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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简历与求职信 

应届生求职网(www.yingjiesheng.com)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发行应届生

求职全攻略丛书，这套针对应届生的求职丛书包括： 
（1）《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 
（2）《应届生求职笔试全攻略》 
（3）《应届生求职面试全攻略》 
（4）《应届生求职银行全攻略》 
这四本书在各大新华书店均有售，建议您通过网上购买，购买地址： 

http://vip.yingjiesheng.com/newbook/   
（相关书目及部分内容参看本文） 

书名 网上购买地址 

 

《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7.html   

 

《应届生求职笔试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5.html  

 

《应届生求职面试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6.html  

 

《应届生银行求职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380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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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 

 
 
购买地址：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7.html   
 

《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全书目录 

 

第一章 写简历前的思考及准备工作 

• 1.1 与简历相关的三个重要求职环节  
• 1.2 写简历前先做到知己知彼  
• 1.3 自我评估  

o 1.3.1 所获成就  
o 1.3.2 性格  
o 1.3.3 知识领域  
o 1.3.4 技能  
o 1.3.5 职业价值观  
o 1.3.6 缺点及压力  

• 1.4 了解企业及招聘需求  
• 1.5 职位要求与自身条件映射  
• 1.6 HR 如何看简历  

第二章 简历要素及类型 

• 2.1 简历要素  
• 2.2 简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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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中英文简历的异同  
• 2.4 国企简历和外企简历的遴选标准  

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 3.1 中文简历规格、版式及范例  
o 3.1.1 中文简历规格和版式  
o 3.1.2 中文简历范例  

• 3.2 中文简历各要素详解  
o 3.2.1 个人信息  
o 3.2.2 求职意向  
o 3.2.3 教育背景  
o 3.2.4 工作实习经历  
o 3.2.5 项目经历  
o 3.2.6 社会实践  
o 3.2.7 奖励情况  
o 3.2.8 英语、计算机及专业技能  
o 3.2.9 其他个人信息  

• 3.3 简历写作原则  
o 3.3.1 关键词说话（Key Words）  
o 3.3.2 行为词说话（Action Verbs）  
o 3.3.3 数字说话（Numbers）  
o 3.3.4 结果说话（Results）  
o 3.3.5 真实性原则  
o 3.3.6 独特性原则  
o 3.3.7 相关性原则  
o 3.3.8 简洁性原则  

• 3.4 如何在简历中弥补劣势  
o 3.4.1 学习成绩不好  
o 3.4.2 缺少公司实习经历  
o 3.4.3 应聘的职位与专业不相关  
o 3.4.4 英语缺少证书  
o 3.4.5 学校没有名气  

• 3.5 中文简历范例及修改点评  
o 3.5.1 典型失败中文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o 3.5.2 市场营销类职位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o 3.5.3 财务类职位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o 3.5.4 更多简历修改及点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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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文简历的制作 

• 4.1 英文简历规格、版式及范例  
o 4.1.1 英文简历规格和版式  
o 4.1.2 英文简历范例  

• 4.2 英文简历各要素详解  

o 4.2.1 Personal Information  
o 4.2.2 Job objective  
o 4.2.3 Education  
o 4.2.4 Work/Intern Experience  
o 4.2.5 Honors  
o 4.2.6 Skills  

• 4.3 英文简历范例及点评  
o 4.3.1 营销类职位英文简历  
o 4.3.2 会计类职位英文简历  
o 4.3.3 银行金融类职位英文简历  
o 4.3.4 技术类职位英文简历  

第五章 简历的检查及评估 

第六章 中英文求职信 

• 6.1 求职信概述及要点  
o 6.1.1 什么是求职信？  
o 6.1.2 求职信的功能  
o 6.1.3 求职信≠重复简历  
o 6.1.4 有效的求职信  
o 6.1.5 外企 HR 这样看待求职信  

• 6.2 求职信的制作要点  
• 6.3 中文求职信的制作及范例  

o 6.3.1 书面纸质求职信  
o 6.3.2 电子版求职信（Email 中的正文求职信）  

• 6.4 英文求职信的制作及范例  

第七章 简历的投递 

• 7.1 简历投递渠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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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mail 投递简历  
o 7.2.1 Email 邮箱的选择  
o 7.2.2 邮件客户端软件 Foxmail 的使用  
o 7.2.3 Email 投递简历的语言选择  
o 7.2.4 邮件标题的设置  
o 7.2.5 邮件正文内容——求职信  
o 7.2.6 正文发送简历或附件发送简历的选择  
o 7.2.7 正文发送简历时的注意事项  
o 7.2.8 附件发送简历时的注意事项  

• 7.3 网申(Online Application)  
o 7.3.1 网申系统分类  
o 7.3.2 网申填写明细及应对策略  
o 7.3.3 开放性问题（Open Question）应答策略  
o 7.3.4 在线测试（性格测试及能力测试）  
o 7.3.5 网申简历筛选规则  
o 7.3.6 网申心态及网申之后  

• 7.4 邮寄简历  
• 7.5 招聘会、宣讲会现场递交简历  
• 7.6 简历投递记录  

试读部分章节（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3.1 中文简历规格、版式及范例 

3.1.1 中文简历规格和版式 

无论多么丰富的简历内容，如果没有使用好的规格和版式，也会造成简历的 大效用没

有发挥出来，因为 HR 更希望看到的是疏密有致、主次分明的简历，所以在制作简历时，除

了要思考简历的内容如何写外，我们还要特别留意简历的规格和版式。 
（1）简历的篇幅 
对于应届生的简历来说，简历的 佳篇幅应控制在一页纸。如果你的简历内容实在无法

精简压缩至一页，那么务必保证将第二页充满 2/3 以上，同时，要注意将 相关、 能体现

你优势的信息在第一页内能看到。 
（2）字体和字号 
在中文简历中，小标题和题头部分的姓名可以用黑体，而正文部分一般采用宋体。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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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一份简历中使用多种字体，少用斜体、下划线等字体。但是可以适当用粗体来进行突

出强调，也不宜使用过多粗体。 
中文简历上的姓名一般用大号字，通常为二号字。教育背景、工作或实习经历等每项要

素的标题可以用五号黑体字来强调。正文通常用五号字。简历写完后注意检查所有简历要素

的字体是否一致协调。 
（3）留白 
虽然说简历以一页为 佳，但切记不要将简历内容安排得太满太密，让简历看上去都是

密密麻麻的文字，适当设置页边距留白，这样能让 HR 在浏览简历时眼睛舒服一些，看你的

简历不至于太吃力。 
（4）整齐 
在描述工作实习经历、社会实践经历等具体内容时，对齐 好使用项目符号，注意使用

统一的项目符号。 
（5）用纸及打印 
如果是打印出来的简历，那么建议使用 80 克以上的纸张，尺寸为 A4。打印的时候要注

意尽量少用复印的简历，不要选择彩色打印，不要选择喷墨打印，要用激光打印。 

3.1.2 中文简历范例 

以下是一份中文简历范例，属于典型的时序型简历，其教育背景、实习经历及社会实践

经历都采用时间倒序： 
支持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请购买完整版，购买地址见： 

http://vip.yingjiesheng.com/book/  

3.2 中文简历各要素详解 

3.2.1 个人信息 

这部分信息主要包含应聘者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其主要作用是方便 HR 清楚、简单地知

道简历是属于谁的；如果对这位应聘者感兴趣而且想联系他（她）的话，能够容易地拨通他

（她）的电话。这就是简历中的“个人信息”的作用。个人信息的内容应该简单、直观、清

晰，没有多余信息。 
根据不同情况，个人信息由必要和可选之分： 
1．必有信息：姓名、联系方式（手机、固定电话、Email、邮寄地址）。 
2．可选信息：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籍贯、民族、照片等。 
必有信息是在简历中必须出现的信息，无论是应聘外企、国企，还是其他性质的公司。

对于应聘大多数企业（如外企）的简历，个人信息部分只需要填写必有信息，即姓名及联系

方式即可。 
可选信息的取舍决定于应聘单位的具体性质和职位要求，如前所述，一般国企、事业单

位倾向于要求个人信息全面，尤其是大多数国企认为应聘者的性别、年龄、籍贯、政治面貌

民族等是重要信息，因此应聘这类单位建议将这些相应信息体现在简历中。 
而如果是应聘外企的话，可选信息中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籍贯、民族等信息不必

写，因为外企招聘中很忌讳被冠以“性别歧视”、“民族歧视”、“地域歧视”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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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问题：简历中到底要不要贴照片？这个恐怕是很多同学在制作简历的时候遇到的疑

惑。通常情况下，如果公司在发布职位说明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求贴照片，或者你对自己的外

貌有相当的自信，那么可以贴照片。如果贴照片的话，建议采用标准的简历照，而不要随意

用大头照或者生活照。这样相对保险一些。照片贴放的位置一般置于简历右上角、个人信息

的右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标准中文简历个人信息中的必有信息部分的写法： 
 

张  军 
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南 5 号楼 124 室，200030 

(86) 135-6450-****    （86-21）6293-4873   
info@yingjiesheng.com   

 
（1）姓名：中文简历一般直接写出名字，以二号黑体加粗字体来突出表示，但如

果姓氏或名字比较生僻， 好在旁边标注上汉语拼音。 
（2）地址：中文地址的表示由大到小。一般应以当前能联系到应聘人的邮寄地址

为准，然后注明邮编。 
在有些公司的简历筛选标准中，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应聘人的居住地址也是考核

