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加坡、⻢来西亚、

⽂莱、印度尼西亚、泰

国、印度、⾹港和中

国，超过1200名毕业⽣

获得了认证⾏为顾问的

称号.

 

DISC是⼀个重要的⼼理

测量⼯具，帮助提⾼在

⼯作场所中个⼈的表

现，关系和团队。

⾏为顾问认证课程
LIFESKILLS INSTITUTE 是  DISC 亚洲资格认证中⼼和总经销商

认 证 途 径

这是⼀个使⽤ DISC ⼈格系统专⻔设计的为期两天的强化认证和

培训计划，它将为您提供⼀个更深⼊地了解⼈类⾏为的框架。学

习之后您将掌握关键的阅⼈技能, 并帮助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熟练

掌握⾏为分析。DISC 认证（CBC ）探索了四种基本的个性⻛格,

学会之后可以更好地与不同⻛格的⼈交往。您将管理和解释识别

⾏为⻛格的评估⼯具。这些⼯具⽬前⼴泛地应⽤辅导，咨询，⼈

⼒资源管理和专业咨询等领域。完成此培训后, 您将获得来之美

国激励⽣活研究所（IML）的认证，成为⼀名认证⾏为顾问的⾏

为分析领域公认的领导者 。

你为什么要学习?

这是对你、你的组织和个⼈关系的⼀次投资；

它使您具备有效咨询、顾问和与他⼈沟通的新

技能；

你将获得⾏为顾问的个⼈证书，并获得有关管

理、解释及应⽤认可评估⼯具的指导；

您将接受⼈⼒资源开发专家的培训，他们在⾏

为评估的概念⽅⾯培训了数千⼈;

同时您将有机会持续的进⾏研究，使⽤我们多

年来分析过的3万多⼈的数据对⾏为⻛格进⾏

数据挖掘，保证后续使⽤的持续和延展性；

作为⼀名专业顾问，您也同样能够从本课程获

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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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DEEPER INSIGHTS INTO PEOPLE

关于我们

新加坡 Lifeskills Institute成⽴于1996年，⼀直是⽣活技能学科的值得信赖和领先的
权威机构。该研究所在亚洲各地包括新加坡、⾹港、中国等亚洲国家提供训、咨询、

研究、资源和认证。该研究所由两个业务部分组成: Lifeskills⻘年部⻔和专业⼈员部
⻔。

 
⻘年部⻔与学校、机构和教育⼯作者合作, 帮助⻘年发展, 成为⾃⼰⽣活和服务社区的
优秀的领导⼈。

 
专业部⻔与各组织合作, 通过专业发展，增强其⾼管的能⼒, 为其组织取得成果，实现
增⻓⽬标

项⽬概要

第⼀部分 - ⾏为⻛格理论与背景
- DISC理论的历史发展

- 促成⾏为⻛格的影响因素

- 乔哈⾥反馈模型

- ⾏为原理⽰意图/ DISC模型

- 个性⻛格图表

- 激励原则

第⼆部分 - DISC⾏为⻛格档案的解读
-如何进⾏测评

- 咨询⽅式及误区

- 图表的描述与说明

- 多种压⼒图表的释疑

第四部分 - DISC⼈格分析系统的应⽤
-如何将 DISC 报告解释给您的客⼾

- 现在我知道了 DISC

- 下⼀步是什么？

- 4种⾏为⼯具

- 如何使⽤我的优势和管理我的弱点-⼈际关系案例研究：招聘、冲

   突解决、团队建设和管理、个⼈成⻓领域-团队互动: 如何加强组

   织员⼯之间的团队合作

第三部分 - 解读DISC⾏为分析系统
- ⾼“D”, “I”, “S” & “C”的特征

- 四种主要⼯作⻛格的激励⽅式

- 每⼀种⻛格的理想⼯作环境

- 交融的多种⻛格⽅式

- 四种⾏为⻛格的兼容性-特殊图表的模式

- 如何分辨⼀个⼈的⾯具与本质

- 如何识别⼀个⼈正在经历压⼒

你会从培训中得到什么？

1套⾏为分析认证指南材料介绍，包括：

 
- 课前资料DISC⾏为分析报告； 

- ⾏为分析认证指南6个步骤的图形解释DISC标识卡 

- 补充材料

- 7次认证后消化课程，⽤于在任务报告上对⾏为案例研究

（1对1或⼩组）进⾏图形解释

- 美国激励⽣活研究所（IML）认证的⾏为顾问  

- ⼀年的教学⽀持

专业⾏为分析师熟练技巧考试

深⼊了解⼈



什 么 是 DISC?

