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Morgan McKinley，

我们⼗分重视您的职业⽣涯。

我们会悉⼼倾听，以便了解您的抱负

和职业⽬标，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全

⼒助您实现梦想。



⾯试前的准备

全⾯了解该公司的⽹站信息。 

利⽤搜索引擎尽可能多地阅读第三⽅信息，熟悉

该公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和你认识的曾在该公司⼯作的商业伙伴谈谈，征

求他们的意⻅。 

利⽤你的顾问对其客⼾的了解，对之前⾯试成功

的⼈进⾏画像，并构建出问题信息和⾯试结构。

了解职位描述。了解该职位的职责和义务可帮助

你做好准备并提出相关问题。这也有助于向⾯试

官表明：你对该职位很重视，并且已经花时间来

确定你的技能将如何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在⾯试前要花些时间进⾏调研。事先尽可能多地了

解你要⾯试的公司和⾯试官，这是确保你可以充分

应对各种可能发⽣的情况，并且为⼤量相关问题做

好准备的最佳⽅式。

⾯试前了解的越多，那么不论是⾃我感觉还是在别

⼈眼中，你都会显得更加⾃信。

常⻅的⾯试问题

雇主的⾯试⽬的是详细了解你的技能、经验、能⼒

和个性，以便评估你是否具备适合他们公司的正确

技能和⽂化。与此同时，你也在努⼒确定他们及其

公司是否是你下⼀步职业⽣涯的最优选择。⾯试中

有很多常⻅的问题，我们建议你事先准备好答案。

切记回答问题时要简明扼要，不要跑题。确保⽤各

种能够反映你经历的不同⽅⾯的实例来展⽰⾃⼰和

你的能⼒。



经常被问到的典型问题包括：

定义问题 

讨论可选的解决⽅案 

给出你的最终决定和这样做的理由

最终结果，要始终以积极的态度结尾

⾃我介绍：
这是你谈论⾃⼰的主要特点、任职资格、经验和技能的

机会，要重点介绍与该职位最相关的技能。

你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尽量介绍与⼯作相关的近期成就。谈论所涉及的技能以

及公司如何从中受益，要努⼒量化该成就对组织的益

处。

请告诉我你在⼯作中曾遇到的难题以及你是如何克

服的? 

雇主会⽤这个问题来衡量你认为什么是“难题”，以及你

是否能够在解决问题时采⽤合乎逻辑的⽅法。要永远以

积极的态度展现⾃⼰。我们通常建议你选择⼀个不是由

你造成的难题，记住：

你为什么对这⼀职位感兴趣？
这⼀⾯试问题的⽬的是为了了解该职位是否适合你，以

及是否符合你的中⻓期职业规划

你为什么喜欢当前的职位？
回答这⼀问题时，尽量将你喜欢当前职位的理由与申请

职位所需的技能关联起来。同时，要注意采⽤平衡的技

巧：既需要对当前的职位持乐观态度，同时也要清楚说

明申请新职位的原因。

你对当前职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
回答这⼀问题的要点是，你需要向⾯试者展⽰你具备相

关能⼒，⾜以解决职位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挫折。回答

问题时，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对新职位感兴趣。例如：

你可以表⽰当前⼯作最让你沮丧的⼀点是管理不善，因

此你才来应聘该公司的管理职位。



你有哪些个⼈优势？
我们建议在回答中强调3-4个主要技能。⾯试官还可能要

求你列举事例⽀撑⾃⼰的技能。因此，我们建议你在⾯

试前准备⼏个能够凸显个⼈优势的实际事例。如果应聘

职位的⼯作描述中列明了该职位所需的关键技能，你需

要在⾯试前准备与这些技能相关的事例，以便在⾯试中

向⾯试官说明。

你最⼤的缺点是什么?

