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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中搜索引擎的使用技巧 

合理、巧妙地使用搜索引擎（如 Google、百度、应届生职位搜索等）可以解决大家在

求职过程中的种种需求，例如：查找校园招聘信息、笔试资料（笔经）、面试资料（面经）、

公司地址（公交线路）等。本文将为您详解如何有效地利用搜索引擎来搜索自己最关注的信

息。 
人们经常把人工编辑的网站分类目录也叫做搜索引擎，但那是错误的，真正意义上的搜

索引擎指的是网页全文搜索引擎。网页全文搜索引擎，其实是个大的索引表，记录了每个网

页上出现过哪些关键词，当你输入某个关键词搜索的时候，所有含有这个关键词的网页就被

找出来，并按一定顺序排列。网页全文搜索引擎的信息量大、准确性高、功能强、搜寻资料

的速度也快，可以搜到你从未想过，甚至你不敢想像的内容，但前提是你要掌握一点使用技

巧。 

第一章 使用搜索引擎的基本思路 

 搜索之前先思考 
搜索引擎本事再大，也搜索不到网上没有的内容，而且，有些内容虽然存在网上，却因

为各种原因，而成为漏网之鱼。所以在你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之前，应该先花几秒种想一下，

我要找的信息网上可能有吗？如果有，可能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网页上会含有哪些关键

字？ 
例如，如果我们要搜索关于银行的招聘应届生的校园招聘信息，我们首先要想，现在什

么样的网站会提供适合大学生应聘的招聘信息？如果找到了这样的网站，那么在这个网站中

又是在什么地方或者频道上能找到有银行的招聘信息？如果是想找应聘的笔经、面经，那么

什么样的网站上会有笔经、面经提供？这些问题在你开始搜索之前都应该先思考一下，这样

可以更准确、更高效地搜索到你想要的信息。关于招聘信息、笔经面经的搜索技巧我们将在

随后的小节中详细介绍。 
 学会使用两个关键词搜索 

如果一个陌生人突然走近你，向你问道：“宝洁”，你会怎样回答？大多数人会觉得莫名

其妙，然后会再问这个人到底想问“宝洁”哪方面的事情。同样，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一个关键词“宝洁”，搜索引擎也不知道你要找什么，它也可能返回宝洁公司官方网址或者

很多莫名其妙的结果。因此你要养成使用多个关键词搜索的习惯，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两个关键词搜索已经足够了，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以空格隔开。 
比如，你想了解关于宝洁面试的信息，就输入“宝洁 面试”或者“宝洁 面经”这样才

能获取与宝洁面试有关的信息；如果想了解宝洁宣讲会方面的信息，可以输入“宝洁 宣讲

会”来搜索。 
 点击搜索结果前先思考 

一次成功的搜索由两个部分组成：正确的搜索关键词，有用的搜索结果。在你点击任何

一条搜索结果之前，快速地分析一下你的搜索结果的标题、网址、摘要，会有助于你选出更

准确的结果，帮你节省大量的时间。当然，到底哪一个是你需要的内容，取决于你在寻找什

么，评估网络内容的质量和权威性是搜索的重要步骤。 
一次成功的搜索也经常是由好几次搜索组成的，如果对自己搜索的内容不熟，即使是搜

索专家，也不能保证第一次搜索就能找到想要的内容。搜索专家会先用简单的关键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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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会忙着仔细查看各条搜索结果，而是先从搜索结果页面里寻找更多的信息，再设计一

个更好的关键词重新搜索，这样重复多次以后，就能设计出很棒的搜索关键词，也就能搜索

到满意的搜索结果了。 

第二章 搜索关键词的选择及组合技巧 

搜索引擎返回结果的理想程度取决于输入的关键词。很多同学抱怨通过搜索引擎搜不到

想要的信息，而这部分同学往往是没有掌握输入关键词的技巧。通过关键词调整和多个关键

词组合，我们能够让搜索引擎精确地返回我们想要的结果。 
关键词的选择很有讲究，英文的大小写、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英文缩写等都