标准之一。如果居住地离公司近，那么 HR 会优先考虑。对于到异地求职的同学来说，

在简历中注明自己身处招聘公司所在的城市，显得至关重要。 
例如：某同学就读的高校是在西安，投递简历所应聘的公司是在上海，而他本人也

已经身在上海，那么在简历的地址信息中，他就应该写明在上海居住的地址，而不是他

就读的西安高校的地址。这一点非常重要，利用地址信息，要让 HR 明显看到你是可以

非常方便参加面试的。要知道，HR 在安排应聘人面试的时候，也会非常担心应聘人能

否按时参加面试。 
如果你投递的是外地的公司，而你人却不在公司所在的城市的话，那么建议你在地

址信息中注明“如果安排面试，我会自费准时到贵公司参加面试”之类的话，虽然会增

加求职的成本，但是对于心仪的公司和职位，这样的成本换来的可能的回报还是值得的。

虽然对于一些大公司来说，安排外地的应聘人面试并不困难，并且报销来回路费，但是

在简历中同样注明这样类似的话，也可以让 HR 减少安排你面试的顾虑。 
一般来说，简历中的地址信息在公司寄送 Offer Letter 时也会用到。 
（3）电话：对于手机号码，建议采用“3-4-4 原则”（也有 4-3-4 或者 4-4-3 原则），

即 135-6450-**** （434 或 443 原则同理）。对于固定电话，一定要加地区区号。区号

后的括号和号码间加空格，如（86-21）6293-4873。注意，一定要有一部 24 小时开机、

随时带在身边的手机。时刻保持及时接听公司的来电，不仅是你本人工作效率高、办事

可靠的表现，同时也是不错过好的工作机会的必备条件。如果手机太老、容易出故障，

一定要更换，花这些钱是值得的。 
保持手机不停机，固定电话随时有人接听并能转告你本人。有些职业素质比较好的

HR 如果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或者固定电话无法联系到你，通常还会间隔一段再次与你

联系；而有些 HR 则可能将你从面试名单上划掉，所以保证手机不停机、信号畅通、

固定电话有人接听并能转告你本人就显得非常重要。 
（4）Email：要选择比较稳定的邮箱系统，选择稳定性、可靠性高的邮箱，尤其

是免费邮箱的选择更要注意，如果不稳定，发送的简历对方没有收到，或者对方回邮的

过程信件丢失，那太可惜了。建议使用移动 139 邮箱、Gmail 、Yahoo等公共邮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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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用学校教育网的Email邮箱，因为这类教育网邮箱不如公共邮箱稳定。这里特别推荐

使用移动 139 邮箱，这样可以设置邮箱新邮件的手机提醒。这样当你的邮箱收到公司的

邮件通知的时候，你的手机也会同时收到新邮件提醒。移动 139 邮箱注册地址：

http://mail.139.com/  
此外，Email 邮箱的用户名也需要特别注意，要显得专业，成熟并且职业化。在邮

箱用户名的设置上，建议优先采用中文名字拼音，如果被占用的话，还可以采用英文名

＋中文姓氏、中文拼音＋数字（注册日期、生日等数字）等各种形式，但总的原则是不

要看上去很傻，如 superman,、littlegirl 等极不专业的用户名， 好是让对方看到邮箱就

能马上知道是你是谁。 
如果是应聘国企或者事业单位，个人信息除了以上必有信息外，有可能还需要增加

其他可选的个人信息，以下是含可选信息的简历的个人信息部分： 
 

张  军 
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南 5 号楼 124 室，200030 

(86) 135-6450-****    （86-21）6293-4873   
zhangjun@yingjiesheng.com 

 

照 片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86 年 1 月 

 
政治面貌：党员 

 
民族：汉族 

 
籍贯：贵州省 

在个人信息部分，有一些同学经常犯的毛病就是，在简历页眉上加上“个人简历”、

“简历”、“我的简历”等字样，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你本身就是在写简历，这如同

在脑门上印刻“我是人”的字样来证明自己是人，有鄙视 HR 的嫌疑，不要因为细节问

题而贻笑大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同学都会在简历的页眉加上学校的 Logo，或者把学校的

校徽以水印的方式作为简历的背景，这样做可能主管上是想强调学校的背景，但这样做

通常会面临着风险，一是会在简历版式上显得过于花哨、华而不实，二是看到这份简历

的 HR 未必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但如果招聘职位的说明中有目标高校的要求，而你就读

的学校恰好属于这些目标高校的范围，那么在简历中放置学校 Logo 有可能会吸引 HR
的眼球。但是一般情况下，安全起见建议不使用学校 Logo。 

3.2.2 求职意向 

在确定求职目标之前，很多应届生都有一个困惑，求职意向要不要写？这一直是一

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人建议不写，认为有求职意向会限定自己的求职范围，而也有人

认为求职意向清楚明了，建议在简历上写明。那究竟是写好还是不写好呢？有调查显示，

约有 40％的雇主希望在简历上看到明确的求职意向。因此建议应届生 好在简历中写

明自己的求职意向，至少表明自己想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同时让

HR 一目了然。 
求职意向是应聘简历的核心内容，书写求职意向应当尽可能明确和集中，并与自己

的专长、兴趣等相一致。在阐述时力求简短、简洁，明确地告诉未来的雇主：我们在寻

找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包括职位类型，角色定位等。就算我们自己不是很明确，那也要

表现得很明确，让 HR 觉得我们的目标定位与所招聘的职位正好相吻合，我们正是该职

位的 佳人选。不要模棱两可，不要让 HR 也不肯定我们是否胜任该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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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求职意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展

示自己是 佳的候选人呢？” 回顾 初做的自我评估，想想自己有哪些能力和特长，

可以让我们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求职意向要切中要点，切忌空泛，不要说什么没

有实质性内容的“用我的经验和能力迎接新的挑战”、“本人希望从事富有挑战性并能够

发挥自己潜能和专长的工作，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等，当然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

范围广一点，如“谋求餐饮、娱乐行业的中层管理职位”。如：计算机软件开发工程师、

网络系统工程师；销售工程师或市场调研员；行政主管或办公室文员等等。或者拥有

AA 和 BB 技能，谋求公司的 CC 职位。（其中，CC 是所应聘的职位名称，AA 和 BB 则

是该职位所需的技能。） 
撰写求职意向注意事项： 
（1）求职意向应做到语言精炼、概括性强，要避免含糊笼统、毫无针对性。 
（2）简历中的求职意向是向 HR 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希望取得什

么样的成就，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职位。 
（3）我们的求职意向应该包含：我们的技能、成就、我们想要寻找什么样的职位、

我们想为什么样的公司工作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必须与职位说明相吻合。如果 HR 看

见我们的求职意向与招聘目标正好相吻合，那么我们就会非常幸运地成为一名候选人。

因此，撰写抢眼、到位的求职意向不失为迅速抓住 HR 注意力的一个不错的技巧。  
（4）在求职意向中，我们应该体现出能为雇主做些什么，而不是雇主能给我们什

么。  
（5）一份简历只能有一个求职意向，如果我们有多个职业目标， 好分别撰写不

同的简历。每一份简历都要针对招聘单位的特点和要求，突出相应的重点，表明我们对

用人单位的重视和热爱。可以说，求职意向就是整份简历的灵魂，简历的其他部分都

是为其服务的。  
（6）与求职意向无关的素材（知识技能、兴趣爱好、培训内容等）尽量省略。整

份简历的内容重点与经历素材的取舍，应以求职意向为中心展开书写。如果我们想应聘

好几个职位，那么需要根据不同的职位撰写不同的求职意向。然后整份简历就需要围绕

该求职意向展开。  
 以下是两则错误的求职意向描述实例及点评： 
空洞的求职意向描述，实例： 
求职意向：能吃苦耐劳，适应各个环境，要求能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签定正式合同

协议，有发展空间。 
点评：该求职意向其实什么也没写，看了让人不知所云，完全不知道求职者是在寻

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做些什么，都是一些空话。 
 
求职意向演变成自我评价，实例： 
求职意向：本人五官端正，性格开朗乐观，在校期间努力学习，与同学及老师的关

系很好，善于沟通交流，多次参加校内组织的志愿活动，富有爱心。为了不断完善自己，

也积极投身于校外的实践活动，掌握一定的经验和知识。诚实进取，负责好学，喜欢创

新，学习新的事物能力非常强，做事勤奋努力。不断完善自己，发挥自己特长的同时又

尊重团队精神。以专业知识和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发展自我为基础，寻求在各企事业单位

咨询、文秘、策划编辑、文书、广播传媒、公关等相关文职。 
点评：这是典型的学生简历中出现的问题，大段大段的关于自己的描述堆砌着一大

堆好话、套话、空话，HR 并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描述，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带有很

多的主观成分，求职意向直到 后才提到，很容易被忽略掉了，且 后的求职意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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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目标岗位太泛。 
 
优秀的求职意向撰写实例： 
求职意向：行政、助理类职位，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技巧，做事耐心细致。  
求职意向：计算机软件开发工程师，熟练掌握 asp、.Net 等语言。  
下表列出了求职意向部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给出相关解决办法和建议，我们可以