这⼀问题常⻅的错误回答是“我没有缺点”，因为⾯试官

可能会因此提出更多的问题。针对这⼀提问，我们认为

有两种解决⽅案：你可以回答与⼯作⽆关的弱点；或讨

论⾃⼰已经意识到的弱点，以及⾃⼰是如何克服这⼀弱

点的。

你决定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这⼀问题的⻩⾦法则是不要对当前的公司/雇主持否

定态度，因为这可能会让⾯试官觉得你不忠诚。要知

道，没有任何公司会想招聘不忠诚的员⼯。回答这⼀问

题时，你只需解释你想要重新开始的原因，如：你想要

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追求更好的职业前景、或是你的职

业规划⽅向发⽣变化等。请注意在回答中避免将“薪

酬”作为离职的主要原因。

你是否还在参加其他公司的⾯试？
你需要事先准备针对这⼀问题的相应答案，并解释你⽬

前所处的求职阶段。记住，你⽆需向⾯试官透露其他⾯

试公司的名称。

你当前的薪资是多少？
询问你当前薪酬⽔平以及期望的薪酬是⾯试中很常⻅的

问题。为更好地回答这⼀问题，我们建议你向招聘顾问

咨询了解该公司的薪酬⽔平。



"
"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

在⾯试中使⽤能够测试候选

⼈能⼒的⾯试技巧，以区分

有竞争⼒的候选⼈。



与个⼈能⼒相关的⾯试问题

 场景—当时的情况

 ⾏动—你如何影响这⼀情况？

 结果—你的⾏动对这⼀情况产⽣怎样的改变？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在⾯试中使⽤能够测试

候选⼈能⼒的⾯试技巧，以区分有竞争⼒的候选

⼈。⾯试官期望你能在⾯试中说明以前如何处理实

际问题，以帮助他们判断未来你是否能够有效解决

这⼀职位可能⾯临的问题。个⼈能⼒⾯试往往基于

场景，因此你会被要求介绍过往职位中曾经遭遇过

的情况，并借此展⽰你的潜在技能。这些技能往往

与影响⼒、沟通、管理、合作以及冲突解决等相

关。

回答此类问题的最佳⽅法是将他们拆分为三个部

分：

1.

2.

3.

你有曾经在重压下⼯作的经历吗？

你有感到⼒不从⼼的经历吗？你最后是怎么解决

这⼀问题的？

你有曾经在⼯作或职业⽣涯冒险的经历吗？最后

的结果如何？

当你需要说服客⼾或同事时，你会采取什么⽅

法？

能否介绍您的项⽬管理流程？

你是否曾有为达到某⼀⽬标⽽⼒排众议或违反惯

例的经历？能否简单介绍该经历？

常⻅个⼈能⼒⾯试问题包括：



准备向⾯试官提问

公司在过去⼏年的发展情况如何？谁是公司的主

要竞争对⼿？公司的竞争环境与⾏业现状如何？

公司有哪些产品？（特别是当该公司的产品复杂

且数量众多时）

如果应聘成功，我需要接受什么培训？

⾯试是双向选择的过程。⾯试不仅是公司评估你是

否符合某个岗位要求的⼿段，它也是让你获取该公

司相关信息，以判断该职位是否符合你的⼀个良

机。因此，⾯试过程中你需要巧妙利⽤向⾯试官提

问的机会，展⽰你机智且富有激情的⼀⾯：

关于公司的提问包括：

公司将如何评估我在该职位的表现？

该部⻔的报告结构是怎么样的？谁是我的直属上

司？

该职位使⽤什么电脑/业务系统？

公司/部⻔的员⼯⼈数有多少？

谁将是我⽇常⼯作的主要联系⼈？

如果我胜任该⼯作并证明了我的⼯作能⼒，未来

⼏年我能获得什么职位晋升机会？（注意在提问

时，不要让⾯试官留下你急于晋升的印象）

请注意，⾯试是让你真正掌握职位⼯作细节的机

会。巧妙利⽤职位描述来预测⾯试中可能涉及的

⽇常⼯作问题。

关于职位与晋升的问题包括:



重要注意事项

准时到达

记住⾯试的⽇期、时间、以及准确地址

记住⾯试官的名字、职称与电话号码

你知道如何到达⾯试地点，以及到达⾯试地点需要的

时⻓

着装正式且仪容整⻬

进⼊⾯试地点前关闭⼿机及其他电⼦设备

在⾯试官进⼊房间时起⽴⽰意，并⼤⽅地握⼿

在⾯试过程中保持眼神交流、减少⼩动作、并避免弯

腰驼背

⾯试是推销⾃⼰的好时机，因此不要羞于讨论⾃⼰

的优点，相反，要勇于展现⾃⼰的闪光点。但是，

要确保选⽤具体事例来⽀撑⾃⼰的观点。

你的招聘顾问将与你以及客⼾跟进⾯试结果。在⾯

试时忘记交代某些信息？不⽤担⼼，你的招聘顾问

会在反馈阶段向客⼾补充信息。

同时要确保...

