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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纳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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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欢迎阅读瀚纳仕面试指南。本指南将为你介绍各种面试技巧和建议。无论是现场面试、视频面试还是电话面试，它都将助你成功。

第1章：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第2章：

面试当天该如何准备

第3章：

面试之后该怎么办？



第1章

面试前的
任务清单



查找信息
面试前，你需要查找信息，做好准备，向招聘顾问咨询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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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
这些信息？

如何找到
这些信息？

如何找到
这些信息？

如何找到
这些信息？

领英资料、搜索引擎、公司网站、宣讲视频

（试着搜索视频网站）、询问招聘顾问

搜索引擎、新闻报道、公司网站 公司官网、年度报告、营销材料、社交媒

体账号、员工社交媒体动向、新闻报道、

展会活动、点评网站

职位概述、公司社交媒体账号、员工

社交媒体动向、公司网站

对方的身份、职位、专业领域、过往经历

近来的进展、趋势和变化 它的历史、产品和服务、使命、价值

观和目标、客户、文化

尽可能多地了解该职位，以及相关

团队曾经的成果

2. 公司

3. 招聘经理

1. 行业

4. 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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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了解
什么？

我需要了解
什么？

我需要了解
什么？

我需要了解
什么？



谨记:

在介绍自己时，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讲述——

重点介绍那些与面试职位有关的工作经历。

使用简洁的语言，尽可能地用行为动词来体现

自己的能力。

更多关于面试自我介绍的内容参见此处

准备自我介绍
面试准备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做好自我介绍和讲好自己的“故事”。具体该如何准备自我介绍呢？

我毕业于工商管理学院，拥有数字营销专业本科学位。

毕业后，我在体育行业从事过两年的营销工作。

入行后，我学以致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个人

在数字营销方面的专业能力。我觉得最近我主导的一个

邮件营销项目就很好地体现了我的数字营销能力，该项

目将我们的转化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

之前的工作经历使我拥有了现在的能力，但我觉得，为

了让自己的能力更上一层楼，是时候考虑换份工作了。

因此，我希望在一家快节奏的全球化公司中找一份更有

挑战性的工作，能够让我在营销岗位上有更大的成长空

间。这也是我来面试的一大原因。

1

2

3

首先，介绍相关的教

育背景和职业经历。

接下来，介绍与这份工作直接相

关的关键能力和专业知识，举一

些可量化的例子。

最后，谈一谈你在这个职位上的

追求，以及这个职位和公司为什

么吸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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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cial.hays.com/2017/07/17/so-tell-me-about-yourself-interview-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7/07/17/so-tell-me-about-yourself-interview-question/


6

自我介绍练习
1. 相关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 2.与这份工作直接相关的关键能力和专业知识提

示：举一些量化的例子。
3. 谈一谈你在这个职位上的追求，
以及这个职位和公司为什么吸引你。

6瀚纳仕面试指南 - 练习1



1.“你为什么要辞掉之前的工作?”

• 面试官询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想了解你的动

机和追求，以及你适合怎样的公司文化。

• 回答时不要把重点放在对当前工作或公司的

不满上，而是应该侧重于当前申请的职位所

能提供的机会——例如能学到新的能力、能

了解新的行业等。

2.“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

• 这是一个推荐自己的好机会，想一想你能为

对方公司带去哪些与众不同的优势。

• 列出三个你打算介绍的能力/经验。这个清单

中应该包括职位介绍所要求的“硬实

力”（例如技术能力），以及“软实力”或

触类旁通的技能，例如沟通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

• 提供充分的信息，但最好简明扼要。冗长且

缺乏条理的回答可能会让面试官失去耐心。

• 事先练习，尽可能保持自然。不要过度练

习，导致讲话像机器人一样。

常见面试问题准备
做完自我介绍和简历陈述后，你很可能会被问及一些常见的面试问题。以下是你应当有所准备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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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 面试官会利用这个问题判断你的个性是否

适合这个职位、团队和公司。

• 哪些个性能让你看起来很适合这个职位？

• 不要只考虑和职位有关的个性，还可以说

说你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最好直接找别

人问一下。面试官会通过这点来判断你能

否和未来的同事搞好关系。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示例:

“虽然我在目前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但我觉

得不能一成不变，我想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能

力，汲取新的知识，积累更丰富的经验。我认

为这个机会能让我实现上述目标，因为我了解

到贵公司非常鼓励员工进行终身学习。”