对照自己的简历，看看是否存在下述问题： 
 

问 题 建 议 

没有求职意向 

建议撰写求职意向，求职意向不仅可以成为我们整份简历的

灵魂，简历的其他内容都可以围绕求职意向展开，而且有明

确的求职意向可以让招聘人员感觉到我们求职的诚意，在同

等条件下，更能增加我们求职成功的几率。在撰写求职意向

时，建议围绕目标职位展开，尽量与目标职位相匹配。 

求职意向位于简历的中后部 
求职意向应置于简历上方比较显著的地方，让招聘人员迅速

判断我们的求职意向与所应聘职位是否吻合。因此，求职意

向应该紧随基本信息，而不应该置于简历的中后部。 

求职意向不明确 
撰写求职意向时，应尽量使用明确的语言，让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的求职意向，不明确的求职意向还不如不写。 

在同一份简历中写了多个求职

意向 

多个求职意向，请分成多个版本简历阐述，切勿在同一份简

历中填写多个求职意向，尤其是毫不相关的求职意向，会让

招聘人员怀疑我们求职的诚意。若我们确实有多个求职意向，

应根据不同的求职意向分别撰写简历。 
求职意向太长 求职意向应简洁、明确，不需要太长，一句话即可。 

没有根据所应聘职位定位我们

的求职意向 

我们的求职意向越靠近雇主的需求， 后的结果就越完美。

如果在招聘广告中发现一个职位，并且想申请它，那么可以

参考该目标职位来描述我们的求职意向，求职意向越具体、

针对性越强，获得面试机会的几率越大。 

求职意向与实际的工作经验不

相符 

求职意向与实际实习、工作经验不相符，得到面试机会的可

能性就很小。试想，如果我们正在应聘一个文秘的职位，而

简历通篇都介绍了我们过去的销售经历，会让招聘人员做何

感想呢？因此，为了提高求职成功的几率，简历应围绕求职

意向展开，使实际工作实习经历与求职意向尽量相匹配、相

吻合。 

写了明确的薪酬要求 
除非用人单位有明确的要求，一般不建议在简历中写上期望

薪水。 

3.2.3 教育背景 

对于应届生来说，教育背景是简历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般按照时间逆序的写法

来写，主要是个人从大学阶段到毕业前所获得的学历，时间上需要衔接。 近的学历放

在 前面，即如果你现在是即将硕士毕业，那么要先写硕士再写本科。大学以前高中阶

段、初中阶段经历一般不写，但如果有获得特别的奖励或者与众不同的经历的话，例如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3 页 共 51 页 



版权所有@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或者高考状元之类的，那么也可以写上。 
在应届生简历中，教育背景一般也包括必有信息和可选信息。 
1． 必有信息：时间段、学校、学院或专业、学历等。 
2． 可选信息：研究方向、主修课程、辅修课程、研究项目、成绩排名、活动等。 
首先来看几个简历的教育背景的写作实例： 

[实例 1] 
教育背景                                                                       

2006.09-2009.06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经济学专业   硕士 

GPA: 3.6/4.0，排名: 3/30 

2002.09-2006.07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实例 2] 
教育背景                                                                       

2005.09-2008.06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硕士    上海大学     

期间作为交换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中法 MBA 及中法 PHD 的英文课程 

2001.09-2005.07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燕山大学  

 

以下详细介绍教育背景中的每个明细该怎么写： 
（1）时间段：每段教育经历都应有起止日期的时间段，时间段有助于让 HR 了解

你的毕业日期或者看到你接受教育的成长轨迹。 
（2）学校：便于 HR 能迅速识别你的学历，如果就读的是名校，校名可能对你应

聘有所帮助，这种情况下，建议将学校校名加粗显示。如果你就读的是非名校，则可以

不用加粗显示，这个教育“硬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例如强调实习经历、社会

实践经历等。 
（3）专业：如果是应聘专业对口的职位，那么专业一定要加粗强调。若你是跨专

业求职，有双学位或者有相关的辅修经历，那么辅修的专业要加粗强调。例如：你本专

业学习的是生物，但你辅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如果你想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那么你应

当淡化生物学的背景，强调经济学的双学位。如果你的学校是非名校，主专业也与职位

要求不对口，且没有学习过相关的课程或者辅修经历，那么在这种严峻的教育硬伤下，

你可能需要在简历中将教育背景往下调，弱化教育背景，转而强调其他与职位相关的实

习经历或者社会实践经历。总而言之，应根据职位和自身情况做到突出优势，规避劣势。 
（4）相关课程：很多同学无论应聘什么职位都会将大学中学到的所有课程列一遍，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做法。一般来说，如果专业符合应聘职位要求，那么可以不列课程，

如果要列，那么只列 3、4 门与职位相关的主干课程。如果专业与应聘职位要求不符，

但是有该专业的双学位或者选修过相关的课程，那么可以将相关的三、四门课程列出来，

如果成绩还不错的话，还可以再标注上相应的成绩，课程不宜列多，选择相关的核心课

程即可。 
（5）GPA 与排名情况：GPA 英语全称是 Grade Point Average，意思是平均成绩点

数。如果你的 GPA 还算出色的话可以写出来，同时也可以附一些说明性的文字，例如

专业前 5%。如果你的所有课程的总 GPA 不是很高，而某些与应聘职位相关的学科类的

GPA 还不错的话，那么你可以只强调某一学科类的 GPA，例如：机械专业课 GPA 3.6/4，
Finance GPA 3.5/4。 

通过相对数字来表示学习成绩也比较有说服力。如果你的排名在班级或者院系的前

10%以内，一般可以直接写上，例如“排名：年级前 5%”。如果排名比较居中，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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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级或者年级人数比较多，那么可以这么写“排名：40/300”。如果你所在的班级或

者院系竞争很激烈，排名比较低，但 GPA 相对来说还算高，那么只写 GPA 的成绩；相

反，在人数较少的院系或者班级，你的排名可能非常高，但总体 GPA 比较低，那么只

写排名。 
（6）国外研究或者交换生学习经历：对于部分有在国外做交换生或者在国外做过

项目研究经历的同学来说，建议在教育背景中写出来。一则可以体现你的外语水平，二

则有些国外著名大学校名本身就是关键词（Key Words），可以吸引 HR 的眼球。 

3.2.4 工作实习经历 

工作实习经历一般来说是简历的重点内容，如果已有的工作实习经历与应聘的职位或者

公司业务需求相关的话，那通过简历筛选的几率很大。因为相关的工作实习经历 能够体现

与职位要求的技能。虽然对于应届生来说，通常没有正式的全职工作经历，但是实习经历、

兼职经历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一软肋，所以 HR 在看应届生简历的时候，往往首先看的是是否

有相关的实习经历描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同学的工作实习经历描述，他应聘的职位是市场专员： 

工作实习经历                                                                       

2007 年暑假，在××外语学校担任英语教师； 
2007 年 11 月-12 月，为××公司做兼职手机促销员； 
2008 年暑期，在××电视台新闻频道实习； 
2008 年 10 月-11 月，参与××英语培训公司英语培训产品的市场推广策划； 
2008 年 3 月-12 月，辅导 3 名高中学生数学课程。 

 
点评：这是一份很糟糕的实习经历描述。从这样的经历描述中，HR 看不到该同学过去

经历中具体的工作内容、扮演的角色及工作业绩，也就很难确认该同学是否具备职位要求的

能力和素质。 
接下来再看 2 则正确的工作实习经历描述的实例： 

[实例 1] 
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上海亿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        
 公司经营的网站应届生求职网(http://www.yingjiesheng.com)是中国第一的专门面

向大学生及在校生的求职招聘网站。 
 独立负责网站与目标高校、企业的合作推广计划的实施。 
 对全国约 400 家重点高校就业网进行调研，确定 200 多所目标院校就业办老师名

单，并负责后续与这 200 多所目标院校就业处老师联系沟通及访谈，保证 2-3 次后

续跟踪，完善网站制定的高校合作计划文案。 
 通过电话方式对 700 多家企业进行招聘规模、渠道及目标生源等校园招聘需求调

研，撰写长达 5000 字的调研报告，并根据调查结果对企业有针对性地推介网站服

务项目， 终与近 625 家目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实例 2] 
实习经历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咨询部  咨询服务助理  上海 2008.7 – 2008.8          
 制定分析模板，分析了 53 个企业的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

并分析了 32 个被评企业的经营状况、行业发展前景、信用状况、供应商和客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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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关风险。 
 独立分析 15 份财务报告，协助编制 2 份合并财务报表，并翻译审计报告。 

 
点评：企业 HR 在看到上述 2 则实习经历描述时，很容易就能看出应聘人过去的实习经

历从事的具体工作、扮演的角色和工作业绩。这样的描述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下面分别来详细说明工作实习经历中的每一项应该如何写。 
（1）工作时间：用以描述工作的时间段。工作实习经历中的时间可以作为 HR 判断应

聘者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与否的一个标准。在工作实习经历的描述中，工作时间段一般置于行

首或者行尾，其具体显示位置应该根据个人经历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如在上述两个实例中，

工作时间段分别位于行首和行尾显示。一般来说，置于行首或者行尾的情况分别为： 
 置于行首：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对于学生来说，通常的实习兼职经历一般在 1、2

个月，稍长一点的可能在 3、4 个月，更长的可能是在半年以上。如果你的实习经

历时间比较长，例如在 3、4 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话，建议将时间段置于行首。  
 置于行尾：如果实习时间不是很长，例如在 1、2 个月以内，或者公司知名度或者

