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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校企对接 促进就业冶高校公益巡回演讲

面试专家解惑面试难题
野校企对接袁促进就业冶高校公益巡回演讲
野找工作真
难啊浴 眼看着精
心制作的简历像
撒网一样地扔出
去袁却没有回音遥
去面试了袁自我感
觉面试情况良好袁
满心期待公司的
聘用通知袁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婉
拒遥 冶某高校毕业
生小王为此困惑
不已院自己大学四
年在学校里成绩
优秀袁也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活动袁是
老师口中的野优秀
人才冶尧 家人眼里
的野高才生冶袁怎么
就在找工作时遭
遇了野滑铁卢冶呢钥
问题究竟出
在哪钥 求职面试袁
同学们又都准备
好了吗钥

实习生 陈秋娟 记者 赵馨
远 月 圆园 日下午袁 在思明区人
才服务中心尧叶厦门晚报曳主办袁厦
门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
野校企对接袁促进就业冶高校巡回

厦 门 科 技 学 院 篇

演讲中袁 曾任厦门宝岛眼镜有限
公司人事课课长尧 厦门鹭达眼镜
有限公司总经理尧 现任共赢管理
咨询顾问师的傅剑波走入厦门科
技学院袁为同学们现身说法袁揭密
野面试之道冶遥

面试之前奏篇院简化你的简历
野简历是你给公司看的第一张
脸袁简历代表的就是你遥 冶傅剑波老
师表示袁写好一份简历是求职的关
键遥 事实上袁现在的学生没有不知
道简历的重要性的袁但是袁他们往
往会因为过于重视而犯下 野精美冶
的错误遥
野不要喷彩绘尧不要给你的简
历加上花哨的封面尧不要在外面加
上塑料封皮遥 我以看过上万份简历

的经验告诉你们袁最好把你的简历
压缩在一页之内遥 冶 傅先生坦言袁
野干净尧没有褶皱尧简单但内容详实
的简历更容易帮助你们赢得面试
的机会遥 冶
为了更明白地告诉学生该怎
样制作简历袁傅先生当场在黑板上
为学生们野规划冶起了简历袁引得学
生纷纷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抄下野模
版冶遥

面试之准备篇院资讯准备更重要
在整个应聘过程中袁面试无疑
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环袁成功与
否在此一举遥 鉴于面试的重要性袁
傅先生告诉学生袁要积极做好面试
准备遥
野同学们一定不服气我说你
们没有做好面试准备袁但是袁事实
上袁 很多毕业生的确没有做好准
备遥 他们往往只注意到面试前的
礼仪准备袁 咬紧牙关往自己身上
砸钱院男同学大出血买西服尧打领
带尧 蹬上皮鞋曰 女同学则涂脂抹
粉尧洒香水以示庄重遥 这些都有必
要但要注意把握住装饰的分寸遥 冶
傅先生说遥
他认为袁 礼仪准备的标准只
有 一 个要要
要就 是 让 你 看 上 去 干
净尧整洁尧成熟尧稳重遥 男生注意去
面试的时候一定要着正装 渊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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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 指导 大家如 何写 好求职
信遥

如何写外企求职信
求职信是自我描绘的立体画
像袁是为了引起招聘者的注意袁争
取面试机会袁 这一点和你的个人
简历是一致的袁也是相辅相成的遥
求职信一般由三部分组成院
开头尧主体和结尾遥 开头部分包
括称呼和引言袁引言的主要作用
是尽量引起 对方的 兴趣 看完你
的材料袁 并自然进入主题部分曰
主体部分是求职信的重点袁简明
扼要并有针 对性地 概述 自己的
经历袁努力使自己的描述与所求
职位要求一致袁切勿夸大其辞或
不着边际袁外企招聘人员尤其重
视这一点曰结尾部分要把你想得
到工作的迫切心情表达出来袁请
用人单位尽 快答复 你并 给予面
试的机会袁语气要热情尧诚恳尧有
礼貌遥 那么同其他企业单位求职
信相比袁外企求职信有什么特点
及要求呢钥