示例：

当你面试一个销售岗位时，你可以说你的朋友觉

得你是一个友好且善于倾听的人。这些都是值得

提及的优良个性，有助于你和潜在/现有客户建

立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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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cial.hays.com/2019/03/26/why-leave-current-job-interview-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9/10/25/how-to-elevate-answer-why-hire-you/
http://social.hays.com/2017/02/13/eight-tricky-interview-questions-and-how-to-answer-them/
https://social.hays.com/2019/03/26/why-leave-current-job-interview-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9/10/25/how-to-elevate-answer-why-hire-you/
http://social.hays.com/2017/02/13/eight-tricky-interview-questions-and-how-to-answer-them/


5. “能谈谈你的一次失败
经历吗?”

4.“为什么应聘这份工作？”

根据以下四大要点来构建你的回答：

1. 为什么你看中了这家公司

2. 为什么你看中了这个职位

3. 这个机会将如何帮助你发展

4. 重申你很高兴能来参加面试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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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的薪资期望是怎样的?”

• 在参加面试前，务必保证自己了解该职位相关

的行业标准和资历。如果不确定，请参考我们

的《薪酬指南》或询问招聘顾问。

• 了解这方面信息后，你就能更加果决地给予回

复，从而在协商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7. “你是否同时在面试别的公司?”

面试官会因为很多原因而问这个问题，可能是想知

道你是否真的对该职位及公司感兴趣，也可能是想

弄清楚有无迅速答复你求职申请的必要。

常见面试问题准备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 面试官将通过这个问题了解你应对失败的能

力——你是否会站在客观角度思考自己的失

误？还是说你会闭口不谈，当做无事发生？

• 准备好你打算讲述的事例——不是那种差一

点就成功的例子，而是真正切切的疏忽或判

断错误。

• 谨记：要清楚地解释错误发生的原因，不

要找借口，不要推卸责任，要体现出你汲取

了教训。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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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要表现出你很中意这家公司，将话题

导向你对新工作的期待，要大而化

之，如果你已经收到了其它邀约，也

不要遮遮掩掩。

不应该:
举出你申请的其它公司或职位的具体名

称，不要在求职进展方面夸大其词。

https://social.hays.com/2017/09/20/interview-why-do-you-want-this-job/
https://www.salary-guides.haysplc.com/
https://social.hays.com/2017/02/13/eight-tricky-interview-questions-and-how-to-answer-them/
https://social.hays.com/2019/05/07/interviewing-with-other-companies-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7/05/04/tell-me-about-a-failure-interview-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7/09/20/interview-why-do-you-want-this-job/
https://social.hays.com/2017/05/04/tell-me-about-a-failure-interview-question/
https://social.hays.com/2017/02/13/eight-tricky-interview-questions-and-how-to-answer-them/
https://social.hays.com/2019/05/07/interviewing-with-other-companies-question/


Hays Interview 
Gui

常见面试问题应对练习

1.“你为什么要辞掉之前的
工作?”

2.“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 3.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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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是否同时在面试别
的公司?”

10

常见面试问题应对练习

瀚纳仕面试指南 – 练习2

4.“为什么要申请这份工作?" 5.“能谈谈你的一次失败经历吗?” 6.“你的薪资期望是怎样的?”



学习用STAR技巧来应对情景类问题

为了成功地回答这类问题，你可以利用STAR技巧。这能让你的回答变得条理明晰、简单易懂。我们就以“请分享一次解决问题的经历”为例来说明这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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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A

R

确立情景（SITUATION）
“是的。我之前曾在X公司任职，负责X个产品的数字推广。有一周，某个产品的在线销量比平时降低了25%。”

描述任务（TASK）
“我的任务是改变数字营销方式，从而解决销量下降的问题。”

展开行动（ACTION）
“因此，我为产品制作了横幅广告，放在我们的主页和邮件签名里。我还发起了许多社交媒体活动来推广产品。并且我还鼓

励内部同事们点赞分享。之后我又发起了一个邮件宣传活动，定向接触该产品面向的客户群。”

展示结果（RESULT）
后续一周，该产品的在线销量出现了40%的增长，并在此后一直保持稳定。

更多回答技巧参见此处

你可能会遇到情景类和行为类的面试问

题，这类问题旨在了解你的工作方式，

以及你对特定情景的自发反应。示例：

 “请介绍一个你为遇到困难的

同事提供帮助的事例。”

“请举一个你错过最终任务期限的

例子。你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请聊一下你曾经发现同事犯错误

时的场景。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https://social.hays.com/2017/10/06/strong-interview-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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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STAR技巧：回答其中一个问题

 “请介绍一个你为遇到困难的同事提供

帮助的事例.”