相关度比较高，要将行首位置用来强调公司，这种情况下建议将时间段置于行尾。 
 
（2）公司/组织名称：公司名称应加粗。如果公司全称比较复杂，可以写得稍微简单一

些。公司名称的书写原则，以 为人熟知的名称来写，当然，这个名称可以是公司工商营业

执照上的公司全称，也可以是公司的简称。 
有些公司的全称往往不为人知，但缩写名却尽人皆知。例如：在中国就不是每个人都知

道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 是什么公司，但 IBM 的大名却是家喻户晓的。 
公司/组织名称的写法在应聘不同的行业或者公司的时候，也应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

例如前面的实例 1： 
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上海亿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        
 公司经营的应届生求职网(http://www.yingjiesheng.com)是中国第一的专门面向大

学生及在校生的求职招聘网站。 
 
在 2007 年 3 月 至 2007 年 9 月 期 间 ， 这 个 同 学 在 应 届 生 求 职 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实习，但是由于他投递的这份简历应聘的是实业类公司的

职位，而非互联网行业的公司，所以在简历中，他将这段实习经历的公司名称写的是应届生

求职网的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公司名称，即上海亿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但 是 在 他 的 另 一 份 应 聘 互 联 网 行 业 的 简 历 中 ， 他 还 是 以 应 届 生 求 职 网

YingJieSheng.COM 作为这段实习经历的公司名称，这样做的好处是，同为互联网行业的 HR
对网站、对域名的敏感度会比较高，很容易关注到相关的实习经历描述，例如： 

 
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应届生求职网(www.yingjiesheng.com)  市场部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    
 应届生求职网(http://www.yingjiesheng.com)是中国第一的专门面向大学生及在校

生的求职招聘网站。 
 
（3）公司简介：对于招聘公司 HR 不太熟悉的某些行业的公司、新公司或者小公司，

可以适当地用一句话简要介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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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江苏×××国际集团    销售部      销售助理      南京    
 江苏×××国际集团是中国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服装公司。 

 
（４）部门名称：在公司名称之后，注明职位所属的部门，加粗显示。 
有些同学在一家公司的实习经历中，可能经历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实习内容，这种情

况下，需要根据不同部门来分别介绍工作内容及业绩。 
有些同学在写简历的时候并不了解自己之前所作的实习工作所在的部门名称。在这种情

况下，建议按照一般公司常设的部门名称，来为自己之前的实习工作“划定”一个部门。一

般情况下公司常设的部门有：人力资源部、市场部、销售部、技术部等等。 
以上只是列出了常见的公司部门设置。但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具有不同的部门设

置。例如，银行的部门可能就包括：交易部、风控部、稽核内控部等等。建议上网查询相关

公司或者同行业公司的部门名称，为自己的实习经历划定一个部门。 
 
（5）职位名称：在部门名称之后，注明职位名称，加粗显示。 
职位名称在工作、实习经历描述中非常重要，往往作为 HR 浏览简历时查找的一个“关

键词”。作为你工作实习内容的浓缩表达，职位名称的表示效果往往会因为描述方式的不同

而存在巨大差异。 
学生在写简历的时候，与部门名称类似的问题，很多同学的实习、兼职经历可能并没有

一个很正式的职位名称，因此很多同学在简历对应的实习职位名称中往往以“实习”、“实习

生”、“intern”、“兼职”之类的词来代替，这样的描述方式并不好，从职位名称中看不出你

的工作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根据具体的工作、实习内容及其对应的部门性质，

在真实的基础上，为我们的实习职位“定义”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职位名称，例如“销售代表”、

“业务助理”、“财务助理”、“客户服务代表”、“技术支持工程师”等。在定义职位名称时，

切忌“夸大”职位头衔。记住，作为学生应该有对应的实习职位等级，不可滥用“经理”、

“总监”等头衔。 
 
（6）工作实习具体内容（职责及工作成就等） 
工作实习的具体内容是简历中包含个人能力、素质信息 多的一部分，也是 HR 在浏览

简历时重点查阅的一部分。但很多同学对于这部分内容的描述感到头疼，不知道如何来描写。

这是因为多数同学面临以下情况： 
1．缺乏实习经历，甚至没有实习经历； 
2．过去的实习经历与应聘职位不相关； 
3．实习所作的工作零星琐碎，层次较低，工作内容“缺乏技术含量”，在简历中不会

使用恰当的词句描述； 
4．虽然有丰富的实习经历，且实习内容也富有“含金量”，但由于没有掌握恰当的描

述方法，导致所写的工作实习经历平淡无奇，不能吸引 HR 的注意。 
要想写好工作实习经历的具体内容描述，突出闪光点，我们就要遵循以下的原则和方法： 

工作实习经历描述原则和方法 简介 
“PAR”法则 采用问题(Problem，P)描述、采取的行动(Action，A)以及

工作的结果和业绩(Result，R)的框架来描述。 
用数字说话 在工作实习经历描述中通过数字来表示工作量、工作效率

以及工作成果，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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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术语表达 将看上去层次及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内容，用相关的专业术

语（名词及动词等）来表达，显得更加专业。 
与职位相关原则 将与职位相关的工作实习经历重点描述，与职位相关度不

高或者根本不相关的经历轻描淡写，甚至不写，这样更有

利于 HR 在浏览简历时找到相关经历的重点。 
 
（1）“PAR”法则 
在第一章的自我评估中，我们用到了 STAR 法则来回忆我们过去的成就经历。与 STAR

法则类似，在工作实习经历的具体内容描述中，建议大家采用 PAR 法则来描述，如图 3.1
所示： 

 
利用 PAR 法则描写工作实习经历 

Problem (P) 
问题、背景 

Action (A) 
行动 

Result (R) 
结果、成就 

 
 
 
 
 

 
图 3.1 PAR 法则示意图 

PAR 法则的基本涵义如上图所示，其实质就是要求大家在写工作实习经历的时候，不

仅要描述出工作目标、内容、所扮演的角色，更要描述出工作业绩。这样的描述方式才是

有吸引力的。 
以前面列举的某同学在应届生求职网(www.yingjiesheng.com)的实习经历为例： 
 

问题、背景（Problem, P） 负责网站与目标高校、企业的合作推广计划的实施。 
行动（Action, A） 采用电话方式对 400 家高校就业网调研，与就业办老师进行沟通，联

系合作事宜；对 700 多家企业进行校园招聘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完

善网站服务项目。 
结果、成就（Result，R） 与 200 多所目标院校就业办老师保持沟通，与 625 家目标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撰写 5000 字的企业调研报告。 
后，这位同学根据 PAR 法则将这段实习经历修改成： 

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上海亿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市场推广专员     上海        
 公司经营的网站应届生求职网(http://www.yingjiesheng.com)是中国第一的专门面

向大学生及在校生的求职招聘网站。 
 独立负责网站与目标高校、企业的合作推广计划的实施。 
 对全国约 400 家重点高校就业网进行调研，确定 200 多所目标院校就业办老师名

单，并负责后续与这 200 多所目标院校就业处老师联系沟通及访谈，保证 2-3 次后

续跟踪，完善网站制定的高校合作计划文案。 
 通过电话方式对 700 多家企业进行招聘规模、渠道及目标生源等校园招聘需求调

研，撰写长达 5000 字的调研报告，并根据调查结果对企业有针对性地推介网站服

务项目， 终与近 625 家目标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相关点评： 
该实习职位（市场推广专员）在招聘时的职位说明是这么描述的： 
职位名称：网站推广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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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描述： 
协助市场部扩大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在企业、高校中的影响力，挖掘、开

拓企业客户。 
职位要求： 
1 、认同我们的事业，愿意投身到帮助更多学生找工作的事业中去；   
2 、普通话标准，表达能力强，能够感染和说服企业客户；  
3 、有强烈的自信，能够自我激励，开拓进取。 
1：从职位的名称来看，这位同学将“网站推广实习生”改为了“市场推广专员”，职位

名称更加专业化。 
2：从工作内容上来说，该同学所作的工作的性质就是电话销售，主要是通过电话方式

与企业、高校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推广网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作的“技术含量”并不

高。但这位同学就是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实习工作中，将“市场推广”的任务通过具体任务的

行为词描述（如调研、沟通及访谈、撰写等）、目标与成就的数字词描述（如 200 多所目标

高校、625 家目标企业等）等方式，将这段实习经历描绘得有声有色。这样的描述对于应聘

市场类、销售类职位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样是这段实习经历，缺乏简历修改经验的同学则可能描述成： 

工作实习经历                                                                       

2007.3 – 2007.9   上海亿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网络推广实习生     上海        
 通过电话对目标高校就业办老师进行访谈，与老师沟通网站合作事宜， 后成功

联系了 200 多所的高校就业办老师。 
 通过电话方式拜访企业客户，调研招聘需求，撰写调研报告， 后与 625 家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 
很显然，这样的实习经历描述相对与之前修改过的版本逊色很多。 
（2）用数字说话 
在前面的实例中，这位同学利用一系列数字向 HR 传递了自己的实习内容和实习业绩，

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在简历中用数字来突出成就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工作实习经历的内

