证工作高质量。

建立他的事业 

挑战他完成甚至超越每天的客户联络目标。
指导他的在销售演示的质与量之间保持平衡。
指导他的销售过程，以确保他的进度适合该客户或准客户。
使之成为一个畅销或大众适用产品的专家。

鼓励他进行: 

考查他的销售流程。
向他提供有趣的挑战任务。
请他的导师考核他的产品知识，并就复习和练习重点提出建议。
如果他在需要学习的方面进展顺利，向他就如何能更上一层楼或超前进度提出建议。
辅导他的有关销售演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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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 (独立潜质)
 
 

  -3  

 非常独立 独立取向 团队取向    非常依赖

大部分情况下他都具有合作精神，而当有需要时他也可以变得独立。他能适应大部分的工作制度，因此他很适合在一
个有结构的组织中独立工作。鼓励他按照以下方法发展他的这个优势： 

培养良好习惯 

帮助Optimal Sample学习公司的企业文化的运作模式，让他成为团队中有效的一员，并适当使用公司的支援与
架构。
鼓励他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寻求创新。
鼓励他与他人讨论他所学到的东西，这些人可以是公司同事，也可以是接受相同培训的同人。

建立他的事业 

向他说明公司的销售策略，同时考虑其他有效建立客户人脉网络的途径。
让他与提供支援工作的同事建立良好关系。
鼓励他提高他的自我管理能力，使他可以独立创造事业。

鼓励他进行: 

与他一起评估新方法，避免没经过讨论就直接用于实践。
挑战他思考创新方法来做销售工作。同时请您做好准备评估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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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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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示

Optimal Sample善于交际，并且拥有开朗、友好、外向的个性。社交活动让他充满动力与活力，结交新朋友与建立新
的人际关系对他来说毫无困难。 

培养良好习惯 

辅导他请他人开口作自我介绍，以便他能了解他人的需求所在。
鼓励他享受销售职业所带来的社交活动，指导他在社交环境下建立人际网络与转介客户。
辅导他的倾听技巧。

建立他的事业 

通过展示社交的乐趣，帮助他建立他的客户网络。
提供一个以社区为取向的策略结交新人。
Optimal Sample善于交际，可能会把客户的拒绝当作是针对自己，与他制定在销售过程中应对客户拒绝的策
略。

鼓励他进行: 

检讨他的销售演示技巧，确保其始终以业务为焦点。
确保您与他的会议重点是业务事宜，同时也建立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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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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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示

他喜欢解决问题，但最好是技术性与非技术性相结合的问题。他对待分析的方式与其它成功的销售员非常相近。 

培养良好习惯 

鼓励他每天留出固定时间以回顾产品知识与相关商业新闻。
辅导他首先关注知识重点，再深入探究其中难点。

建立他的事业 

鼓励他练习一个可以在30秒内令顾客感兴趣的接洽技巧。
确保他深入了解产品的优点和益处，以便他能作强而有力的销售演示及回答大部分顾客的问题。
当您得不到答案时，先让他熟悉公司的支援系统。

鼓励他进行: 

让他在会议之前准备好技术问题清单并提前发给导师参考，以便在交谈中可以快速获得答案。
请导师对他的销售演示给一些反馈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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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掌控（自信心）

62

在他人眼里，他非常自信，独当一面，效率极高。他对自己的表现负责，预期在事业和大多数任务中取得成功。 

培养良好习惯 

令他意识及扩展自己的长处，并鼓励他充分利用这些长处。
鼓励他不断回顾到目前为止他所取得的成功。
训练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训练他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
训练他掌握可控事件，全力以赴。
当他感到成功时，关注他的其他发展机会。

辅导策略 

始终关注他的个人长处以及如何使他做得更好。
通过询问他如何补充他的个人优势，以处理他可能潜在的傲慢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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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管理

62

他似乎能很好地支配精力和生活方式。适当的工作压力以及有效的抗压能力更令他在挑战中表现出色。 

培养良好习惯 

辅导他分辨及了解他自己的减压策略，以便在其他情况下加以使用。
辅导他继续把压力视作可以克服的挑战。
辅导他与他人分享他的压力管理方法。

辅导策略 

如果他的同事有压力迹象，Optimal Sample或许是一个合适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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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抗拒心理应对方法

72

Optimal Sample对寻找客户，处理拒绝持有正确心态，同时也认同以销售为事业，应该适合绝大多数的销售工作。通
常他不会把拒绝当作是个人针对，并善于建立您的事业。 

培养良好习惯 

充分利用他能安然寻找客户与处理拒绝的本能，将寻找客户变成作业习惯。
要求他计划每天电话宗数，并加以实践。这是销售行业中的成功定律。
让他专注于公司的优质产品与服务，以便能轻松自在地向客户提供服务。

建立他的事业 

辅导他即使没有期待得到什么，也要不断地寻找推荐人。
仅记积极心态是关键。进行成功的市场调查可以助他开拓市场，建立未来的事业。
没有人喜欢被拒绝，但一般上他都能把拒绝不看成是个人针对。当他人不愿意与他说话或不愿意帮他做市场调
查时，可能他们是在顾虑他们的朋友的反应，未必是拒绝他。展现他的判断能力及圆滑交际能力，让他们消除
顾虑。

鼓励他进行: 

称赞他的这方面的长处。
鼓励他在合适情况下成为别人的导师。
思考并寻找客户发展与应对拒绝的其他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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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风格

47

当与他人进行交谈时，Optimal Sample能够非常有效的倾听。与客户、同事以及其他人交谈时，其优秀的倾听技巧将
是他的财富。 

帮助指南 

当面临挑剔客户时，发挥他的擅于倾听的长处，以听取对方反馈并获取客户信任，这可能是其他人所不能做到
的。

辅导策略 

Optimal Sample可以成为从事调查与咨询性质销售行业的好榜样。

©1993-2008 Selection Testing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