定非要西装领带的冤袁另外服装的
颜色最好是深色调的袁 还要特别
小心的是皮鞋一定要干净曰 女生
可以带戒指和胸针袁 但是最好不
要带耳环袁 要带耳环也应该是那
种不怎么起眼的袁 不要洒香水或
喷太多的发胶遥
野这些都只是面试准备的一个
方面遥 面试准备最重要的其实是
资讯准备袁 但它往往被同学们忽
视遥 做好资讯准备袁包括收集应聘
公司的信息和企业文化尧 对公司
的场地做一个实地调查尧 想办法
了解该公司的内幕情况尧 最好还
能知道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和职
位情况遥 如果你把这些资讯都了
解清楚袁 企业不请你袁 还能请谁
呢芽
冶 傅先生的一席话说得在座的
同学连连点头称是遥

面试之实战篇院掌握四条应对策略
野知道企业面试测评的是什么袁可以帮
助你在面试的时候事半功倍遥 冶傅先生以职
业经理人的经历告诉学生袁野企业面试测评
的基本内容不外乎仪表风度尧专业知识尧工
作实践经验尧 口头表达能力尧 综合分析能
力尧反应与应变能力尧人际交往能力尧自我
控制能力尧工作态度尧求职动机等等遥 而应
对面试的基本策略也很简单袁只有四条院得
体的仪表尧热诚的态度尧思考性的语言和积
极的发问遥 冶
简单的策略中藏有大乾坤遥 为了让同
学们更清楚地掌握面试技巧袁 傅先生举了
几个最常见的面试问题作了详细分析遥 野请
你自我介绍一下遥 冶傅先生告诉学生袁野这是

面试中必问的一道题遥 它考察的是应聘者
的口头表达能力遥 同学们千万不要来上一
句耶我的基本资料简历中都已详细列明爷遥 冶
说到这一条袁傅先生一副悔不当初的神情袁
野当年袁我就是因为答上这样一句话直接被
燥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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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了遥 其实袁只要介绍时袁注意内容和简
历保持一致袁尽量口语化袁不谈无关尧无用
的内容袁条理清晰袁抓住这几个要点袁就可
以顺利过关了遥 冶
傅先生还就野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冶尧野你
最崇拜谁冶尧野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冶尧野谈谈你
的一次失败经历冶尧野如果我录用你袁你将怎
样开展工作冶 等问题和同学们进行了热烈
讨论遥

面试之禁忌篇院切忌开口就问薪
野面试时袁个别求职者会由于某些不拘
小节的不良习惯袁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袁使面
试的效果大打折扣袁导致求职失败遥 想求职
成功袁这些面试禁忌就要牢记浴 人事经理最
反感的求职者袁 包括不够诚实和不懂装懂尧
简历皱且有错别字尧着装举止不得体和开口

就问薪水多少尧不切实际尧不自信等等遥 冶傅
先生告诉学生袁要实现成功就业袁更为关键
的是袁野在学习期间袁 要尽量争取脑袋满袁多
学点知识尧 掌握一门或几门过硬的技能袁有
意识地发展几个特长遥 冶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钥 不确定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担心简历和所求职位不对路钥 快来晚报野简历秀台冶袁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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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求职信一般要用外语
写袁主要是英语袁或准备中尧英文
两份材料遥 写求职信的过程本身
也就反映出了你的外语水平袁故
应尽量做到语言规范尧 符合外文
习惯袁减少语法错误遥 例如开头的
称呼要恰当袁一般来说野阅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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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求职信要有针对性遥 针对
不同企业不同职位袁 求职信的内
容要有所变化袁侧重点有所不同袁
使对方觉得你的经历和素质与所
聘职位要求相一致袁 因为外企招
聘所需要的不是最好的员工袁而
是最适合其所聘工作的人员遥
猿援
外企求职信中不要流露出
不自信的思想遥 外企忌讳的是不
自信袁这与中国传统的野谦虚是美
德冶 略有不同遥 在写外企求职信
中袁不必太谦虚袁应充分强调自己
的长处和技能袁 对自己较重要的
经历和实践要做详细的叙述遥
源援要本着诚实守信的原由袁
不能无中生有袁自吹自擂遥 西方人
通常认为诚实守信是一个人的第
一美德袁是必须遵守的品质遥 例如