容描述中，可以在以下方面用数字来说话： 
1． “钱”：包括通过你的工作和努力，为公司节省了多少成本，提高了多少收入，或

者你被授权支配了多少预算等等； 
例如：经过验证找到一家新的网络服务商，降低公司 IT 成本达 26%；在 3 个月时间内

成功销售 25 套软件产品，销售额达 20,000 多元。 
2． “时间”：主要指你如何想方设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以体现你的高效

率。 
例如：提前 3 个月完成当年销售任务；提出流程重组的方案，将××所需时间缩短 25%。 
3． “数量”：数量往往能从规模方面突出你的效率和能力； 
例如：制定分析模板，分析了 53 个企业的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

并分析了 32 个被评企业的经营状况、行业发展前景、信用状况、供应商和客户群体有关风

险。 
（3）用专业术语表达 
有的同学会比较困惑于实习或者兼职所作的工作零星琐碎，层次较低，工作内容“缺乏

技术含量”，在简历中不会使用恰当的词句描述。实际上，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有些同学没有公司实习的经历，只有类似于商场传品促销、传单

发放或者打字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尽量使用专业化的语言来表

达。例如可以将“传单发放”表达为“传播产品信息”，打字表达为“文字处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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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引用招聘职位所需的主要技能和经验术语来描述。例如，某同学只有一次参

加某公司化妆品市场促销活动的兼职经验，他就巧妙地利用兼职招聘信息中的工作内容说明

作为自己这项工作实习经验的描述。 
首先，把工作内容用简练的语言来描述： 
1：新款化妆品的产品性能介绍； 
2：协助活动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活动抽奖； 
3：发放并回收相关的市场调研问卷； 
4：现场收集个人客户资料。 
然后，再用能体现市场营销能力的专业化术语表达出来，并用“数字说话”的原则强调

自己的工作业绩： 
1：在大型的化妆品市场推广活动中，为潜在顾客进行产品展示和产品性能介绍； 
2：在展会的活动中，参与组织和安排大型抽奖活动，当天吸引 3000 多名潜在顾客参加

活动； 
3：协助公司进行××化妆品的市场调查，组织 20 人发出 2000 份调查问卷，并收回 95%
的有效问卷； 
4：用现场沟通、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客户资料收集、分类，并进行客户资料管理。 
从上述实例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将相关经历中的名词和动词用专业

化的术语来表示。要善于利用动词，主要是指善用一些比较强势的动词突出自己的成就，比

如“负责、发起、独创、独立负责”等，这类动词比“参与组织”等词语更能体现个人的贡

献和成就。例如： 
 
[修改前] 
工作实习经历                                                                       

2008.6 – 2008.8   利华顾问公关公司    顾问助理        
 负责与客户进行电话沟通，每天工作长达 6 小时。 
 参与公司市场扩展项目，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工作业绩。 

[修改后] 
工作实习经历                                                                       

利华顾问公关公司         顾问助理              广州              2008.6 – 2008.8    
 作为媒体与外事部门的助理，负责项目策划及实施、媒体跟踪、信息调查以及新

闻分析，主要客户包括花旗银行、米其林、大众等。 
 协助××公司××产品在北京成功进行市场投放活动。 

 
（4）与职位相关原则 
有的同学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工作实习经历越多越好，所以在写简历的时候，不管

应聘职位的具体要求，将有的兼职、实习经历事无巨细地全部罗列出来，这样做通常会导致

HR 在浏览其简历时分辨不出相关经历的重点。 
实际上，在写工作实习经历的时候，我们应该遵循与职位相关的原则，将与职位相关的

经历重点突出描述，与职位不相关的经历轻描淡写，甚至不写。例如某同学申请“市场专员”

的职位，他曾经有过的兼职、实习经验包括： 
1、2007 年暑假，在××外语学校担任英语教师； 
2、2007 年 11 月-12 月，为××公司做兼职手机促销员； 
3、2008 年暑期，在××电视台新闻频道实习； 
4、2008 年 10 月-11 月，参与××英语培训公司英语培训产品的市场推广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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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8 年 3 月-12 月，辅导 3 名高中学生数学课程。 
这位同学的经历中只有 2、4 项是和申请的职位有直接关系，这位同学将这些经历提出

来，做进一步的加工描述，而那些和这个职位没有直接关系的实践经历，被大胆省略了。 
 
这位同学修改后的简历： 

工作实习经历                                                                       

2008.10-2008.11   ×××英语培训公司    市场专员助理                      北 京        
 协助部门经理进行英语产品的目标客户调研及分析，独立设计并制作调研问卷； 
 领导 5 人的销售实习生，2 天内在白领办公楼、地铁站等目标区域派发 1000 份英

语培训产品调查问卷，成功收回有效问卷 860 份； 
 独立统计调查问卷结果，运用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撰写 6,000

字的英语培训客户调研报告，。 
 

2007.11-2007.12   ×××公司            高校销售代表                      北 京        
 独立负责××手机在××高校的销售及售后支持； 
 深入调查××高校学生用户市场需求，制定针对××高校学生的销售计划及策略； 
 实际走访 1200 多间学生宿舍的近 5000 个学生用户，向其介绍产品性能，在 2 个

月时间内成功销售 26 部手机，销售额达 30,000 多元。 
 收集用户投诉及反馈，与公司销售部沟通解决用户问题，用户满意度达 90%以上。 

 
一般来说，学生简历根据时间倒序来描述工作实习经历。但根据与职位相关的原则，我

们应该将与应聘职位 相关的经历放在首位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现 近的实习经历与

应聘职位相关度不高，而过去的某段经历与应聘职位比较相关的情况时，我们就应该将过去

相关度高的经历放在首位描述，然后再描述 近的与职位相关度不高的经历。遵循的一个基

础：将与应聘职位 相关的经历提前显示。 
如果缺乏工作实习经历，那么就重点描述在学校的社团、学生会等社会实践活动。实际

上无论是工作实习经历还是其他社会活动的经历，都应该按照以上的原则和方法来描述，这

样才能将自己的素质能力，通过实实在在的经历描述呈现给 HR。 

3.2.5 项目经历 

简历中的项目经历的内容及其意义，与工作实习经历、社会实践略有不同。一般来说，

项目经历往往反映的是求职者某个方面的实际动手能力、对某个领域或某种技能的掌握程

度。一般在应聘 IT 类职位、研究所研究员职位或者高校老师等职位时，项目经历的描述是

比较重要的。对于应届生来说，简历中项目的含义一般包含两个层面： 
（1）论文、毕业课题中的相关研究课题项目。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毕

业时都要求做毕业论文，论文的选题通常情况下是基于某种应用技术的开发或者理论研究，

从而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毕业论文的内容中一般会有对应的研究背景、相关的调研、

实验、数据统计及分析。做课题、写毕业论文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必须学会获取大量信息、筛选有用信息，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

能完成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所锻炼的信息分析处理、某种软件的应用技能、书面表达等

能力，也是你的求职砝码，可以在简历中呈现给 HR。 
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如果应聘研究所研究员、高校老师、公务员类的岗位，可以

视具体情况将论文的研究课题作为项目经历来描写，这样可以展现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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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诸如 IBM 等知名企业对于论文项目非常看重，如果你的论文课题中有与应聘公司、职

位相关的技术创新或者理论创新，那么 好作为项目经历来写。 
对于本科生来说，一般不建议将毕业论文作为项目经历来写。因为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

说，其毕业论文不具备创新水平和研究价值，不能体现理论研究水平，这也是大多数企业

HR 对于本科生论文的定位。所以，作为本科生，更应该在简历中强调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

社会实践能力及实习兼职经验。当然，如果作为本科生确实参与了某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并

且确实承担了一部分相关的理论研究或者实验研究的工作，而且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话，也应

该写到简历中来。 
这类项目经历的范例： 
范例 1：论文研究课题作为项目经历（理工科类） 
 

项目经历                                                                       

2007.12 – 至今  PDM 数据元标准化课题项目    北京××大学   工业与制造系统研究所        
 作为项目独立完成人，研读 PDM 领域相关标准，包括 PDM Enablers、STEP PDM Schema 

V1.2、EIA836 V1.0，并研读了数据元理论国际标准：ISO/IEC11179(2nd)； 
 研究 PDM 领域典型系统：iMAN、Metaphase、Smarteam，采用 UML 图绘制 PDM 系

统各模块的对象模型图，用于分析整理出 PDM 数据元字典； 
 基于 ISO/IEC11179-6 标准，采用 JSP/SERVELET/JAVABEAN/MS SQLSERVER2000 等

技术，开发基于 Web 的制造数据元管理信息系统，可动态维护、检索、注册和审批数

据元。 
 

范例 2：论文研究课题作为项目经历（人文、经济类） 
 

项目经历                                                                       

中国上市公司增发的市场反应和绩效研究       ××大学   经管学院           2007        
 以 100 多家在 1999 年至 2005 年 6 年间进行增发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公告公司公告窗口期间的股票市场反应，及公告前后 2～3 年的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研究，独立撰写 3 万字的研究报告； 