能对应搜索到相关的内容。 
例如，我们要搜索宝洁公司的资料，那么我们可以输入的关键词有：宝洁、PG、P&G、

pg、p&g、Procter&Gamble 等，如果是要搜索 KPMG 的资料，那么可以输入的关键词：

KPMG、kpmg、毕马威、kp 等。 
如果是搜索适合应届生或者大学生能应聘的校园招聘信息，那么可供选择的关键词有： 
应届生、校园招聘、2009 校园招聘、应届毕业生、campus recruiting、campus recruitment

等。 
如果是搜索实习招聘信息，那么可以输入的关键词：实习、实习招聘、实习、intern、

Intern、internship、Internship 等。 
如果是搜索笔经、面经，那么可以输入的关键词：笔试、面试、笔经、面经、笔试经

验、面试经验、笔试技巧、面试技巧、笔试 经验谈、面试 经验谈、笔试题目、面试题目、

笔试流程、面试流程、笔试过程、面试过程、笔试经过、面试经过、笔试题型、面试题型……

等。 
通过挖掘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进行巧妙组合，就能搜索到我们想要的求职资料。例

如：我们想要搜索宝洁公司的笔试资料，我们可以组合的关键词就有很多，如“宝洁 笔经”、

“PG 笔试”、“P&G 笔试题型”等。 
以上是关于关键词的选择和组合的思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可以结合自

己的需求，选用更多、更准确的关键词及组合来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第三章 使用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搜索招聘信息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地址：http://s.yingjiesheng.com 。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是针对应届生、在校生开发的职位搜索引擎。与 Google、Baidu

等通用类搜索引擎相比，更加适合于有找工作需求的大学生们。 

3.1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特点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http://s.yingjiesheng.com）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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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针对性强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所搜录的职位信息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

的，不要求应聘者一定需要有工作经验。 

（2）信息覆盖范围广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引擎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合作企

业、全国各大高校就业网及 BBS、各大主流招聘网站、全国各地区人事局专业网站等相关

信息渠道。目前信息来源已经超过 20,000 个，并且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中。 

3.2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特色功能简介 

（1）搜索结果多种排序选择 

Google、Baidu 等搜索引擎一般对于搜索结果的排序只有一种，即按照搜索结果的相关

度来返回搜索结果。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排序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搜索结果。 
但是一般而言，每一条招聘信息都有一定的时效性，特别是兼职实习信息，时效性更加

强烈。对于这种情况，Google、Baidu 等搜索引擎就不能很好地满足招聘信息时效性的要求，

往往搜索出来的一个招聘信息是过期的。 
针对招聘信息的时效性，应届生职位搜索引擎推出了搜索结果排序、搜索时间选择的功

能。 
结果排序分为按时间排序和按相关度排序，分别为： 
按时间排序：在所有与搜索关键词匹配的搜索结果中，将职位的发布时间作为排序的第

一因素，将最新发布的职位排列在最前面。 
按相关度排序：在所有与搜索关键词匹配的搜索结果中，关键词匹配最好的职位排列在

最前。这个结果类似 Google 和 Baidu。 
搜索时间选择： 
搜索时间分为：最近一天、最近三天、最近一周、最近一月、全部时间。 
搜索时间配合相关度排序结的使用，可以找出某一特定时间按内，最相关的职位信息。 
通过排序的选择可以有效解决招聘信息时效性的问题。 

（2）按专业进行分类搜索 

一般企业招聘往往将工作经验作为一个职位是否适合的重要考察指标。而广大应届生、

在校生往往是工作经验最为缺乏的。通常在这个时候，企业会将应届生的专业作为一个比较

重要的考察指标来筛选人才。应届生求职网(http://www.yingjiesheng.com )通过多年来对于大

量企业招聘需求的分析、调研，总结出应届生求职最受关注的 34 个专业的分类。 
在此基础上，应届生职位搜索引擎（http://s.yingjiesheng.com ）推出了按专业进行分类

搜索的功能。应届生职位搜索引擎将每一条搜录的招聘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加以专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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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方便应届生朋友从海量招聘信息中到找有相关专业需求的招聘信息。 
应届生职位搜索引擎（http://s.yingjiesheng.com ）是国内第一个推出此项功能的搜索引

擎。 

3.3 界面说明 

（1）主界面 

打开应届生职位搜索引擎地址（http://s.yingjiesheng.com），则进入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2）搜索返回结果界面 