“请举一个你错过任务最终期限的例子。

你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请聊一下你曾经发现同事犯错误时

的场景。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12

R

A

T

S

展示结果（RESULT）

展开行动（ACTION）

描述任务（TASK）

确立情景（SITUATION）

瀚纳仕面试指南 – 练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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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解释简历中的职业空窗期
每个人的简历中都有一段职业空窗期，可能是因为裁员、旅行、伤病、照顾亲属/孩子、学习进修等等。

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很常见，面试解释时也不必紧张或担忧。但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面试时进一步展示自己呢？

记住以下五大原则：

回答应富有条理。首先介

绍当时不工作的原因，然

后介绍你在此期间做了些

什么事情，最后强调你为

何将这份工作视作机会。

在解释职业空窗期时，最

好分享一些你做过的具有

积极意义的事情——例如

学习新技能、关注业界动

态、参加志愿者工作等。

重点不应放在不工作的

具体原因上，而是要强

调你是如何利用这段时

间的，以及你为何适合

这份工作。

无论原因如何，都应诚实

坦然作答，不要谈论无用

的细节。

使用态度积极的语句，不

要为此而道歉。

CVVANESSA PLUM
Finance Manager

Personal Statement

Achievements

Employment History

Hobbies & Interests

References

Skills Summary

Education & Training 关于解释职业空窗期的更多

信息参见博客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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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cial.hays.com/2019/04/23/common-cv-gaps-explain-them-in-interview/


准备好你要询问面试官的问题
当面试官问你有什么问题时，应当利用好这个机会。不光是要判断这个工作、公司是否适合你，公司里的同事是否相处得来，还要借此机会展
现你的创意思维、好奇心和对未来雇主的真诚兴趣。

你的问题应该关注以下六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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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职位吗？如果不是，那它之前是怎样
的？

• 有职业发展的空间吗？

• 在这个岗位上，怎样才算成功？

• 日常工作有哪些？

• 我的表现多久会接受一次评估？

• 公司有什么培训机会吗？

• 能介绍一下该岗位所在的团队吗？

• 这个团队在整个公司架构中有何作用？

• 对这个团队来说，怎样才算成功？

• 贵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 员工一般会在公司里留任多久？

• 贵公司打算如何实现企业目标？

• 您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 在您看来，贵公司的工作环境如何？

• 您的管理风格是怎样的？
• 本次面试结束后还有哪些流程？

1. 职位

2. 团队

4.学习和发展

6. 面试之后的流程

3. 招聘经理

5. 企业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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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你要询问面试官的问题

职位 学习和发展：

团队： 企业：

招聘经理： 面试之后的流程：

15瀚纳仕面试指南 - 练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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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面试在公司内进行，就要事

先了解交通路线以及路程时间。

如果采用远程面试方式，就弄清

要用到的技术手段——想好座位

的摆放和背景的安排。还要和同

住的人打好招呼，以免受到打

扰。

面试持续的时长

一般来说，现场面试会持续

45分钟到1小时左右。

面试的形式 

面试中是否包括测试以

及与团队其他成员见面

的环节？

穿着规范

即使是远程面试，这点也仍

然重要。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只差最后几步，你的面试准备就将完成
务必弄清以下五件事：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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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描述

最好把它打印出来，以防万一。

如果是现场面试，你可以把它放

到包里，以便在路上做准备。

如果是远程面试，可以拿在手上，

随时参照。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疑问，可以

向我们的招聘顾问寻求帮助。



请假面试需注意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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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可能地避免将面试时间安排
在工作时间

• 面试时间最好是清早、午餐或下班后

• 如果面试时间不方便，请尽早告知招聘

顾问或企业的招牌经理

• 解释你的情况，更换其它时间

2. 请一天年假面试

• 如果这行不通，可以请半天假

• 这能大幅减少你的紧张感，使你能够专注于面试

3.不要撒谎或遮掩

• 如果面试安排与目前的工作有冲突，有

些人会假装生病，这点其实可以理解

• 但我们不建议这么做，虽然碰到这样的

情况有点麻烦，但不值得你冒险撒谎。

如果你别无办法，那最好是含糊地表示

家中有事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关于请假面试的更多建议
参见此处

https://social.hays.com/2020/08/20/how-to-get-time-off-job-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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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试前调整好心态