 
（2）工作、实习兼职、社会实践中需要单独描述的活动或者项目。如果在以往的经历

中，有与应聘职位特别相关的活动或者项目需要单独描写，可以作为项目经历来描述。例如：

某同学在学校利用零散的业余时间，给别人开发了一个小软件赚点“外快”，但是并不是去

公司上班实习，这样的经历如果放到工作实习经历中，没有对应的公司名称，显然不太合适。

对于这个同学来说，如果应聘软件开发类的职位，这段“赚外快”的兼职经历可以包装成项

目经历的形式在简历中呈现。还有些情况也可以作为项目经历来描写，例如：在公司实习的

经历中，曾经有过负责或参与公司某个项目的调研、立项或者实施，自己在项目中扮演着很

重要的角色或者做了很重要的工作、贡献，那么可以单独将在这个公司实习的这段项目经历

提取出来，重点描写，从而突出自己的相关技能水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实践。有

的同学的社会实践经历中，可能参与了诸如“下乡调查”之类的活动，采访真实的调查对象、

做相关的数据统计整理，并 后写了调查报告，这样的经历也可以作为项目经历来重点描写。 
这类项目经历范例如下： 
范例 1：在公司实习的项目经历（IT 类） 
 

项目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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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     总部局域网扩充改造             上海     2008.6 – 2008.7        
项目背景：公司总部扩建为 300 台计算机的局域网，划分 2 个网段，所有计算机在一个域，

增加 Web 与 FTP 服务器，部署 ISA 防火墙。 
 分配员工账户权限、允许员工用 QQ 与 MSN 程序，允许访问部分特定网站； 
 部署 ISA 防火墙。 
 配置 Web 和 FTP 站点，其中 FTP 站点仅供有权限的用户访问。 

 
范例 2：参加商业大赛的社会实践经历 
 

项目经历                                                                       

河南省第一届“赢在中原”大型大学生商业比赛            河南郑州     2007.6 – 2007.9        
项目背景：由共青团河南省委主办、河南电视台第八频道协办，为提高大学生商业实战能力，

仿照“赢在中国”栏目，在河南 8 所高校大学生之间进行创意和销售能力比拼。 
 作为六人团队队长，策划团队营销方案，分配团队成员任务，跟进任务完成进度； 
 率领团队走访商超、夜场、烟酒店等渠道，了解快消行业销售模式，独立撰写分析报告； 
 负责团队制定的“买五送一，买十送三”的可行性促销方案的执行，制定并分解各个阶

段销售任务。 
 成功同 3 家一级代理商、2 家二级代理商建立合作关系，首期盈利共计 48100 元。 

如前所述，项目经历也属于工作经历的一部分，所以在描述项目经历的时候，应该要借

鉴工作实习经历的描述注意事项，注重项目成果、相关技能关键词的强调，同时适当的对项

目进行简要介绍，让 HR 在看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能够对于你的技能、素质有直观的印象。 

3.2.6 社会实践 

有很多同学在学校会参加诸如学生会、各类社团等组织，参与到这些组织的日常工作或

者举办的各类活动；有的同学会利用寒暑假参加诸如“支教”、“下乡调研”等志愿者活动；

也有的同学参加各种形式的商业比赛。诸如此类的活动，一般在简历中作为社会实践项来描

写。社会实践的描述格式、描述方法、描述原则及重点与工作实习经历类似，社团名称对应

公司名称，在社团中的职位（部长、主席或干事等）对应工作职位，其具体职责、工作业绩

等建议参照工作实习经历的描述方式逐一描述。在描述社会实践的时候，也应该参照“与职

位相关”的原则，将与职位要求相关的社会实践重点描写，与职位不相关的轻描淡写或者不

写。 
例如，以下社会实践描述的范例是针对市场营销、销售岗位的： 

社会实践                                                                       

2007.9 – 2008.6   北京××大学××学院外联部        部 长                  北 京        
 通过多次电话与面谈的方式，两周内为学校一二九文艺演出拉到赞助 1200 元和音响设

备，为外联部二年内第一次拉到现金赞助。 
 组织部里 8 名干事为的“学术节”活动拉赞助，三周内通过 100 余个电话和 250 封邮件，

并拜访 15 家公司， 后与星音娱乐（KTV）签下合作合同，由其赞助 10 张会员卡和

200 张免费练歌券。 
 成功组织多场讲座、师生联谊舞会等活动，组织干事协同其他部门有效开展工作，协助

历时 2 个月的“学术节”取得圆满成功。 
 联系并承办“GE Healthcare 与你面对面”的交流会，在四天内完成（包括周末），当天

参与交流会人数超过 200 人，降低成本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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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实习经历描述类似，除了描述工作内容以外，还要重点描述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并辅以具体数字来证明。 

3.2.7 奖励情况 

在简历中描写奖励情况时，应特别注意强调奖励的级别及特殊性。因为 HR 在收到的学

生简历中，几乎每份简历上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奖励，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等等，

名目繁多，司空见惯了，所以仅仅列出奖励名称是没有意义的， 好能够将所获奖励的难度

以数字或者获奖范围表示出来，让 HR 明白所获奖励的含金量，从而增加简历通过筛选的概

率。 
首先来看一则奖励情况描述范例： 

奖励情况                                                                       

 市级：上海市奖学金（全校仅 10 人）、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学生（全校 1％） 
 校级：上海财经大学人民奖学金一等奖（前 2％）、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学生”称号 

          上海财经大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前 5％） 
 

在这则奖励情况描述中，使用了具体的数字“10 人”来描述上海市奖学金的奖励含金

量，同时采用了粗体字格式来进行强调，其他奖励也分别用范围词前×%来进行表示，从视

觉上来说，这样的数字描述很有吸引力。 
对于一些比较特殊或者说比较罕见、能够反映你某方面特殊才能的奖励，例如 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获奖经历，可以在简历靠上的位置，如教育背景部分单独显示，这样

更加突出这个奖励的含金量，如： 
 

教育背景                                                                       

2004.09-2008.0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管理学        本 科  

             2006 年 CCTV 杯英语演讲比赛北京赛区复赛亚军 
 
有些同学在简历中，将所有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励按照时间顺序全部罗列出来，而每一

项奖励从性质到级别来说都是类似的，这样并不可取，如下则实例： 
 
错误的奖励情况描述： 

奖励情况                                                                       

 中山大学二等学生奖学金            2007 年 
 中山大学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      2007 年 
 中山大学运动会 1500 米长跑第三名   2006 年 
 中山大学校园歌手比赛第二名        2006 年 
 中山大学三等学生奖学金            2006 年 
 中山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005 年 

 
这种“人物传记”式的奖励描述，虽然看上去数量很多，但并不能给 HR 留下深刻的印

象，显得没有重点，而且占用了简历的大量篇幅。当我们有很多奖励的情况时，一定要懂得

取舍，将那些与职位要求不相关的奖励删除，只保留那些与应聘职位比较相关、含金量比较

高的奖励，从格式版面上做到清晰有序，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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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奖励情况描述范例： 
奖励情况                                                                       

 学术类：中山大学单项学生奖学金（前 5%）          2 次 
 社团类：中山大学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       
 文体类：多次在运动会长跑比赛和歌唱比赛中获奖 

3.2.8 英语、计算机及专业技能 

简历中的职业技能描述一般分为三个方面：英语、计算机及专业技能。 
（1）英语技能 
英语技能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读写能力；二是听说能力。在外企的工作环境中，日常的

工作文档报告、Email 的交流沟通可能都为英文，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是保障正确理解书面

英文的基础；听说能力反映在工作中，更多的是能够运用英语与他人进行自由交流，这在外

企及对外业务较多的岗位中会运用到。 
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在简历中描述英语技能更多的是通过标准化考试的成绩、证书来

证明你的英语口语或读写能力，例如英语四六级考试、BEC、托福、GRE、GMAT、托业考

试等，如果成绩不错的话，建议写出成绩，但如果成绩没有绝对优势的话，就没有必要写出

成绩；如果相关的工作实习经历中能够推导出英语水平能力，也建议写上，例如“工作语言

为英语”、“给国外客户做陪同翻译”等类似的语句描述，说服力比较强。 
（2）计算机技能 
一般来说，对于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来说，计算机技能通常指软件的应用，通用的如对

Office 系列软件的掌握。根据应聘职位的要求，可以再有选择地列出相关的软件操作技能，

例如财务咨询职位可以列 ERP 软件、财务软件、统计软件等，机械设计职位可以列出三维

造型软件如 CATIA、UG、Pro-E 等。 
（3）专业技能 
主要指与专业或应聘职位有关的技能、资格证书、认证等。例如：财会专业的学生能够

熟练使用财务软件或获得 ACCA、CPA 资格等。如果有专业资格，除了注明专业资格证书

名称以外，建议再加上取得的年份。如果该专业证书不太为人熟悉的话，可简略介绍，当然

前提是该证书对你应聘的职位有帮助。 
在描述这些个人技能的时候，切记不要写错相应的关键词，尤其是对于英文的引用，一

定要检查相关的拼写，不能出现错误情况。例如，一个同学在描述英语水平时是这样写的： 
 2008 年 6 月通过 CET-4，具备熟练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能够无障碍浏览英语网站和阅

读 CHINA DIALY.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将“China Daily”中的“Daily”拼写成了“DIALY”，这样的

错误很难让 HR 相信其具备熟练的英语阅读能力。 
技能部分的描述在简历中不应占太大篇幅，简明扼要的将相关的技能呈现即可，以下是

一个中文简历的例子： 
英语、计算机及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CFA）一级考试； 

 英语技能：CET-6（610/710 分）、TOEFL 653 分，有翻译金融相关专业文献的经历；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和翻译能力，英语口语流利，能用英语自由交流； 

