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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认证大看台

职业配色师的
热门问题
自从推出职业配色设计师认证
培训以来袁厦门共赢公司接到了很多
爱好者的咨询电话袁我们发现大家关
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院
就业前景院对于国内诸多企业而
言袁企业不乏优秀的设计师袁但真正
掌握配色或者有色彩专业水平的设
计师袁还是凤毛麟角遥 而色彩作为产
品最直接的元素袁能够快速带来品牌
效益和商业附加值遥 因此袁企业对职
业配色设计师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袁
而且将越来越大遥
学习方向院 商用色彩设计系统袁
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只能局限于化
妆或者服饰袁而是可以应用于美术绘
画尧纺织服装尧建筑室内尧工业设计尧
平面印刷尧家具制造及影视网络等领
域中遥
虽然许多学员专业方向不一样袁
但只要掌握了商用色彩的系统规律尧
分析法尧刺激量法尧设计法袁应用到每
个领域都没有问题遥
学习时间院很多人喜欢用传统的
美术色彩观念和视觉色彩观念来衡
量商用色彩设计系统袁这其实是个误
解遥 传统的色彩观念认为需要从临
摹尧素描尧美工尧写生等基本功开始袁
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遥
而商用色彩设计系统袁将设计中
野色彩感觉冶转化为野量化应用冶袁传授
科学的色彩设计方法袁提高设计师对
色彩综合掌控能力遥 其课程安排具有
合理性袁 即使没有色彩基础的学员袁
只要有兴趣袁在单位时间内是完全可
以掌握的遥
本期职业配色设计师培训近期
即将开班袁敬请广大色彩爱好者和相
关从业人员抓紧时间报名遥
共赢公司同时接受以下职业资
格培训认证院信用管理师尧企业培训
师尧职业经理人尧公共营养师尧人力资
源管理师尧职业店长尧国际商务操作
员尧跟单员尧单证员尧报检员尧物流管
理员尧电子商务师尧心理咨询师尧理财
规划师尧商务秘书尧电子商务师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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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何老师发现袁 许多求职者对简历
的撰写存在很多疑惑和不确定的地
方遥在这里袁我们整理出几个出现频
率最高的问题袁 并且为大家逐一解
答袁供大家参考遥
员援
简历当中要包含自己的薪金
信息吗钥
回答院不用袁除非你写的是公职
人员简历遥 指出过去的薪金或现在
的薪水要求都将让你处于劣势遥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种情况院
你目前的薪资比他们愿意支付的
高袁即使你愿意自降薪水袁老板通常
也不愿意雇用这种薪水越赚越少的
人袁 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利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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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愿

澳 怨月执行新技术移民政策
专家教你如何应对
渊包括兼职冤袁 不仅可以获得紧缺专业
加分 员缘原圆缘 分袁也可以获得另外 员园 分
的工作奖励分遥当然袁获高学历穴
如博士
学位雪
也有加分遥
专家点评院 这一条对于那些在国
内已经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申请者非
常有利袁 因为对于工作经验时间的界
定是过去 源 年中有 员 年或者以上就可
以袁 所以对于在国内有工作经验的申
请人袁 即使在澳大利亚读满 圆 年或者
以上袁仍然满足该要求遥

职业分 缘园也可申请移民

近期袁澳大
利亚移民局终
于公布了讨论
已久的新的技
术移民政策遥 该
政策将于 圆园园苑
年 怨月 员日 开
始 执 行 袁 在
圆园园苑 年 愿 月
猿员日之前提交
的技术移民申
请不受新政策
影响遥 由于政策
变化之大袁内容
之多都是近 圆园
年来少有的袁所
以一经公布就
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遥

本报记者 赵馨
澳大利亚新的技术移名政策有何
改变钥 赴澳留学生应该如何看待和应
对这些新措施钥 我们请市有关留学专
家进行解析遥

提高对申请人最低英语要求
在新政策下袁雅思要求从原先的 缘
分提高到 远 分袁 如果申请者取得 远 分
以上袁将会获得额外的加分遥 例如袁如
果取得雅思每门 苑 分袁 就可以获得 圆缘
分的加分遥
专家点评院 该政策的背景主要是
发现大批 澳洲 新移民 的英文 水平 太
差袁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遥 而在新
政策下袁 英文水平高的留学生即使没
有工作经验袁也可以获得足够的分数袁
在毕业时就可以申请技术移民遥 换言
之袁 对于那些在澳洲已经学习了 圆 年
或者以上袁 或者高中就在澳洲完成的
留学生袁这一点非常有利遥

鼓励有工作经验的申请者
新政策中袁 对于有 员 年以上澳大
利亚工作经验穴
要求是移民职业列表上
的工作雪
的申请者给予 员园 分的奖励分曰
申请者就读紧缺专业袁例如会计袁如果
在过去 源 年有 员 年或者以上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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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的体系下袁 很多澳洲大学
的专业袁例如大众传播尧设计 以及商
科的人力资源管理尧 国际商务等袁其
毕业生因为无法获得 远园 分的职业分
而无法申请技术移民袁造成大批学生
申请会计专业袁一时间各个大学的会
计专业中国学生人满为患袁而这些会
计专 业毕业 生很 多并不 从事 会计工
作遥
新的政策对此做出了调整袁 规定
选择 缘园 分移民职业穴
比如管理顾问尧商
业信息从业人员尧市场推广尧人力资源
管理尧广告从业人员尧服装设计师雪
的人
也可以申请移民遥
专家点评院这无疑也是个利好消
息袁 这意味 着留 学生不 用再 为了移
民而都去违心地选择类似会计尧电
脑 等 自 己 不 喜 欢 的 远园 分 专 业 遥 因
此 袁 自 己的学 习计 划也可 以 重 新 考
虑定位遥