在输入框中输入关键词，则会进入搜索结果页面。例如：输入“实习”，则得到的返回

结果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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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搜索入门 

（1）搜索结果排序、搜索有效时间选择 

输入关键词后默认的搜索结果为按时间排序，全部有效时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结果，

建议更改搜索结果按相关度排序，然后选择相关的有效时间。 

（2）使用多个关键词 

 多个关键词同时出现 
可以输入多个关键词，不同字词之间用一个空格隔开，可以获得更精确的搜索结果。  
例如：想了解 Ge 公司的最新 Intern 职位信息，可以输入“ge intern”。 

 希望多个关键词中至少出现一个 
可以输入多个关键词，不同字词之间用 OR（注意是大写的）隔开，可以获得更多的搜

索结果。 
例如：想了解最近关于财务类和出纳类的招聘信息，可以输入“财务 OR 出纳”，注意

中间有空格。 
 不希望搜索结果中某个关键词出现 

输入不想出现的关键词，并在这个词前面加上一个减号（“-”， 英文字符），减号之前

与前一个关键词之间必须留一个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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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想了解近期除家教类以外的兼职信息，可以输入“兼职 -家教”。 
 精确匹配关键词 

如果输入的查询词很长，在经过分析后，给出的搜索结果中的查询词，可能是拆分的。

如果您对这种情况不满意，可以尝试让应届生搜索引擎不拆分查询词。给查询词加上英文字

符的双引号，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例如：想查询管理培训生的职位信息，可以输入【"管理培训生"】（不加【、】），如下图

所示： 

3.5 搜索实例分析 

实例一：搜索银行招聘信息 

有些同学希望找到最近一周内有关于银行类的招聘信息，于是输入“银行 最近一周”，

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原因在于没有招聘信息中出现这样的关键词，应届生搜索引擎会严格

按照您提供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因此，关键词表述准确是过得良好搜索结果的前提。在此基

础上，关键词必须简练。目前的搜索引擎并不能很好的处理自然语言。因此，在提交搜索请

求时，您最好把自己的想法，提炼成简单的，而且与希望找到的信息内容主题关联的查询词。

建议输入“银行”，然后选择“最近一周”，可以找到相关招聘信息。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建议：关键词中不要出现时间概念词汇，可以通过选择有效时间按

钮来找到相关职位信息。 

实例二：搜索行政或人力资源类职位 

有的同学输入“行政 人力资源”，系统返回 4 千多条记录，如果输入“行政 OR 人力

资源”，系统可以返回 4 万多条记录，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建议：搜索多个同时关注职位时可以适当使用“OR”（大写），扩

大搜索范围，找到更多工作机会。 

3.6 成为应届生职位全文搜索高手 

（1）找到某一地区的招聘信息 

需要查找某一地区招聘信息时，可以将地区名称用“OR”分隔符连接起来搜索。 
例如：如果您是来自于浙江地区，希望找到浙江地区的招聘信息，可以输入“浙江 OR 

杭州 OR 温州 OR 宁波 OR 台州 OR 绍兴 OR 丽水 OR 义乌”找到浙江地区的招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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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找到某一专业的招聘信息 

需要查找某一专业的招聘信息时，可以输入专业名称，也可以使用应届生专业分类搜索

进行搜索。 
如果您是学习法律专业的，希望找到专业相关的招聘信息，可以输入“法律专业”，找

到需求法律专业人才的招聘信息，或者输入“法学”进行搜索。或者选择专业分类搜索“法

律”。 

（3）找到需要某种技能的招聘信息 

如果您有某一种特长，可以输入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如果你 Autocad 使用得比较好，希望找到 Autocad 相关的招聘信息，可以输入“Autocad”

进行搜索，找到所需的招聘信息。 

第四章 使用应届生笔经、面经搜索引擎搜索笔经、面经 

应届生论坛（http://bbs.yingjiesheng.com ）中有大量、丰富的求职资料，内容包含了从

职业规划、写简历、各大名企历年笔试题、面试题及面试经验，大家可以通过应届生的笔经、

面经搜索引擎来轻松查找相关的求职资料。 
打开应届生搜索引擎首页（网址：http://s.yingjiesheng.com ），在右侧的搜笔经面经输

入框中输入要查找的笔经、面经资料，例如输入“kpmg 笔试”，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搜索”按钮，搜索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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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搜索引擎(Google、百度)搜索目标网站结果 

