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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考场

职场测试

通过办公室测试
你是什么样的人钥
如果你是透明人袁 可以四处自由
穿梭袁无人能知道你在做什么袁拥有这
样无穷的力量袁你会想做些什么事呢钥
粤尧偷窃贵重物品
月尧四处搞破坏袁做一些变态的坏事
悦尧接近倾慕的人
阅尧恶作剧袁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渊答案在本版找冤

从互换名片看性格
自己比对方先拿出名片的人袁是表
示诚意遥 对方名片拿出来时袁双手接过
来袁是表示慎重尧尊敬尧温厚曰接过对方
名片袁 自己不递名片且没有任何反应袁
则表示蛮横尧无礼尧拒绝遥
在交换名片时袁附记时间尧地点的
人袁头脑灵活袁兴趣广泛袁能出主意遥 这
类人心细尧认真袁能广交朋友遥 同时持有
两张名片的人袁一般都有深谋远虑遥 这
类人多有创新精神袁往往能出超出常规
的壮举遥 他们除本职工作外袁一般都兼
有其它野第二职业冶袁兴趣广泛遥
经常以野名片用完了冶之类的话表
示歉意者袁多对生活和事业缺乏长远计
划袁为人较为轻率遥 当人家把名片递过
来时袁对方却说院野很对不起袁正好我的
名片用完了遥 冶这会使另一方心理野犯嘀
咕冶袁 对这个人产生戒备心理遥 不分场
合尧对象袁随便乱发名片的人 袁多有野
心袁喜欢抬举自己袁自我显示欲强烈遥 这
种人会忘何时何地又把名片给谁了袁把
名片当成传单使用遥 他们多梦想一获千
金袁交往中表现不大诚实遥 这类人外表
看起来很开朗且又谨慎袁但实际上常有
言行不一的地方遥
有的人经常若无其事地掏出一大
堆别人的名片来袁夸耀自己同这些人是
如何如何要好曰有的人抓出大把不经整
理的名片袁从中东翻西找寻找自己的名
片遥 这类拿有大量别人名片外出的人袁
大多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类型遥 这类人
大都活动能力强袁口才好袁能讨人喜欢曰
同时这种人精力充沛袁有魄力袁但过分
注重外表遥

职场测试答案
选择 粤尧偷窃贵重物品院
你的野心很大袁想吃下不少东西袁不
管是权位或是利益袁你都不愿放过遥这些
企图也在主管的眼里袁不过袁只要你是个
人才袁老板当然也不会亏待你遥你必须先
创造个人最大的优势袁尽力表现袁先拿到
高分袁才有机会与人谈判遥可是也不能太
过自满袁若是遇到不会惜才的老板袁可能
会想些法子来杀杀你的锐气遥
选择 月尧四处搞破坏袁做一些变态
的坏事院
你自觉能力不错袁 所以绝不愿受任
何委屈遥如果有什么差别待遇袁你马上就
会大叫冤屈遥 不过袁你也很会看人袁会先
观察主管是属于什么样的角色袁 才决定
该不该叫屈遥有时候袁你也知道该先闭上
嘴袁好好做出一些成果来袁然后在适当时
机袁再为自己争取到应得的利益遥
选择 悦尧接近倾慕的人院
你有点贪吃袁不过袁只在可允许的
范畴内袁你才会动手动口遥 平常时候袁你
会克制自己的欲望袁即使觉得自己受到
不公平的待遇袁你还是会隐忍下来遥 对
于上司袁还是很尊敬对方的权威遥 你默
默期待公理出现袁 相信只要一直努力袁
总会让人发现自己的价值与贡献遥
选择 阅尧恶作剧袁开些无伤大雅的
小玩笑院
你好像是隐士高人袁办公室里的斗
争永远都不会掺和上一脚袁因为你根本
就志不在此遥 每当到了人事变动的时
候袁你总是置身事外袁毫不关心袁因为不
喜欢太复杂的人事斗争袁所以不会特意
表现遥 你很怕被卷入争权夺利的漩涡
中袁宁可守着自己的工作袁安安分分做
个小职员遥 要升官的话袁就得看你的上
司有没有这种眼光了遥