引入 员
愿个月技术毕业生签证
留澳学生毕业后如果想直接申请
澳大利亚移民袁 新政策里专门增加了
一类签证叫做技术毕业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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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这个新的签证
类别规定袁 刚毕业的学生可以在澳大
利亚申请逗留 员愿 个月的时间袁在这 员愿
个月里袁你可以找到工作袁满足新移民
政策中对工作经验的要求袁 也可以继
续学习语言袁 达到雅思 苑 分以上的英
语水平袁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新
的移民标准遥
专家点评院 这种签证类别的出台
是非常有利的袁 一些有移民打算的人
对移民后自己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有把
握袁 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适应移民
的生活袁有了这 员愿 个月的实际生活和
工作经历袁 能使这些人更加理性地作
出分析和判断后袁 再作决定自己要不
要移民遥

专家观点

新政策
对留澳学生有利
厦门市友好交流出国服
务有限公司的专 家认为 袁由
于澳大利亚的新技术移民政
策酝酿已久袁 澳洲当地报纸
以前有不少猜测 性的报 道袁
使得很多家长对该政策产生
误解曰另外袁国内一些欲赴澳
留学的学生对新旧移民政策
进行片面或错误 地理解 袁导
致规划留学时选择的具体留
学专业与其留学目的不能接
轨遥
实际上袁澳大利亚的移民
政策一直都很稳定袁并具有连
续性袁 从新政策的解释上看
出袁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的技术
移民来补充国内技术人员的
缺乏遥 所以袁新政策对于那些
去澳洲的留学生袁尤其是在高
中或者大学阶段就去澳洲留
学的学生是非常有利的袁是从
积极的方面鼓励更合适的外
国人到澳洲来发展遥
也许有人认为袁 新政策
提高了移民申请人在英语能
力和工作经验方 面的要 求袁
从某种程度来说断绝了留澳
学生毕业后直接申请澳大利
亚移民的念头遥 但并不是说
毕业生就没有申请移民的机
会袁 毕竟新政策中增加了一
个专门针对毕业生的技术毕
业生签证遥
同 时也必 须认 识 到 袁 澳
大利亚技术移民的发展方向
是吸纳英文水平高尧 具有可
雇佣性的高技术人才遥 新政
策使得留学规划变得更加重
要袁 因此建议如果有计划送
孩子去澳洲留学的家长要早
做规划遥
当然袁 我们还要注意到袁
这个新政策中还有很多未确
定因素袁比如新的技术移民的
评估合格线并没有最终确定袁
原来 员圆园 分的通过线是否继
续适用还是个未知数遥 因此袁
还需要密切注视澳大利亚移
民局公布的最新消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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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中常遇的几个问题
填补职业生涯中的暂时空缺曰 你目
前的薪资比他们愿意支付的低袁你
可能会有面谈的机会袁 但是你薪金
的筹码将被大大削弱袁 甚至他们会
按照你目前的薪水来衡量你袁 觉得
你太野微不足道冶而无法胜任这项工
作遥
如果招聘者明确要求写上期望
工资袁 你可以在求职信里写上像这
样的一句话院野如果我们彼此对对方
都有兴趣袁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再谈
薪水的问题遥冶如果一定要让你给出
一个数字袁但这对你来说很有压力袁
那你可以给出一个范围袁 为你后来
的协商留下回旋的空间遥
圆援如果我没有做出过什么成
绩袁我的简历里应该怎么写呢钥

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你份内的
工作袁 没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工作成
绩袁 但是你应该好好想想如何让你
的工作表现能够吸引你的未来老
板遥 问问你的同事或者主管你的表
现如何袁 然后重新审查一下你所从
事的一切袁 你很可能会发现原来你
其实有很多优异成绩可以写入简
历遥
猿援
我应该怎样掩盖自己工作经
历当中的断层呢钥
尽管大多数招聘者更喜欢那些
工作经历中没有断层的应聘者袁但
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求职者拥有完
全连续稳定的工作经历遥 你不能够
改变过去袁 所以你的简历应该强调
你能够提供哪些东西遥 如果你参加

过志愿者工作尧 自学或者离职的正
式培训袁 可以把这些经历写入你的
简历中遥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工作袁可
以突出描写求职者的技能袁 适当降
低工作经历在简历当中的重要性遥
源援
我想改行袁那么我的简历该
怎么写呢钥
求职意向是整篇简历的灵魂袁
所以你的改行简历应该突出与你的
职业目标最为相关的那些资历和条
件遥除了你的行业经历袁也许你的某
些过渡性的技能尧培训尧爱好以及其
它的一些重要信息能够让招聘经理
对你感兴趣遥 你最好留意你的职业
目标经常需要哪些资历和条件袁然
后写下你所符合的资格条件袁 并把
这些体现在你的简历中遥

缘援
我离婚了袁婚姻状况这一栏
要怎么写钥
无论你如何看待野离婚冶这件事袁
如果你把它放在简历中袁就立即会使
你贴上野失败者冶的标记袁从而导致即
便你是个合适人选也得不到面试机
会的结果遥 所以袁明智的做法是袁在婚
姻状况一栏填上野单身冶袁如果你正处
于分居时期袁仍然填上野已婚冶遥
远援
我的简历需要野工作目标冶这
一部分吗钥
如果你在简历中强调自己的职
业目标袁这样招聘经理能够快速的了
解你的工作目的遥 但是袁你不一定需
要在简历当中包含一个正式的野工作
目标冶部分遥 你可以把你的目标合并
到一个叙述性的资历总结当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