很多情况下我们在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会根据输入的关键词返回 N
个网站上与之相关的结果，而这些 N 个网站的内容和主题不尽相同，通过搜索引擎返回的

结果也很难保证是你所需要的。一般情况下，大学生获取招聘信息及求职经验文章的网站为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前程无忧(51job.com)、中华英才网(Chinahr.com)、智联

招聘（Zhaopin.com）、高校就业网及高校 BBS 论坛，不需要搜索引擎返回其他不相关网站

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搜索引擎返回指定的目标网站的搜索结果

呢？以下介绍的让搜索引擎根据输入的关键词返回指定目标网站的搜索结果的方法对于

Google、百度都适用。 
在搜索引擎输入框中输入“site:网址域名 关键词 1  关键词 2 ……”(没有双引号和省

略号)，其中“site:网址域名”是告诉搜索引擎你只想看到这个网址域名下的搜索结果，关键

词 1、关键词 2……是你想搜索的内容，通过这种组合方式，就可以让搜索引擎返回指定网

站的搜索内容。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招聘求职网站中的不同频道和内容对应不同的域名。以应届生求职

网YingJieSheng.COM为例，yingjiesheng.com 和www.yingjiesheng.com这两个域名都是对应

到应届生求职网的首页，招聘信息的网页地址也通常是在此总域名下。而应届生求职网论坛

有大量的关于笔试、面试、行业介绍及公司介绍等资料，而应届生求职网论坛的域名为

bbs.yingjiesheng.com，而应届生求职网推出的职位全文搜索引擎的域名为s.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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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域名下可能对应不同的网站内容和功能，记住这一点，可以输入对应的域名告诉搜索引

擎搜索目标网站域名下的指定内容。 

实例一：用 Google 搜索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上关于

银行的相关信息 

在 Google 输入框中输入：“site:yingjiesheng.com 银行”，如下图所示： 

 
通过这种输入组合就可以实现让Google返回应届生求职网yingjiesheng.com网址域名下

所有“银行”的资讯，这其中可能包含应届生求职网上银行的招聘信息，也可能包含应届生

求职网上关于银行的“笔经”、“面经”或者应聘银行的一些资料。如下图所示【以下为 2008
年 7 月 20 日搜索应届生求职网上关于银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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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是想要搜索应届生求职网论坛(http://bbs.yingjiesheng.com )上关于应聘银行的

笔试、面试资料，那么我们在输入框中输入：“site:bbs.yingjiesheng.com 银行 笔试”或者

“ site:bbs.yingjiesheng.com 银行  笔经”、“ site:bbs.yingjiesheng.com 银行  面试”或者

“site:bbs.yingjiesheng.com 银行 面经”，如下图所示： 

 
这样就能搜索到应届生求职网论坛(http://bbs.yingjiesheng.com )上关于银行笔试的内容。

当然，关键词可以调整，可以增多减少，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实际需求【以下为 2008 年 7
月 20 日搜索应届生求职网论坛上关于银行笔试资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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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二：用百度搜索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上关于

KPMG（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 

在百度输入框中输入：“site:yingjiesheng.com KPMG”或者输入“site:yingjiesheng.com 毕
马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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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以下为 2008 年 7 月 20 日搜索应届生求职网上关于“KPMG”的结果】： 

 

第六章 使用搜索引擎的博客搜索来搜索笔经及面经 

在求职过程中，参考别人写的笔经、面经将有助于我们应聘。那么如何通过搜索引擎准

确、高效地搜索到我们想要的笔经、面经呢？ 
首先，在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之前，我们先想一想：在什么样的网站上会有别人写的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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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经？除了类似于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的求职网站以外，各大高校 BBS 的 job
版或者 parttime job 版、各种博客（新浪博客、搜狐博客、网易博客等）及个人空间（例如

百度空间、MSN 的 Space、QQ 空间等）都有许多网友写的笔经、面经。 
对于求职网站和各大高校 BBS 版块上的笔经、面经，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使用搜索引

擎“搜素目标网站”的方法来精确获得。以下我们重点介绍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各大博客空间

