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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購買測驗代碼 p.2 
二、進行測驗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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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透過以下網址進入蓋洛普商店網站 https://store.gallup.com/h/en-sg 
或掃描右方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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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https://store.gallup.com/h/en-sg
https://store.gallup.com/h/en-sg
https://store.gallup.com/h/en-sg


1. 往下滑到如上方頁面 
2. 點選「NT$658.00」的五項優勢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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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1. 將「Qty」設定為需要的份數 (若自己使用則設定為1) 
2. 點選「ADD TO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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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1. 出現上方視窗，點選「NO THANKS」或右上方打叉關閉，回到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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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1. 點選右上方購物車(或自動出現)，總計金額視窗 
2. 點選「CHECKOUT」進行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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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1. 點選後，會要求登入帳號 (若事前已登入則跳過此步驟，前往p.11) 
2. 已經申請過帳號密碼者，請直接填寫下方欄位 (登入後畫面如p.11) 
3. 未申請過者，請選上方「Create an account」建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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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 

密碼 

登入 
忘記帳號/密碼 

建立帳號 

手機板 

建立帳號 

帳號 

密碼 

登入 



1. 建立帳號：填寫相關資料 
2. 打勾同意隱私條款 
3. 點選「NEXT」 
4. 若沒有email者，請找有

email的弟兄姊妹協助接收 
確認信件 9 

名 

姓氏 

帳號(可用email) 

email 

密碼 

地區(請選Taiwan) 

郵遞區號 

第一項打勾 

下一步 

手機板 



1. 到前一步驟所填的email信箱收認證碼 (共六位數字) 
2. 輸入後按「SUBMIT」 
3. 若沒有收到認證信，請先確認上方綠色文字，email是否正確 
4. email正確可按下方「RESEND EMAIL」重寄認證信 

email錯誤請回到上一步驟重新輸入 10 



1. 確認右方清單是要購買的項目&份數 
2. 點選「CHECKOUT」進行付費 (可預備好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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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購買人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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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姓氏 

住址(可填中文) 

住址2(非必填) 

國家 郵遞區號 

城市(Taipei) 

公司名稱(非必填) 

手機號碼 

手機板 



1. 填寫信用卡資訊 
2. 到期月份 

January /1月 
February /2月 
March /3月 
April /4月 
May /5月 
June /6月 
July /7月 
August /8月 
Septemper /9月 
October /10月 
November /11月 
December /12月 

3. 點選「REVIEW ORDER」 
進入確認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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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號碼 

到期月份* 

到期年份 

背面安全碼 

手機板 



1. 確認左方基本資料無誤 
2. 確認右方金額無誤 
3. 點選「PLACE ORDER」確認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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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購買完成後，出現訂單編號，並會收到相關email 
2. 若要直接進行測驗考點選下方「START ASSEMENT」(注意：測驗約需40分鐘，詳見p.24) 
3. 若沒有要當下進行測驗，或測驗代碼不是自己要用，請勿點選！ 
4. (以上操作已完成購買測驗代碼，購買測驗代碼說明至此結束) 15 

訂單編號(不是測驗代碼) 



二、進行測驗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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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透過以下網址進入蓋洛普網站 
https://www.gallup.com/home.aspx 
或掃描右方QR code 

2. 點選右上方「Sign in」 
(手機請先點選右上方Ｖ符號) 17 

手機板 (1) 手機板 (2) 

https://www.gallup.com/home.aspx
https://www.gallup.com/home.aspx
https://www.gallup.com/home.aspx


1. 可能出現此畫面，要求填寫進
一步資訊 

2. 職稱的部份可選 
「Student」(學生) 

3. 安全問題 
•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city in 

which you were born? 
(出生城市) 

• What is the name of your pet? 
(寵物名字) 

• What is your Mother’s maiden 
name? 
(母親姓氏) 

• What was the last name of your 
favorite grade school teacher? 
(最喜歡的小學老師姓什麼) 

• What was the name of the 
hospital in which you were 
born? (出生醫院名稱) 

• What was the name of the  
street of your first childhood 
home? (小時候住的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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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組織 

手機(非必填) 

安全問題1 

安全問題1答案 

安全問題2 

安全問題2答案 

註冊 



1. 進入到個人首頁 
2. 此時右上方語言可選為「繁體中文」 
3. 點選左上方「三Menu」 
4. 已經知道測驗代碼者，請點選「Redeem Access Code」(跳至p.23) 
5. 不確定測驗代碼者，請點選最下方「Code Management」 

(若沒有該選項，表示此帳號未購買代碼。如需購買，請參考p.2) 19 



手機板 
1. 點選左上方「三Menu」 
2. 最下方語言可選擇為「繁體中文」 
3. 已經知道測驗代碼者，請點選「Redeem Access Code」(跳至p.23) 
4. 未取得測驗代碼者，請點選最下方「Code Management」 

(若沒有該選項，表示此帳號未購買代碼。如需購買，請參考p.2) 20 

手機板 



1. 此畫面顯示所有購買紀錄。 
2. 請點選紀錄中，「Code Type」欄位為「Top 5 Strengths」且「Available」欄位不為0的項目。 
3. 若未完成測驗但「Available」數量已為0，請點選左上角「三Menu」中的「Home」，並參考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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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可用數量 已用數量 代碼種類 

手機板 



1. 點選「Available Codes」 
2. 找到底下 測驗代碼 並複製或記錄下來 (16位英數組合代碼) 
3. 再次點選左上方「三Menu」 
4. 選擇「Redeem Acces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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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Codes  

 

1 

Activated 
Codes  

 

0 

Distributed 
Codes  

 

0 

手機板 



1. 於「Access Code」欄位輸入或貼上測驗代碼 (16位英數組合代碼) 
2. 點選「CONTINUE」(注意：點選後即視為使用測驗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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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板 



1. 預備測驗畫面，請選第一個項目: Take the ClifftonStrength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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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測驗語言：沒有台灣繁體中文，可選擇「簡體中文」或「香港繁體中文 (廣東話)」 
(建議使用簡體中文並用Google自動翻譯頁面) 

2. 請閱讀下頁(p.26)測驗說明 
3. 點選「NEXT」開始進行測驗，約需40分鐘 

25 



測驗說明 
• 開始進行測驗 

• 將會有170個問題讓你作答。 

• 第一題為測試題，非正式測驗題目。  

• 每個問題僅有20秒回答時間，若你20秒沒有回答，將會自動進
行下 一個問題。 

• 每個問題都會出現兩種情況，請你依照直覺判斷哪個選項最符合
你直 覺下的想法或作法。（由左至右：非常符合我、中間選項、
不確定、 中間選項、非常符合我）  

• 因為是連續的測驗，請你預備約40分鐘不被干擾的完整時間進行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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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僅提供 已使用代碼但因故未完成測驗者 參考 
1. 點選左上方「三Menu」中「ClifftonStrength」後，點選「開始或繼續評估」 

 

手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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