简历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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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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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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院
简历点评专家院你好浴
我下周要去厦门一家企业
面试袁要写个人简历袁但不知如
何下手袁想请教你们一下遥 我要
去应聘的是行政文员袁谢谢浴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助理尧文秘或人力资源方向

何老师解答院最近有读者来
信说想了解求职行政文员的简
历应该怎么写袁今天我们就举例
和大家谈谈撰写这类求职简历
的重点注意事项遥
一般我们在开始撰写简历
前袁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等资源
了解用人单位对具体岗位有哪
些普遍的素质要求袁然后结合自
身情况突出符合职位要求的优
点遥 比如野行政文员冶岗位袁具体
的要求比如打字速度快尧熟悉办
公软件操作尧 活动策划组织能
力尧具备文字功底和公文写作基
础等袁抽象一些的要求比如要有
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尧研究分析
能力尧办公成本控制意识袁良好
的服务意识和执行力等遥了解了
这些要求后袁我们就可以有针对
性地在简历中突出求职者相应
的能力遥
这是一名应届毕业生的简
历袁 我们来看看他应该如何从
有限的学习背景和实习经 历
中袁 向用人单位展现自己应聘
行政文员的潜质钥 针对本篇简
历袁 需要重点修改的有以下几
个方面院
员援简历的结构需要作一定
调整遥 之前我们也一直强调了袁

个人技能
英语能力院 具备一定听尧说尧读尧写能力遥 通过国家英语四级
考试遥 计算机能力院熟悉网络和一定的 燥
枣
枣
蚤
糟
藻办公软件操作能力袁
能独立操作并及时完成日常办公文档的编辑工作 袁 熟练使用五
笔袁能高效完成文档输入工作遥

在校期间情况院
加入学院团委学术部袁 有较强文字编辑能力和写作能力袁参
与筹划学术讲座野经管论坛冶袁有一定组织能力遥 加入学校英语协
会策划部袁多次策划野英语角冶活动和户外活动袁乐于与人沟通袁具
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熟练的沟通技巧袁能够协助主管人员出色地
完成各项工作遥在班里学习认真袁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袁与同学们友
好相处遥 在伊伊办事处人力资源部实习袁及伊伊总公司实习袁工作认
真踏实袁受到领导好评遥

教育背景

圆园园猿援
园怨原圆园园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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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员

伊伊大学
伊伊中学

行政管理

本科
高中

所修课程
专业课程院行政管理学尧市政学尧行政公文写作尧政府公共关
系学尧宪法与行政法学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尧秘书学尧谈判技巧尧
管理心理学尧统计学等等遥 基础课程院管理学原理尧大学英语尧高
等数学尧计算机基础尧专业英语尧宏观经济学尧微观经济学等等

自我评价
开朗尧谦虚尧自律尧自信尧踏实

教育背景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
是重要信息袁应该放在显著的位
置袁 提前至个人技能的下面袁然
后依次可以是实习经历尧校园实
践等等遥 学习课程可以放在教育
背景里袁而且不用把所有课程都
列出来遥
圆援
个人技能可以补充更丰
富的内容遥 个人技能不一定仅
限于描写外语 和计算机能 力 袁
这些都是最基 本的信息了 袁可
以补充增加求职者具备的适应
野行政文员冶 岗位的具体优势遥
比如袁 我们还可以这么总结归
纳自己的技能院文字功底出色袁
熟悉各类公文写作规律曰 具备
突出的信息收集尧 整理和分析
技能袁 能为公司领导的决策提
供基础和依据曰 具有良好的活
动策划能力袁 在校期间拥有丰
富的活动组织经验曰 执行能力
突出袁 擅长利用有限资源使工
作达到最佳效果曰 有良好团队
合作精神和沟 通协调能力 袁能
与同事精诚合作遥
猿援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自
己的实习经历遥 应届毕业生的
任何实践经验都是宝贵 的资
源袁 所以求职者可以把在伊伊办
事处人力资源部和伊伊总公司实
习的经历展开来描述遥 具体承
担了什么职责袁 在这些工作中
获得了哪些收获袁 对今后工作
生涯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等
等袁都可以在你的简历中体现遥
这样有助于让用人单位了解到
一个真实的尧生动的你遥