相信自己已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就能发挥最佳水平。这也有助于增强你的自信，让你用真诚的方式向面试官推销自己，展现能力。

在面试前遵循以下五个步骤可以帮助你调整好心态，缓解各种紧张情绪：

1. 更换思维方式

把“不可能”、“我不行”等

想法替换为积极的想法，例

如“我能做到”。

面试只是双方相互了解和探讨

工作的一场谈话，没必要小题

大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

力和焦虑。

2. 和招聘顾问及亲友商讨

你是否有亲友能给予建议，或帮

助你冷静下来？尽管向他们求

助。

但也要记住，你的招聘顾问是这

方面的专业人士，更能帮助你解

决各种担忧和关心的问题。

3. 不要妄自菲薄

你至今为止的成功并不都是侥

幸，要坚信自己的独特与价值。

将这种自我信念展现在面试中。

4. 描绘良好前景

负面思维会让我们陷入焦虑，无

法发挥最佳水平，也不是面试前

该有的思维。为自己加油鼓劲，

相信自己，回忆自己人生中和职

涯中的成就。

然后，试着在脑海中描绘良好的

前景，例如你和面试官相处融

洽，或者给出了与众不同的回

答。

5. 改变你对面试官的认知

陌生且身处高位的人容易给人

压力。但你没必要为此紧张，

只要你遵循本指南的建议，你

就可以事先了解面试官，了解

对方的信息。

对方曾经也是一位求职者，所

以你没必要感到害怕。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 放下准备工作。可以锻炼、和亲友聊天、规划

休闲活动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 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

• 保持冷静和客观，如果有必要调整心理，就按

刚才的步骤来。

• 睡个好觉 — 在入睡前不要玩手机或电脑，专

注于能让你心静的事情，例如读书或冥想。

19

最后别忘了…

面试前一天的晚上应该放松。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面试

准备，现在你要确保第二天能有个好精神。

在面试前一天的晚上，你应该：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前的任务清单



第2章

面试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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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记住，在你进门的瞬间，甚至在见到面试官之前，你就已经可能给他们留下第一印象。所以在面试当天，你要：

回顾职位介绍、简历和自己的笔记。

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保持礼貌，前台和路过的员工不能决定你是否入
职，但也会产生影响。在面试中做真正的自己。

如果是现场面试，在等待区等候面试时要保持职业礼仪。不要玩手机
或东张西望。找一找有没有海报之类的东西，或许能发现一些有关这
家公司的信息？或者可以翻看小册子之类的公司宣传材料。这不仅能
体现出你对这家公司的兴趣，还能获取更多相关的信息。

及时抵达—最好提前10分钟。如果因为不可控的原因而没能赶到（例
如意外的交通事故），请告知面试官或招聘顾问。如果是视频面试，
也应当准时—虽然不一定要提早，但还是要在面试前10分钟就做好准
备。 最后…

• 关掉手机

• 不要嚼口香糖

• 保持微笑

1.

2.

3.

4.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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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面试建议: 

在远程面试期间，为了尽可能保证眼神交流，可以

在回答或听取问题时盯着摄像头。这样就会显得你

在认真聆听，发言时也会显得更投入。

2. 记住面试官的名字
在面试中和离开时时而提及对方的名字。政治家在采访

中会用这个技巧和记者建立关系，它的效果超乎想象！

3. 有意识地进行非语言交流
坐姿端正、眼神交流这种小细节会显著影响你的心态和

面试官对你的看法。

4. 不要打断面试官
应当让面试更像是谈话，而不是审讯，但也要保持耐

心，等面试官说完再回答。如果是远程面试，要注意

技术问题可能导致的延迟。

5. 回答时用肯定或赞同语句来开头
例如“问得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能够

让你和面试官的交流更加轻松自如。

6. 询问跟进问题
再强调一下，要充分利用对话的机会。如果面试官在

提问时给出了令你感兴趣的信息，那在回答后，你可

以询问相关内容，表现出你的兴趣。

7. 放松做自己
不要害怕展露自己的个性，这有助于面试官了解你的

真实个性。要诚实而明确地回答问题。

关于如何与面试官建立良好的关系，请参阅我

们的博客获取更多建议。

与面试官建立联系
与面试官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1. 微笑
在自我介绍、面试中和道别时有意识地保持微笑。这看