有一应聘外企的求职者在写求职
信中写到自己爱好兴趣时袁 写了
喜欢旅游和赛艇袁 实际上他很少
外出袁对赛艇更是一无所知袁但为
了以具有冒险精神及刺激性的形
象吸引外企招聘者袁 故意加了这
两条遥 结果在后来面试中袁主试
者谈到自己也是个赛艇爱好者袁
但对赛艇转弯技术却不甚了解袁
想与该应聘者切磋遥 应聘者立即
面红耳赤袁手足无措袁不 得不 承
认其对赛艇一无所知遥 其结果当
然是弄巧成拙袁 主试者因不满其
弄虚作假立即拒绝录用他遥
缘援
在写外企求职信中袁应注
意一个原则袁那就是写野怎么干冶
比野干什么冶更重要遥 比如你担任
过校学生会 主席 袁 不要 光写 头
衔袁更重要的是你是如何担任这
个职位的袁 组织了哪些活动袁有
什么成绩袁 怎么组织这些活动袁
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等等遥 因为外
企关注的不是你的身份袁而是你
如何 在所任 职位 上发挥 出你 的
才能袁他们大都以此来判断你的
能力 和潜力 是否 能胜任 其所 聘
职位的工作遥

姻相关链接

五大常见面试题及参考解答
经常参加面试的人会发现袁许多
企业的面试题目都似曾相识遥 哪些是
企业面试常见的题目袁题目背后的考
察点是什么钥 弄清这些问题袁面试将
无往而不胜遥 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
常见的面试考题以及一些答题思路遥
这些答案不一定是最优的袁也不是惟
一的遥 只是在此提供一些答题的思
路袁供大家参考遥
题目 员院你为什么选择本公司钥
解析院 所有应征者都可能遇到
这样的问题袁切记要给以积极尧正面
的回答袁 除说明公司的优势及自己
在公司的发展空间等原因袁 还可进
一步说明自己的哪些专长可以胜任
招聘职位遥
题目 圆院你认为公司所处的行业
前景如何芽
解析院 此题主要是了解求职者
对行业及产业现况的理解及展望袁
因此袁 建议在面试前除了做一些功
课袁查阅一些行业资料袁最好加上自
己的理解遥
题目 猿院你是否愿意从基层做起钥

解析院 主要考察应聘者是否是
一个踏实肯干而非眼高手低的人遥
职场新人可以表示自己愿意从基层
开始锻炼自己遥
题目 源院对未来有何打算芽
解析院 要强调自己如有机会加
入袁一定努力为企业工作遥 在此基础
上袁自己同企业一同发展袁自己的职
业生涯目标与企业目标息息相关遥
题目 缘院你的优势和劣势芽
解析院 此题是为了测试应聘者
对自己的客观认识遥 可以准备几个
事例加以证明袁 或加上其他人的观
点袁应避免抽象的陈述袁而以具体的
体验及自我反省为主袁 使内容更具
有吸引力遥
这种问题是在面试时经常会出
现的袁在回答这种问题时袁除了像经
验尧年龄尧学历尧性别尧外语尧专业等
一目了然的外在情况外袁 可以将自
己的优势稍加转化遥 如销售职位的
应聘者可以这样说院 我的优势在于
我的沟通能力袁 我能很快与客户建
立一种良好的关系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