 IT 技能：熟练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SPSS、STATA 等软件。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5 页 共 51 页 



版权所有@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3.2.9 其他个人信息 

其他个人信息主要是指兴趣爱好、自我评价。 
（1）兴趣爱好 
一般来说，除非是公司要求填写的申请表有明确要求，否则不建议在简历中写兴趣爱好。

一是我们很难保证写在简历上的兴趣爱好能够投 HR 所好，二是兴趣爱好主观的成分居多，

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三是占据简历篇幅。 
虽然有一些指导求职指导书籍给出的观点，认为 HR 会通过兴趣爱好来判断求职者是否

具备团队协作精神、独立工作能力及沟通能力等品质，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

对于工作繁忙的 HR 来说，在简历筛选时，停留在每份简历上的时间 多不超过 2 分钟，根

本不会以兴趣爱好这种主观的认识来判断求职者是否合格。 
至于有些观点认为在简历中写上兴趣爱好，有助于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兴趣爱好的

问题，缓和面试气氛。实际上，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如果认为有必要，会通过各种方式来

缓和面试气氛，即使你的简历中没有写到兴趣爱好，面试官也可能会通过问你兴趣爱好的问

题，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说出来，并不会影响面试。 
在一些企业的申请表中，如果设置有兴趣爱好的选项，那么很有可能企业筛选简历的一

个标准就是看求职者是否具备某项特殊技能，例如一些企业倾向于招聘篮球打得很好的男

生，很可能是因为企业或招聘的部门需要补充有篮球特长的员工，以便能够在企业组织的员

工篮球赛中取得好成绩。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作为特长的话，HR
很可能优先考虑。 

但如果企业的招聘信息中明确注明要填写兴趣爱好，我们该怎么来写自己的兴趣爱好

呢？ 
1．要写自己善长的兴趣爱好，弱项不要写，兴趣爱好不宜写得太多，两三项即可。 
2．兴趣爱好要具体，不能只是“运动、音乐、读书”这样概括性的词汇，否则很难让

HR 判断你究竟喜好什么，更严重的会让 HR 对你的写作水平产生怀疑。 
（2）自我评价 
与兴趣爱好一样，除非是公司要求填写的申请表有明确要求，否则不建议在简历中写自

我评价。因为几乎每一份投递到 HR 手中的简历，凡是写了自我评价的简历，无一不是夸自

己的，都是相同的空话、套话，过于主观，而且可能会引起 HR 的反感。 
但如果企业的申请表中明确注明要填写自我评价，我们该怎么来写自我评价呢？建议结

合应聘职位的特点，分别用一句话来总结各项素质，例如：应聘销售就要强调自己的沟通能

力、抗压能力；应聘行政就要强调自己的细心谨慎，责任心强；然后用一句高度概括性的话，

对各项素质（沟通能力、细心谨慎等）做例证。 
参考范例如下所述： 

自我评价                                                                       

 责任心强：在同时做家教和公司实习工作期间，都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效完成任务； 
 细心谨慎：实习期间，2 天之内手工录入的近 600 个 VIP 客户资料无一错误。 

3.3 简历写作原则 

优秀简历各有千秋，要想赢得 HR 的青睐，在简历制作时应遵循“真实”、“独特”、“相

关”及“简洁”四大原则。“真实”是诚信的体现、简历的基础，“独特”是简历与众不同、

脱颖而出的关键，“相关”是信息准确匹配、传递的保障，“简洁”是简历发挥有效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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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原则结合关键词说话（Key Words）、行为词说话（Action Verbs）、数字说话

（Numbers）、结果说话（Results）的描述方式，才能赢得 HR 的青睐，顺利通过简历筛选，

如图 3.2 所示： 

你所具备的（简历）： 
 教育背景 
 学术成绩 
 实习经历 
 项目经历 
 社会实践 
 个人技能 

 真实 
 独特 
 相关 
 简洁 

 关键词说话 
 行为词说话 
 数字说话 
 结果说话 

公司关注的（要求）：

 沟通能力 
 分析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 
 抗压能力 
 语言能力 
 职位相关技能 

 
图 3.2 简历写作原则 

 
实际上，这四大原则及四大描述方式是相辅相成的。独特的经历必须基于真实的基础，

要做到简历简洁就必然要求简历内容要与应聘的职位、公司相关；行为词本身就属于简历关

键词中的一类，用结果来表示过去的成就，而数字是 能体现结果的描述方式。 
 
 

3.3.1 关键词说话（Key Words） 

HR 平均浏览一份简历的时间不超过 30 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HR 主要是通过查看简

历中是否有相关的关键词来进行判断。关键词的作用尤其在网申简历中更为明显。如果你是

应聘互联网行业相关度的职位，HR 可能会对简历中的“网站”、“流量”、“×××××.com”

（网址域名）等关键词比较敏感；如果你应聘财务类职位，HR 可能会对简历中的“会计”、

“财务管理”、“财务软件”等关键词比较敏感……所以在写简历前，你应该针对应聘的职位、

公司甚至行业，想一想需要在简历中加上哪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可以分别对应到你的简历

的哪部分内容，以什么样的描述方式来呈现。 
从内容来分看，简历中的关键词可分为两个方面： 
（1） 相关的技能及素质能力； 
（2） 相关的教育培训及实习、工作经验。 
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来看，简历中的关键词也可分为两个方面： 
（1） 一般性关键词：这类关键词表示的技能或者素质通常为大多数工作都需要的，

例如团队合作能力、策划能力、计算机能力（例如 word、excel 等软件的使

用）、英语能力（CET 4、CET 6）、沟通能力等。 
（2） 职位相关性关键词：不同职位对于应聘者的相关技能素质要求会有差异，一

般与职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相关。 
 
如何才能获取、正确判断简历中该用什么关键词呢？企业招聘信息中对于职位的职责描

述及应聘要求就是 好的分析关键词的来源，学会解读招聘信息中出现的字面信息及隐藏在

字面信息背后的关键词，然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在简历中对应的部分呈现这些关键词。 
以下是一则招聘财务助理的招聘信息（重要关键词以粗体+下划线+背景的方式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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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财务助理 
工作职责： 
1.合同应收帐款建档、追踪、统计、汇总上报及管理； 
2.协助财务数据统计及汇报。 
职位要求： 
1.财务、会计、统计等专业，国家统招本科毕业； 
2.熟悉财务各项流程，能熟练操作财务及相关管理软件； 
3.有较好的英文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4.熟练应用office办公软件； 
5.细心谨慎，踏实稳重； 
6.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7.有相关实习经历优先考虑。 

在这则招聘信息中，很显然“财务”这个词 为重要。无论是在专业要求，还是在技能

要求中，都体现了与职位“财务助理”相关的特性。除了信息中比较明显的关键词外，我们

要学会分析、转化在信息背后隐藏的关键词。 
例如在这则例子中，职位相关性的关键词还隐藏在“财务各项流程”、“财务及相关管理

软件”的背后。在一个公司中，“财务各项流程”可能包括的内容很多，诸如报税、报销、

成本核算等等；“财务及相关软件”背后的关键词就可以包含“金蝶”、“用友”等财务管理

软件或者“ERP”等。 
一般性的关键词，诸如英文书写及表达、Office 办公软件则是比较普遍的要求。 
如果在你应聘的职位中没有详细的职位职责及职位要求的说明，那么建议你通过查找其

他公司类似职位的招聘信息说明来进行分析。在将关键词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就需要结合自

身的背景和经历，在简历中突显相关的关键词。 
对于职位相关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在教育背景、实习经历、培训经历及职业技能中来体

现。英文书写及表达能力可以通过英语证书或者其他英语考试来体现，而 Office 办公软件则

可以在计算机技能中体现，例如：一位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针对该职位在简历中的教育背景、

实习经历、培训经历及个人技能部分的描述范例： 
教育背景                                                                       

2006 年 9 月-2010 年 7 月   江西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       本 科 

 
实习经历                                                                       

江西××包装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部    财务助理       南昌        2008.07-2008.08 
 负责公司大客户的收发货统计、对账工作，主要客户包括富士康、富士施乐、理

光公司等，工作准确率达 98%； 
 审核订单、生产、送货、确认等工作流程的准确性，并作月度 KPI 统计报告； 
 做记帐凭证、登账、试算平衡，并用 Excel 编制会计报表。 

 
培训经历                                                                       

用友软件培训           江西财经大学               南昌          2009.03-2009.06 
 掌握用友软件中总账处理系统、UFO 报表系统、现金流量表系统、应收款与应付

款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薪资管理系统、存货核算系统等功能的应用； 
 培训结业成绩在 32 人的培训班中排名第 4。 

 
英语及 IT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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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通过英语六级考试，雅思考试：成绩 7 分，能用英语流利交流； 
 计算机：熟练运用 Office 软件，尤其精通 Excel 操作，使用 Excel 编制过会计报表。 

3.3.2 行为词说话（Action Verbs） 

在描述过去经历的时候，无论是实习兼职经历还是社会实践经历，都需要把自己做的事

情用清楚详细的、表示动作的词语（即行为词）叙述出来，形式上一般建议采用行为词开头

的短句群。同样一段实习经历，是否掌握行为词的描述方法，其经历描述的效果也大相径庭。 
例如：某同学的一段校园销售代理的实习经历如下（修改前）： 

实习经历                                                                       

2008.7 – 2008.8    深圳××有限公司        业务销售代表                   西 安        
 负责其电子产品 mp3 在校内的推广与销售； 
 一个月间帮助公司实现销售额达 5000 元，个人获净利润 1000 元。 