上的笔经、面经。 
实际上，无论是 Google 还是百度都有“博客搜索”的功能。使用这项功能，搜索引擎

返回的结果都是各大博客网站空间上的内容。 
Google的博客搜索地址：http://blogsearch.google.com.hk/  
百度的博客搜索地址：http://blogsearch.baidu.com/  
例如，我们要搜索关于银行面试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在搜索引擎的博客搜索输入框中输

入“银行 面试”，如下图所示（分别以 Google 和百度的博客搜索为例）： 

 
Google的博客搜索地址：http://blogsearch.google.com.hk/  
下图为 2008 年 7 月 20 日使用 Google 博客搜索来搜索“银行 面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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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的博客搜索地址：http://blogsearch.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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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 2008 年 7 月 20 日使用百度博客搜索来搜索“银行 面试”的结果： 

 
 

第七章 使用搜索引擎的视频搜索来搜索笔经及面经视频 

现在的视频网站有很多，国内的有优酷网、土豆网、我乐网、酷六网、六间房等，国外

的有鼎鼎大名的 YouTube（Google 旗下视频网站）。这些网站上都有大量关于求职经验及技

巧的视频，如果你的电脑所在的网络速度比较快的话，可以在线浏览一些这样的求职经验视

频，对于求职找工作也是有相当帮助的。 
通过搜索引擎（Google、百度）的视频搜索功能来查找相关视频，而不用去一个一个去

登录视频网站去搜索。 
Google视频搜索地址：http://www.google.com.hk/videohp   
百度视频搜索地址：http://video.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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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使用搜索引擎的地图搜索来搜索公司地址及公交线

路 

当我们收到公司笔试、面试通知以后，我们可能就需要搜索公司地址或者搜索最节省时

间和成本的到达公司的交通方式。那么通过搜索引擎的地图搜索功能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Google的地图搜索地址：http://ditu.google.cn/  
百度的地图搜索地址：http://ditu.baidu.com/  
【备注：】Google 的地图搜索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可以将搜索出来的公司地址发送到手

机或者电子邮件中，其中发送到手机的服务是免费的，不扣手机话费，推荐使用。 
以下以 Google 地图搜索为例，百度地图的使用过程与此类似。 
例如，我们要搜索KPMG（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地址以及公交路线，我

们的出发地址为上海“港汇广场”，则打开Google地图搜索http://ditu.google.cn/，输入“KPMG 
上海”： 

 
则搜索出来的结果为“在 上海 周边找不到匹配 KPMG 的任何地点。”，如下图所示： 

 
出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急于放弃，应该通过变化搜索关键词来进行新一轮地图搜索尝

试。这一次我们将搜索关键词更换为“毕马威 上海”，则搜索出来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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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 3 个结果中，如果我们点击每一个结果后面的“免费发到手机”，则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免费将查询的 KPMG 上海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中。 
接下来，我们要查询怎么从上海的“港汇广场”到 KPMG 的办公地址。 
鼠标单击“B”的结果，在右侧的地图页中弹出的对话框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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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公交/驾车”链接，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输入我们的出发地址“港汇”，如下图所示： 

 

点击“开始”按钮进行查询，则返回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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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是否是我们输入的出

发地址有问题，或许我们需要更换出发地址关键词。由于港汇广场所属的区为上海徐家汇，

我们更换出发地址为“徐家汇”，如下图所示： 

 

点击“公交/驾车”按钮再进行搜索，则返回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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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Google 地图返回的是驾车路线，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不要着急，我们

可以通过点击“公共交通路线”链接得到包括公交、地铁等交通路线图。例如，我们在上图

的结果中点击“公共交通路线”，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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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若干种到达 KPMG 上海办公室的若干种交通路线方式。通过百

度地图搜索公司地址及交通路线的过程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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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SHL笔试？SHL笔试过来人为你分享笔经（SHL分为Numerical和Verbal两大类）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477-1-1.html 
Numerical Test类型题目精华资料（SHL的一种题型）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02-1.html  
Verbal Test笔试精华资料（SHL的一种题型）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04-1.html  
KPMG经Verbal36 题/Numerical24 题原题及答案(附SHL全套)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38432-1-1.html  
图形推理笔试精华资料（宝洁等多家外企、公务员等考试常用题型）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05-1.html  
数字推理题精华资料（宝洁等多家外企、公务员等考试常用题型）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09-1.html  