起来可能有些做作，但紧张会让你忘掉这点。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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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时头脑空白怎么办

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这一点至关重要。你想象当中的大麻烦未必真

的会发生。要保持冷静，理性思考，逻辑清

晰，不要慌张。

深呼吸
这能让你凝聚心神，还能向大脑发出信号，使

其冷静和放松下来。在面试中，你的大脑是在

应对一个它自认为有危险的情景，深呼吸可以

发出一个温和的信号，告诉它事实并非如此。

喝口水

在现场面试开始时，记得摆一杯水在旁边，如

果在家里接受远程面试，也是一样。这样在遇

到麻烦的问题或头脑空白时，就能先喝一口，

然后再回答。这在对话中属于自然的停顿，让

你有时间冷静下来做思考。

向面试官坦白此刻你的脑子一片空白

这能展现出诚实和谦虚的态度，让你有机会

继续表现。这也能让你从突然的慌乱中缓过

劲来，让面试官再重复一遍问题。

重复面试官的问题

你可以借此机会整理思绪，再陈述一遍问

题，也能让面试官知道你确实听清了问题。

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现头脑空白的情况？

• 尽可能地放松，维持思维的逻辑。

• 专心倾听问题，而不是光顾着担心和焦虑。

• 不要在意冷场，任何对话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自己把
握节奏。

• 利用身体语言来获取关键信息。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当天

关于应对头脑空白的更多建议，
参见此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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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面试之后
怎么办？



下一步 — 面试结束后，你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很好，你的面试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在等待面试官或招聘顾问的消息时，请遵守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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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试后立即联系招聘
顾问

在面试之后，请尽快联系你的招聘顾问，趁印象深刻

时，告知你对面试的想法。

重申你对职位的兴趣，以及你很高兴能和面试官交流。

这一信息会被传达给对方公司，并给你带来利好。

询问招聘顾问有关面试的回复。如果对方还没有消息，

那就礼貌地询问何时能有回复。

发送感谢邮件

如果你和面试官有过直接联系，就发送一封邮件表达谢

意。

如果没有直接联系，可通过招聘顾问转发。

要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你对职位的兴趣。你甚至可以说，

在会面并了解了职位之后，你现在更感兴趣了，非常期

待对方的回复。

通知你的推荐人

如果有推荐人，也应当事先告知对方，要以留言形式

礼貌地提醒对方注意。记得感谢对方的帮助。

应该做的事情

@



关于面试后续事宜的更多建议参见我们的博客

忘记面试官信息

将已经或打算面试的公司、招聘经理和

职位等信息弄成表格。

记得及时更新表格，以便你弄清自己的

各项求职进度，在接电话或发邮件前务

必确认一次表格。

停止求职

无论面试情况如何，都切勿取消其它面

试，或就此放弃求职。

思考你为何中意这个职位，并以此来指

导你搜寻类似职位。

不要心不在焉

不要因为新工作在望就在原工作上三心

二意。一定要保持专注和勤勉。

应当和原本的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并

维护风评。你并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此工

作多久，即使有了新工作，未来你也可

能需要原雇主的帮助——例如作为一个

有力的推荐人。

切断与招聘顾
问的联系

如果你的这次面试不成功，也不要灰

心丧气，更不要切断和招聘顾问的联

系要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并尽

可能地了解你未能成功的原因。务必

在下次面试前汲取教训。

招聘顾问是你求职时的宝贵伙伴，应

当让他们了解你的情况以及你的求职

期望。因此，要和他们建立工作上的

密切联系，并通过领英进行沟通。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不应该做的事情

STAGE

JOB

?
?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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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自己四个问题，判断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 你已经完成面试，了解了更多信息。实话

说，你是否觉得这个职位能完全发挥你的

潜力？

• 它是否符合你在求职之初设下的职业规划

和目标？

• 面试官详细介绍职位时，你的感想如

何？是感到期待、喜欢这种挑战、正合心

意吗？你是否对职位产生了更多问题？

• 这个新职位是否有你当前职位所不具有的

特点？重新思考你想要换工作的原

因。务实地考虑你对新工作的期望—它能

提供你想要的吗？

27

• 你对于它的目标、价值观和文化有何

看法？

• 这里的工作是否能让你感到自豪和富

有激情？

• 这家公司的“个性”是否符合你的个

性？

• 你对可能的未来同事的第一印象如何

（如果你被介绍给了他们）

这份工作是否让你

激动?