结束⾯试

如果你对职位感兴趣，在合适的情况下向⾯试官询

问下⼀阶段的⾯试信息。如果⾯试官在⾯试结束时

向你提出招聘邀请且你对此职位感兴趣，请当场接

受⼯作机会。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请采⽤

巧妙的⽅式委婉表达、提供具有说服⼒的理由、并

提供可以回复的确切⽇期。虽然你还⽆法确定这份

⼯作适合你，但是这么做能够给⾯试官留下好印

象。因此，哪怕你还不知道⾃⼰是否会接受该职

位，⾯试官还是会给你发offer。

记住向⾯试官表⽰感谢！



常⻅的⾯试错误

⾯试准备不⾜—对⾯试公司或岗位了解不⾜

仪表不整或态度不佳：确保⾯试时着装得体且仪

表整洁

态度⾃负或傲慢

肢体语⾔不佳—怯场、姿势不良、握⼿时⽆⼒、

⽆眼神接触

缺乏计划策略、没有礼貌、⾯试迟到、忘记⾯试

官的名字、没有关闭⼿机

⽆法谈论⾃⾝的缺点或⽆法对过往的错误承担责

任；找借⼝或将责任推脱给别⼈；坦诚得⾯对这

些问题并继续⾯试

对职业发展没有想法，因为这反映了候选⼈缺乏

计划和对未来职业⽅向的规划

回答模糊、重复、且⽆法清楚组织或表达⾃⼰的

思想

⽆法说出与过往经验相关的具体事例

换⼯作的唯⼀⽬的是⾦钱/薪酬，因为如果这么

回答，会让⾯试官觉得你不在乎对⽅公司将给你

提供的经验、或公司名誉、公司规模、团队和项

⽬⼯作

⽆法对离职给出明确/合理的理由

结束⾯试

⾯试后，务必要致电招聘顾问并提供相关反馈。因

为⾯试后从招聘顾问获得的反馈将会为你提供宝贵

的经验。不论反馈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你都需要

接受，并将它作为将来的⾯试经验。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试知识，请联系Morgan

McKinley招聘顾问。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深⼊的建

议与帮助。



与Morgan McKinley同⾏

探索合适的职业道路的过程中，不单单是要物⾊下

⼀家雇主。Morgan McKinley⼒求摆脱其他招聘公司

的套路，在候选⼈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其提供

全⾯、可靠、竭诚的⽀持。我们承诺，将尽⼒与你

配合，为您制订最佳的职业⽅案，提供最为中肯的

建议。

Morgan McKinley候选⼈关怀项⽬
Your Career Ally

本质上，我们会通过职业伙伴项⽬，在正确的时机

为您提供正确的建议。这需要针对你的未来就业机

遇做好精⼼准备，但同时也要随时向您提供相关专

业领域及⾏业的最新形势和动态。

将为你带来什么？



全球职业机会

Morgan McKinley拥有遍布全球的办公⽹络，为专业

⼈才提供中国⼤陆之外的⼯作机会。此外，国外的

⼯作还将为候选⼈提供体验全新⽣活⽅式的机会与

职业发展机遇。

在Morgan McKinley，我们的专业顾问将扎根本地知

识并结合国际经验，让你的国际就业之梦成为现

实。

此外，我们还将为候选⼈提供实际的建议与指导，

助⼒候选⼈获得国外的宝贵⼯作机会，并了解在国

外的⼯作⽇常。我们的办事处分布于：

英国

爱尔兰

⽇本

⾹港

新加坡 

中国

澳⼤利亚

Morgan McKinley将为你提供国外⼯作的⽀持与建

议。⽴即联系我们，开启你的⾮凡求职之旅。



联系我们

澳⼤利亚
Level 9
383 Ken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T: +61 2 8986 3100
E: sydney@morganmckinley.com.au
morganmckinley.com.au

中国⼤陆
Unit 880-886, Level 8,
Tower 2, Jing 'an Kerry Centre,
No. 1515 West Nanjing Road,
Shanghai 200040
T: +86 21 8033 3111
E: shanghai@morganmckinley.com
morganmckinley.com.cn

⽇本
Holland Hills Mori Tower 17F 
5-11-2 Toranomon
Minato-ku
Tokyo 105-0001
T: +813 4550 6560
E: japan@morganmckinley.co.jp
morganmckinley.com.jp

⾹港
Suite 3407, Lippo Centre 
Tower II, 89 Queensway
Admiralty, Hong Kong
T: +852 3907 3907
E: hk@morganmckinley.com.hk
morganmckinley.com.hk

爱尔兰
Connaught House
1 Burlington Rd
Dublin 4
T: +353 1 4321 555
E: dublin@morganmckinley.ie
morganmckinley.ie

英国
61 Aldwych
London 
WC2B 4AE
T: +44 (0)20 7092 0000
E: london@morganmckinley.co.uk
morganmckinley.co.uk

新加坡
30 Cecil Street
#18-05 Prudential Tower
Singapore, 049712
T: +65 6557 4655
E: singapore@morganmckinley.com.sg
morganmckinley.com.sg

关注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

morganmckinl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