笔试、笔经 
逻辑推理及智力题精华资料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08-1.html  
IT类(软硬件)笔试题目及笔经精华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10-1.html  
TOEIC(托业)试题精华资料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422-1.html
名企在线笔试模拟题，自动评分并给出标准答案（强烈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807-1.html
挑战麦肯锡：团队领导人在线测试-测试您解决问题的能力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5509-1-1.html
招商银行 2008 校园招聘笔试试题（A卷）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02-1-1.html  
IBM校园招聘最全笔试试题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3163-1-1.html     

更多知名企业、行业笔试试题及笔经，请访问：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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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前的准备工作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display.php?fid=1352&filter=type&typeid=277  
面试前必做的准备工作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27-1-1.html   
根据简历预测面试问题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69-1-1.html  
面试全程准备（面试前、进行时、面试后）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026-1-1.html  
面试着装及礼仪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89-1.html  

面试问答应对技巧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display.php?fid=1352&filter=type&typeid=85  
面试问答大全(中英文)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9977-1-1.html                
四大面试问答经验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100-1-1.html  
40 个中文问题(有答案)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33623-1-1.html  
36 个英文问题(有答案)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62-1-1.html  
视频:KPMG英文面试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696-1-1.html  
面试英语大全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59-1-1.html
HR细说英语面试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1361-1-1.html  
回答缺点 8 个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83-1-1.html  
谈谈你的优点(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906-1-1.html  
行为面试STAR法则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090-1-1.html

面试、面经 
情景模拟问题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635-1.html  
向面试官提问技巧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385-1-1.html  

面试中的自我介绍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318-1.html
中文自我介绍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40-1-1.html  
英文自我介绍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41-1-1.html  
思路新颖的自我介绍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751-1-1.html  
视频:面试自我介绍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0162-1-1.html  
应聘者互相介绍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847-1-1.html  

小组面试-群面技巧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288-1.html  
无领导小组面试攻略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07002-1-1.html
无领导小组讨论案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056-1-1.html  

案例面试（Case Interview）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287-1.html  
案例面详解及应对策略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676-1-1.html  
八类案例面及分析工具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4350-1-1.html  
咨询公司案例面试分析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43993-1-1.html                             

压力面试应对策略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013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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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电话面试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06-1-1.html  
外企AC面经(即Assessment Centers)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display.php?fid=1288&filter=type&typeid=278  

AC面的含义及简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232-1-1.html  
AC面案例讨论型简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7627-1-1.html  
联合利华AC面经汇总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1271-1-1.html  
德勤AC面题目汇总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66819-1-1.html  

面试经验技巧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352-1.html  
HR给的面试建议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753-1-1.html  
外企面试技巧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7653-1-1.html  
一对一面试的经验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4288-1-1.html  
外企十年招聘面试实录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299-1-1.html  
HR五年招聘面试体会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090-1-1.html  

面试结束之后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display.php?fid=1352&filter=type&typeid=279  
面试后必做五件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411-1-1.html  
面试后写感谢信技巧及范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7415-1-1.html  

更多面试经验及面试技巧精华文章，请访问：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1-1.html  
每个人都有个传奇(08 届学姐的传奇求学求职路)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4781-1-1.html  
一个同济的女孩的就业之路,人生感想(推荐，很感动)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471-1-1.html  
要你心够决，梦想终会靠岸——我的求职路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9663-1-1.html  

前辈求职经验及求职经历分享 
详细分享我的KPMG全过程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67106-1-1.html  
写给冷门专业本科找工作的战友们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7401-1-1.html  

更多前辈求职经验及求职经历分享精华文章，请访问：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57-1.html  

应届生 BBS 论坛 
其他热门版块导航 

网申技巧(含Open Question)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2-1.html
签约违约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3-1.html  
户口/居住证、档案、报到证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4-1.html  
公务员、选调生、村官、三支一扶、招警考试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152-1.html  
海归求职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83-1.html  
各大银行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index.php?gid=841  
薪资待遇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27-1.html  
各大城市求职生活讨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112-1.html  
各类职业讨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1667-1.html  
大学专业就业指导及学习规划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5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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