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大家~

暨南國際企業集體面試
面試官：JOYCE YANG



說明

• 歡迎大家來到暨南國際企業面試，這是一個集體面試，相關規定

有兩個。

1. 每一題答題有限制時間，在告知題目前會宣布回答時間，請各位

控制自己的答題時間。時間到請在兩句話內停止回答。

2. 每個人的答題順序將依面試官指定回答。



題目

1. 請你簡單自我介紹(45秒)

2. 請與我們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挫折或遇到的困難的經驗？(45秒)

3. 請分享你最近疫情下的生活及想法(45秒)



面試模擬



面試常見問題—見招拆招

1. 兩分鐘自我介紹

2. 期待的薪資待遇

3. 轉職原因

4. 談談你印象深刻的專案/任務

5. 說說改變你一生的深刻經驗

6. 談談人生中最挫折的事？

7. 描述你在工作中或學校曾經解決的問題，讓你很引以為榮

8. 談談你如何證明自己可以將此份工作做得比其他人好

9. 你的生涯規劃為何？

10. 你還有沒有問題?



1.自我介紹

1. 完整的學經歷說明(若工作經驗，說明工作重要成就)

一是學業與研究的領域，二是社團與打工的經驗，力求具體。例如打工使自
己在某個領域得到的實際學習成果是什麼，將如何有助於你未來的工作。

2. 強調專業與訓練

新鮮人沒有足夠的實務經驗，更需強調與工作相關的專業技能與訓練，不論
是某產業的製程技術、特殊語言的檢定、電腦程式的證照等都可加分。其次
就是強調自已的態度。

3. 提出3～5年的職涯規劃

職涯規劃的方向需緊扣所應徵的職務，顯示對自我發展有想法。

• 關於缺點：別人怎樣形容你/2-3個形容詞/缺點的說法儘量是可以透過學習

加強的部分



1. 自我介紹

顯示出你有精確抓出重點的能力，且對自
己很有自信

用三個字快速的形容
自己

證明你在乎你的個人成長，也顯示出你有
自我激勵的能力。分享你的個人哲學表示
你是一個懂得思考的人

我奉行的名言是….、
個人哲學是…

然後從口袋或包包裡掏出你的代表物，可
能是一張圖文豐富的履歷小海報或是其他
創意的發想

讓我秀給你看我是誰

這樣的回答展現出你對自我了解的洞見

了解我的人都形容我
是…

一個了解自己熱情在哪裡的人，代表著你
了解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的熱情在於…

像這樣的答案表現出你從小就立定志向；
你用了大半的人生準備勝任這個工作，而
不是昨天晚上才決定投個人力銀行的履歷

當我還是個小孩，我
就一直希望成為…



2. 如何談薪資~期待的薪資待遇

請問您期望的薪資待遇是？ • 因為我是新鮮人，方便了解貴公
司的敘薪標準嗎？

先談談你期待的薪資(數字)？ • 我在來之前有上網查網路上人力
銀行/其他人分享

(查過業界行情)
(面談後對職務勝任度)
• 我希望薪資可以是

28000~32000/月或 年薪XX

期望薪資range
28000(最低自己可接受)
32000(若公司願意給很高興)



3. 轉職原因

• 先講結論在闡述過程

調查顯示：

1. 薪水太少

2. 公司沒未來

3. 主管/同事勾心鬥角

4. 討厭工作內容

5. 沒有私人生活
遠見雜誌調查,2014

這樣說不好

1. 身體因素

2. 照顧家人/處理家事

3. 出國留學/深造

4. 公司工作量大，每天加班

5. 公司薪資太低沒有調薪

6. 同事不好相處

離職原因這樣說比較好

1. 公司分工太細，我可以學到很細節的工作，但是不容易學到完整內容

2. 我在這職務上已經工作兩年，沒有輪調機會，想嘗試其他工作機會

3. 公司應酬多，沒家庭時間，家人介意，(或身體也狀況)

4. 企業有作業程序能解理，但作業程序暫工作大部分時間(溝通複雜/流程複雜)

5. 工作內容與原先說的不一樣，剛好這並非自己興趣也不是我的專業



4. 談談你印象深刻的專案/任務
5. 說說改變你一生的深刻經驗
6.談談人生中最挫折的事？
7. 描述你在工作中或學校曾經解決的問題，讓你很引以為榮

STAR回答技巧~實例

Situation  當時的情況是…

Task         您的角色/任務…

Action      您採取的行動…

Result       事情的結果…

先說出你要討論分享的事件/案例

6.談談人生中最挫折的事？

• 簡單說明過程，描述方式使用STAR技巧

• 重點放在挫折對自己成長的幫助及收穫

• 注意描述過程不要回憶情景讓自己情緒

失控



改變說法，只要用STAR法則就可以

資料來源：Moneysmart

公司先前針對組織管理要進行全面審核。

主管要我在一週內完成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調查。

我決定以更環保、有效率的網路問卷調查取代傳統的紙本方式進行。我
在一天內把問卷內容想好並請在網頁編輯寫作上有專長的同事幫忙。兩
天內我們以 E-mail 通知全公司同仁填寫網路問卷，七天後回收並分析。

我在期限內交出了調查結果，主管對我採用網路問卷的方法給予高度評
價，並指示以後的員工滿意度調查應該都要用網路調查的方式。

Task

Situation

Action

Result



8. 談談你如何證明自己可以將此份工作
做得比其他人好

• 從過去的工作中你學到了什麼?