这家公司是否

适合你?1 2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28

• 你发自内心的感觉并不是虚假的，这股

直觉在告诉你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即

使它有时看起来毫无道理。

• 如果你在面试结束时的情绪比入场时更

激动，那么哪怕这份工作并不完全符合

你的理想期望，你的直觉也会提醒你：

应当对这份工作多加关注。

• 但在直觉之外，一定要用事实和逻辑思

考加以佐证。当我们感到激动时，理性

思维可能会被忽略。因此，请不要被一

时的情绪冲昏头脑。

更多相关信息可参阅我们的博客

3 4
你对未来的上级有

何看法?

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样的?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询问自己四个问题，判断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 可能的未来上级在面试中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

象？

• 他们很善于沟通吗？

• 他们是否明确地介绍了职位及其要求？

• 他们是否认真听取了你的回答，并鼓励和接纳

你的发言？

• 他们是否完整地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

• 他们是否平易近人？

• 你在和他们交流和询问他们问题时感觉是否舒

服？

• 他们对工作、团队、公司是否怀有热情？

• 他们是否关心你的未来志向，以及你想要在这

个职位上实现的成就？

https://social.hays.com/2018/03/19/questions-post-job-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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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自己四个问题，判断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这份工作是否让你激动? 这家公司是否适合你?

你对未来的上级有何看法? 你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

29瀚纳仕面试指南 - 练习5



POST-INTERVIEW NOTES

面试顺利的征兆

30

面试时间比预期更长 面试氛围更类似聊天

对方假设你担任这份工作——例如“在这个岗

位上，你需要……”，而不是“合格的人选应

当……”

你的问题得到了完整回答——这表示

面试官乐于给予你机会

在结束时，你被问到了更“进一

步”的问题，例如离职期限、何

时能来上班

你被介绍给了其他员工

面试官明确提及了面试

后的流程

你被介绍给了高层决策者

招聘顾问从面试官那里获

得了良好的反馈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更多信息，可参阅我们的博客

1
65
3

8
10
11

2

7 9

面试官看起来很投入——观察对方

的身体语言及反应
这家公司和职位令你感到激动

4

https://social.hays.com/2017/06/14/11-signs-your-interview-went-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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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不顺利怎么办
如果你觉得面试不顺利，也不要担心。你仍然有可能挽救局面，或者至少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只要遵循以下步骤：

按时间顺序记录，从当天起床开始到面试结束。

这能让你抛开杂念，更加明晰地反思面试过程。

写下来之后你会更容易发现面试中犯的错误。你

是否忘记准备在最后提出问题？你是否在某个问

题上说了太多废话？你是否不小心对前雇主发了

牢骚？不管怎样都要找出问题，下次注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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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诚实写下面试感受 2. 为招聘顾问提供客观而专业的
反馈

“这场面试糟透了。有个问题被我彻底搞

砸了。我没想到会那么问，所以啰啰嗦嗦

地说了一堆废话。”

“有一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未在面

试里遇到过这种问题，于是显得有些啰

嗦。下次我会先深呼吸，然后向对方表示

自己需要仔细思考一下。”

既然你清晰地反思了面试，就可以联系招聘顾问了。

如果觉得面试不顺利，那么就应该尽快告诉他们。

在谈及自己的表现时，务必要诚实，但也不用说得太

过负面，那会把自我反思变成自我贬低。还要记得强

调自己学到的教训。

例如，不应该说：

你应该说：



面试不顺利怎么办

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Improvements

How my interview went...