每个⼈都有鲜明的⾏为⻛格和品质, 这些结合在⼀起, 影响他们的思维, 喜好和⾏为。DISC ⾏为⻛格系统是⼀个帮助⼈识别

和使⽤优势的测量⼯具，同时帮助⼈们认识到潜在的弱点和盲点，旨在帮助个⼈提⾼效率。DISC是以威廉 莫尔顿· ⻢斯顿

博⼠ (1893-1947年) 的理论为基础的以 DISC 四项基本因⼦组成的⾏为模式, ⽤于测试⼈们在⾯对某种情境时的内在情绪反

应。所有的⼈都以不同的强度分享这四种⻛格，⻛格相似的⼈往往表现出这种⻛格共同的特定⾏为特征。所有⼈都表现出

这些⾏为特征，知道⾏为⻛格会让你了解⼀个⼈的动机，优势和弱点。DISC本⾝是⼀种⽤来解释⾏为和情绪的通⽤语⾔。

它超越性别，种族和⽂化的因素, 使得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和识别。

 

DISC 的关键是发现⼀个⼈分别在以下四个⽅⾯中的⾏为强度:
Dominance（⽀配） – ⼈强调取得成果，底线和挑战

Influence（影响） – 强调影响，开放，关系

Steadiness （稳重）– 注重合作，⼀致性和可靠性

Compliance（准确） – ⼈注重准确性，认真性，能⼒

 

项⽬前准备/资格
学员在参加培训之前, 需要进⾏ DISC 个性⻛格的在线测评.

 

谁应该参加

企业⾼管，经理，团队领导，商业顾问，教育⼯作者，培训师，教练，⼈⼒资源，教育，社会服务，酒店和旅游，销售和

营销以及其他以⼈为本的⾏业的专业⼈员。

 

毕业要求-参与者的期望是什么？
要获得认证⾏为顾问的资格,，课程参与者必须: 参加我们的认证培训师进⾏的为期两天的培训，充分参与所有计划的培训

和学习活动，通过能⼒考试由美国励志⽣活研究所（IML）编写，管理，评分和解释⼀个分析案例，并提交案件的任务报

告。

"These additional materials draw parallels 
to the ethos of the 10 behavioural 

statements and help to bring to life how 
these principles are applicable to our 

day-to-day leadership actions. A fun and 
engaging setting where participants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in a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Stephenie Teo, Head, Learning & 
Development of Bank of Singap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kills learnt, interactive 

activities/games make the 
programme fun. Small class size 

allows for closer interaction 
among participants and with 

facilitators.”
 

HR Manager, KK Women’s & 
Children’s Hospita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Ian and 
Lifeskills in conducting "DISCover 

The Strength In You" workshop for 
our higher management staffs. Our 
people have enjoyed and benefitted 
from your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Your structured and inspiring 
workshop definitely empower u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to want to 
improve in our leadership journey."

 
Amazing Borneo Tours



使团队合作变得积极和富有成效

当⼈与⼈缺乏理解时，我们往往会误解并产⽣冲突，了解其他⻛格可以让你以更有建设性的⽅式进⾏沟通，通过改变你的⾏

为来吸引与你不同的⻛格的⼈。⼈格分析系统™使您能够了解其他⼈以特定的⽅式⾏事的原因。

 

加强沟通和反馈 
测评分析通过突出个⼈的⾸选沟通⽅式, 帮助⼈们解决潜在的问题。⼀旦你意识到了⼀个⼈喜欢的⾏为⻛格, 你就可以调整⾃

⼰的沟通模式。这种技术将确保通过最⼤限度地减少误解来实现预期的结果。

 

制定⼈员管理策略

DISC测评报告强调了⼈的最⼤的动机和恐惧，以及个⼈成⻓的理想环境。通过了解这些将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管理和激励员

⼯。

 

职业规划与个⼈发展

通过识别个性⻛格, 帮助个⼈意识到某些⻛格适合的职业。DISC 分析通过选择正确的职业匹配来帮助⼈们选择职业， 从⽽有

效的进⾏职业规划, 这样的职业规划，通常会更满意、更有成效。

DISC⼈格分析系统的优点

Empowering people to better lead 
their communities by fanning into 

flame the gifts in them. 

为个⼈，团队和组织提供成⻓和发展的解决⽅案联系我们：

enquiry@lifeskillsinstitute.sg 或 +65 6346 1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