打工經驗 實習經驗

社團 老師/朋友

學習到什麼?

Skill

Knowled
ge

Ability

• 你有哪寫KSA?



9.你的生涯規劃為何？

• 可由遠至近(未來想做…現在先做…可以累積經驗)

• 在該公司的可能發展途徑(若有機會家若貴公司…希望先從XX做起

累積經驗…)

• 如果有計畫未來出國進修的說法(計劃趕不上變化，先做好手邊的

工作…)



10.你還有沒有問題？

• 面試前準備想問的問題，可攜帶筆記本記上。

• 面試中確認問題都得到解答。

•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可以回答：在來之前我有列出我想

知道的問題，但在面試過程中您說明得很清楚，都有得

到充分的解答，暫時沒有問題，若有想到在隨時向您詢

問！



新鮮人加映

• 從公開資訊獲取資料

• 願景/使命/目標/營收

• 盡量正向的資訊

你對我們公司的認識



面試禁忌

1. 面試完直接問薪資待遇

2. 面試當天遲到、不接電話、人間消失

3. 沒有確定面試主管是誰，只稱呼先生、小姐

4. 手機沒關靜音、放在桌上，還會看一下

5. 滔滔不絕說自己有多優秀

6. 跳槽要求一定要比原來薪水高

7. 約面試說自己「什麼時間都可以」，對方提出後又表示「

這個時間不行，那個時間不行」

資料來源：周思敏



1. 為什麼需要寫履歷跟自傳呢？

2. 照片—照騙??

3. 編排格式—吸引目光/整齊/對齊

4. 如何凸顯你的軟實力

履歷重點提醒

姓名與聯絡資料

學歷簡單摘要

社團/打工/工作
經歷

重要技能

語言程度/興趣

照
片

其他個人想凸顯特質
履
歷

自
傳

求
職
信

+ +

一份完整求職信函=



履歷風格

傳統公司 制式履歷

新創、廣告
公司 創意履歷



照片

■ 背景乾淨

■ 光線明亮

■畫質清晰

■無過分修圖

■全臉正面照

提醒:放剛畢業的學士照，適不適合呢?



NG履歷照



生涯規劃

• 個人興趣、人生觀、休閒嗜好…等涉及個人特質的項目，可使自傳更為生動；

並至少提出若有機會加入公司的短期生涯規劃

個性/應徵動機

• 說明從何處得知徵才訊息，何以能吸引你上門應徵及個性適合之處、並強調自

己的軟實力(Soft Skill)

工作經驗/興趣專長

• 配合應徵職務，把學歷、參加過的相關比賽、活動、打工經驗等列入，以證明

自己可以勝任，同時強調與工作之關聯性

成長背景

• 簡單扼要交代家庭背景/教育、成長環境、求學過程，不要佔去自傳太大篇幅

自傳撰寫內容/段落



缺少對工作的想法

看不出個人特色、優勢

套用範本

內容多與工作無關

缺少技能專長的描述

企業認為自傳內容須改進的
地方

資料來源：臺灣就業通



家教

餐廳服務生

老師研究助理

連續三年沒有更換家教，家
長畢業後要求繼續任家教

能快速察覺客戶需求
成功處理客戶抱怨

準時繳交無延誤
縮短作業時間

工作項目 實際工作成果

值得信任/認真/負責

抗壓/溝通/問題解決
/人際處理

時間管理/負責/思考

顯示出…

專案經理 專案如質/如期/如預算
時間管理/負責/專案
控管/仔細

履歷如何展現軟實力



求職信-格式範例

xxx 您好，

我是 [填寫你的名字]，我在 [某求職平台] 看到貴公司的 [某職缺]，也對於貴公司 [理

念或職務工作內容] 非常認同，故應聘此職缺，希望能有面試的機會。

我過往曾 [經歷/實習/曾任職的工作]，並且有完成 [達到的成效/可獨立做的事/公司所期

許的工作]，自己對於[應徵領域的工作]很有興趣，因為[連結自己的特質或興趣]，未來

期許能朝向[職涯規劃的方向]，附件為我的履歷及作品集，希望有機會可以和貴公司多

加了解，期待能有面試的機會。

謝謝您的閱讀，祝 安康。

應徵者：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