32

在等待面试结果的这段“压抑期”，

你必须保持冷静和乐观。

不要通过电话或领英直接联系面试官

——这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举动。

应通过招聘顾问向面试官表示感谢。

在等待期间也不要放弃求职。放松，花

些时间陪伴亲友，他们会帮你打起精

神，然后准备重返职场，寻找新工作。

在向招聘顾问反馈后，要听听他们的说

法。他们有丰富的经历，可以指导求职者

应对各种面试情况，并从客户那里获取反

馈，从而为你提供一些建议。

招聘顾问还可能从面试官那里获得反馈，

因此要仔细听好他们的话。如果对方提到

了你的失误，也不要惊慌。告诉招聘顾问

你的失误原因，以及未来你打算如何避

免。这能体现出你的自我反思和诚实——

这都是优秀的品质，且能被面试官体会

到。

记下积极的反馈，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苛。

4. 保持冷静，继续
求职

3. 汲取招聘顾问的反馈

更多信息，可参阅我们的博客

https://social.hays.com/2018/10/03/bad-interview-next/
https://social.hays.com/2018/10/03/bad-interview-next/


第二轮的面试官是谁？

在第二轮面试中，你可能会遇到更高职级的人物，对

方会最终决定是否录用你。

你还可能会被介绍给更多员工，例如未来的同事。

在面试前，要和招聘顾问确认第二轮面试的主持者。

这样你就能事先在网上了解对方，例如通过领英或公

司网站（和第一轮时的做法一样，参照本指南第一部

分）。

受邀参加第二轮面试怎么办
首先，恭喜你读到了本指南的这一部分！这意味着你入围了第二轮面试，做得好。但这和第一次面试有什么差别呢？

面试的形式是什么？

不要以为第二次面试的形式和第一次一样。你准备的

是一对一面试，但当天可能遇到群体面试。要向招聘

顾问确认面试官的人数以及面试的形式。

如果第二轮的参与者变多了，那在面试期间，要记得

与房间里的每个人保持互动，不要只关注向你提问的

人。要尽量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并以此来称呼他们。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完成一个任务或测试，用来考验你

的工作能力。同样，应向招聘顾问询问这方面的信

息，他们会提供面试准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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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1.你对职位和公司的感兴趣程度

你的热情程度会直接关系到工作表现，如果你仍然有兴趣，那务必要表现出来。

2.你是否具有所需的能力？

回顾职位的核心要求，准备有关能力方面的问题答复，以及一些可展现个人能力的事

例。你应该和招聘顾问确认是否需要准备工作成果示例或演示。

3.你是否是“合适”的人选？

面试官可能问及你的兴趣爱好、性格、喜欢什么样的公司文化等问题。在回答时，必

须保持诚恳和务实，毕竟第二轮面试就是判断你是否“合适”的关键机会。

4.摆明和解决尚未弄清的问题及疑虑

试着回想那些以不同方式被反复提及的问题。这可能反映了对方想要弄清的关注点。

5.你的到职时间和薪资期望

准备好这方面的信息。如果不知道如何商讨薪资，请参阅我们的《薪酬指南》

受邀参加第二轮面试怎么办

面试官打算评估什么方面？

第一和第二轮之间的区别在于面试官的目的。他们在第二轮中想要了解的主要信息是：

https://www.salary-guides.haysplc.com/
https://www.salary-guides.haysplc.com/


35瀚纳仕面试指南 - 面试之后

感谢阅读

相信你能从中学到很多面试技能，同时提升自己的应聘能
力。

相信你已经准备好面试答案，知道如何应对“为什么要录用

你？”之类的问题，这在今后的面试中会非常有用。你对这

个问题的答案也能明确体现出你所具备的价值。

相信你也已经更新了最新版简历，可以自信地介绍自己，它

对你的职业及个人生活都很有帮助。

无论结果如何，请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次经历，毕竟你从面

试中汲取了很多东西。

无论结果如何，
每一次面试经历都非常宝贵



• 编写和更新简历

• 寻找理想的工作

• 接受招聘邀约

• 开始新工作

• 联系当地瀚纳仕团队

收听我们的播客

关注我们的职涯建议播客，在设备上直接获取最新内容。随时搜

索“Hays Worldwide Careers Advice”就能找到我们。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每天收获最新的职场建议：

更多求职建议
瀚纳仕是你终身的职业发展伙伴，可以在求职的各个阶段

为你提供支持。

以下建议可能对你有帮助：

微信
Hays-China

微博
Hays瀚纳仕

领英
Hays

优酷
Hays瀚纳仕

https://content.hays.com/cv-guide/
https://www.facebook.com/HaysWorldwide
https://twitter.com/HaysWorldwid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qV8tLYklK_kzjCBhrPf-g
https://content.hays.com/cv-guide/
https://social.hays.com/category/professional-development/job-searching/
https://social.hays.com/category/professional-development/job-offer-tips/
https://social.hays.com/category/professional-development/start-new-job/
https://www.haysplc.com/global-recruitment/employe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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