海外名校

普林斯顿笑傲美大学排行榜
大学的排名向来是很多
人喜欢关注的袁那么袁美国最
好的大学是哪些呢钥 目前袁叶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曳杂志公布
了最新一期美国大学排名袁普
林斯顿大学再次拔得头筹遥
据美国媒体报道袁相比起
去年袁此次大学排名没有什么
太大的变化袁普林斯顿大学依
然位居榜首袁而著名的哈佛大
学和耶鲁大学则分别排在第
二名和第三名遥
由于各种原因袁大学的排
名往往会引起不少争议遥 批评
人士曾经指出袁学校的排名必
须考虑学生在学校里是否真
正学到了知识尧他们在学校获
得的经历尧他们和教授接触的
时间等等袁因为这些才是最重
要的遥
不过袁叶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曳主办的年度大学排名被
认为最有权威性袁该杂志是根
据自己的一系列评估标准袁综
合评估和列出美国大学的排
名袁其参考指标包括大学的毕
业率尧师资力量尧财政资源以
及毕业校友给学校的捐赠款
项等等遥

以下是排名前十的
美国大学院

学

员援
普林斯顿大学
圆援
哈佛大学
猿援
耶鲁大学
源援
斯坦福大学
缘援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
并列第 缘援宾夕法尼亚大
苑援
麻省理工学院
愿援
杜克大学
怨援
哥伦比亚大学
并列第 怨援
芝加哥大学

姻相关链接

英国 员员猿所大学排行榜公布

剑桥 远 年来首次超越牛津登顶

近日袁由谢菲尔德大学前就
业辅导主任金斯顿编撰的名为
野好大学指南冶袁 评审出了英国
员员猿 所大学的排名袁另外又分别
在 源远 个学科上袁 评审出前 猿 所
最出色的大学遥 远 年来一直屈居
第二的剑桥大学袁今年终于重回
第一袁其中一个原因是剑桥首次
将其附属学院的设备也列入评
审范畴之内遥
据悉袁排行榜的评审标准包
括 怨 个方面院 学生满意程度尧研
究素质尧招生成绩尧师生比例尧教
学资源尧学校设备尧一级及二级
学位颁发数目比例尧 就业情况尧
继续升学或辍学人数比例遥
获得排名第一的剑桥大学袁
分项排名最差的是师生比例袁在

员员猿 所大学中只位列 员员园袁 其他
除了在学生满意程度尧完成课程
比率及荣誉学位等级排第 圆袁以
及教学资源排第 源 外袁 招生成
绩尧学校设备及学生就业前景等
其他排名都位居首位遥
牛津大学则在学位颁发数
目比例尧低辍学率上称冠袁在学
生满意程度方面名列第 猿遥 在就
业前景方面袁牛津名列第 员园袁较
剑桥尧皇家学院及伦敦经济学院
差遥
总排行榜中名列第三的是
英国皇家学院袁紧随其后的依次
是伦敦经济学院及苏格兰的圣
安德鲁斯大学遥 而圣安德鲁斯大
学最受学生欢迎袁在学生满意程
度上得分最高遥

各大学综合排名渊部分冤
员援
剑桥
圆援
牛津
猿援
英国皇家学院
源援
伦敦经济学院
缘援
圣安德鲁斯大学

各大学学科表现排名
会计及金融院员援
伦敦经济学
院 圆援
爱丁堡大学 圆援
沃里克大学
渊并列冤
艺术及设计院员援
伦敦大学 圆援
雷丁大学 猿援
牛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院员援
剑桥大学 圆援
牛津大学 猿援
英国皇家学院
药物及药剂学院员援
巴斯大学
圆援
剑桥大学 猿援
诺丁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