 
点评：在这段校园销售代表经历的描述中，虽然采用了“负责”、“推广”及“销售”的

关键词，但是这样的关键词还是比较笼统，不够具体，并不能体现其实际所作的工作。是否

有做过相关的校园用户调研及分析？制定了什么样的销售策略？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推

广？是否有售后服务内容？这些都是 HR 想要了解，但是简历中没有回答的问题，应该从回

答这些问题的角度来完善工作内容，增加相应的行为词描述。 
此外，在业绩描述中，“帮助”一词是个败笔，一是没有体现出自己所作的工作内容，

二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以下是修改后的描述： 
 

实习经历                                                                       

2008.7 – 2008.8    深圳××有限公司        业务销售代表                   西 安        
 负责其电子产品 MP3 在校园内的市场推广与销售工作； 
 调研学生用户需求，分析学生用户电子类产品消费行为习惯； 
 拜访3 个不同学生住宿区的 300 多间学生寝室近 2000 名学生用户，上门宣传、推销MP3

产品；  
 一个月内完成 MP3 销售额达 5000 多元，个人获净利润 1000 多元。 

 
修改后的经历描述中所增加的行为词“调研”、“分析”、“拜访”、“宣传”、“推销”就更

加全面地反映了其实际的销售工作内容，比修改之前的就更加具体、更加专业。 
行为词实际上就是关键词当中的一类动词。所以其行为词的分析及获取方法与关键词类

似。以下是部分常见的行为词： 
 

 表示个人成就的 
简化 实现 执行 提升 创造 完成 改造 改进 激励  扩大 

 表示指导、教授他人的 
建议 阐明 指导 传授 辅导 教导 协作 

 表示行政管理能力的 
引导 详细制定 分配 建立 呈递 供应 支持 

 表示领导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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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发起 指派 制定 处理 决定 指挥 分配 监督 
 表示人际沟通能力的 

说服 沟通 报告 拜访 建议 
 表示组织、计划能力的 

计划 组织 分配 参加 指导 手机 管理 
 表示创新、创造能力的 

建立 设计 发明 发起  
 表示研究、逻辑分析能力的 

评估 调查 核实 检查 研究 搜索 观察 
 表示金融、财经知识的 

审计 筹资 支付 平衡 做预算 计算 分析 评价 估计 
 表示技术能力的 

维护 重建 测试 诊断 应用 使适应 修理 

3.3.3 数字说话（Numbers） 

写简历时一定要善于挖掘自己所有经历中能够用数字说话的部分，因为相对大段的文字

描述，简历的数字更能够突显个人亮点，吸引 HR 眼球。如前所述，无论是教育经历、实习

经历还是社会实践经历，用数字是 能说明成果、业绩的， 能令人信服。 
所以，如果你的经历中有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部分，一定要用数字的形式来表达。你可

以用百分数的数据来说明你的学术成绩优异，例如“年级前 5%”，也可以用来具体的实数

来表示为某个组织或机构（如实习的公司、学校的学生会或者社团）工作所作的贡献，例如

“拉到赞助 1200 元”等等。凡是能够用数字体现你的成就、亮点的部分，一定要大胆地使

用数字来表达。 

3.3.4 结果说话（Results） 

如前所述，如果你的简历中只是泛泛而谈你做过什么，从这些经历中锻炼了什么，那么

你的简历顶多就算及格。而要想达到一份优秀简历的水平，你必须在简历中学会用客观的结

果说话。这也就是在之前介绍工作实习经历描述中提到的“PAR 法则”中的“R（Results）”，
即结果，一般指业绩、成绩等。 

我们不仅要在简历中告诉 HR，我们做过什么，而且通过描述我们做得怎么样，来向

HR 证明我们具备相关的素质、能力、经验。一般说来，用结果说话的简历更能得到 HR 的

青睐。所以，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要贯彻“结果说话”的思想，尽可能多的通过客观的成

绩、业绩、成就来向 HR 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我们是能够胜任所应聘的职位的。 

3.3.5 真实性原则 

有些同学为了能够让简历看上去富有“含金量”，在简历中编造实习工作经历、社会实

践经历、获奖经历或者相关技能等，甚至伪造相关证书，这种造假方式也许能侥幸通过简历

筛选，但是在企业组织的后续面试、入职背景调查、相关证书核实等多种手段下，一定会“原

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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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司的 HR 都对造假简历深恶痛绝。简历是否真实反映了应聘者的人品，体现的是

基本的诚信。所以，在写简历的时候，我们应本着真实的原则来写简历，这样才可能走到

后，拿到 Offer。 

3.3.6 独特性原则 

做简历前，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经历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不可能有的？ 
之所以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现在如此激烈的求职环境中，HR

收到的简历可能个个优秀，不是这样的奖励，就是那样丰富的实践经历。虽然我们也可能具

备相同的奖励或者实践经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简历就能胜人一筹。 
对于 HR 来说，对于简历中比较特殊、与众不同的经历也会特别关注，因为这些特殊的

经历比数字或者其他的平淡描述更有打动人的力量。 
一般说来，具备以下经历的同学，可以根据应聘职位、公司的性质，在简历中适当地突

出强调，从而获得 HR 的关注： 
 有跨国公司实习经历； 
 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经历； 
 市级以上（含）商业竞赛获奖； 
 海外交换生经历； 
 学生会或社团领导经历； 
 创业经历。 

以上所罗列的只是一部分相对比较独特的经历，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有各自独特的

经历，这个就有待大家自己挖掘。例如：有的同学在大学担任过校足球队的队长，这样的经

历也是可以在简历中特别强调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业经历。虽然创业的精神值得敬佩，但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不

喜欢有创业精神的员工。但是，曾经有过创业经历的学生所具备的领导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外企 500 强企业所青睐的。所以，如果你是应聘外企，而且在学校曾经

有过创业经历，无论是网上开店也好，还是在学校创办过报纸，都可以适当地将这段创业经

历以创业者的身份来描述，从而做到与众不同，突显自己的领导力和决断力；但是，如果你

是应聘一些民营中小企业，那么建议从实践经历的角度来描述，把 HR 的焦点转移到相关的

实践经历、工作实习经历上，而不是创业的角度，避免给 HR 一种入职后很可能会不稳定的

感觉。如果通过简历筛选进入面试，HR 问到关于创业的问题，你都要给出合情合理的回答，

让 HR 相信你将来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员工。关于如何在面试中回答“你是否打算创

业”的问题，请参看本系列求职指导书籍《应届生求职面试全攻略》。 

3.3.7 相关性原则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简历一定要根据应聘的职位来定制，而不能用一份简历打天下。

之前提到的无论是“关键词说话”，还是工作实习经历中的描述一定要与职位相关，都是在

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简历的每一部分内容都需要尽可能与应聘的职位相关。 
相关性原则要求我们能够在众多社会实践经历、实习工作经历中挑出与职位 相关的经

历，要求我们能够在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突出相关的实践经历、培训经历或者辅修课程等

等。 
如何在简历中贯彻相关性原则？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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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简历中各大要素与职位的相关性程度进行顺序调整或者取舍； 
在简历的各大要素中，个人信息与求职意向一般放在 前面，但其他要素可以根据其突

出的程度、与申请的职位的重要性来进行排序。例如：对于申请财务咨询职位的学生来说，

如果你熟练掌握各种财务软件或者获得 ACCA、CPA 资格，那么你可以将专业技能要素放

在其他要素前面，从而突出你相对其他应聘者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你有丰富的财务类实习经

历，且相对其他简历要素来说，实习经历更为突出，那么你应该将实践或实习经历要素放在

其他要素前，从而强调你的优势。 
（2）根据每个简历要素中的内容与职位的相关性程度进行顺序调整或者取舍。 
简历中同一要素项目下的不同经历内容，也需要根据与职位相关程度来进行顺序调整或

者取舍。例如：如果你应聘市场营销的职位，那么你应当将你的家教经历、兼职英语教师经

历从实习经历描述中剔除，更多的强调你的培训课程推广经历、手机销售代表等与职位相关

的经历。 
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是在将与职位 相关的内容调整到简历靠上的位置。按习惯来说，

简历靠上的 2/3 部分为 HR 重点浏览的部分，所以，尽可能将自己简历中与职位 相关的信

息放在前 2/3 部分显示，无疑将减少 HR 搜索简历关键信息的时间，从而增大简历通过筛选

的概率。 
 

3.3.8 简洁性原则 

简历重在“简”，并不是越长的简历就能说明经历越丰富、能力越强的。HR 面对的是

成百上千的简历，没有时间来看冗长罗嗦的简历。之前提到的四种描述方式及相关性原则，

都是在为简历内容达到“简洁”而服务的，应该在简历写作时注意以上原则和描述方式的相

互贯通，并注意使用正确、清晰的简历规格及版式，做到简历的“外表”简洁，从而使简历

终达到“内涵丰富”和“外表简洁”的 佳状态，让 HR 对你的优势一目了然。 

3.4 如何在简历中弥补劣势 

俗话说：人无完人。对于应届生来说，缺乏相关工作经验更是求职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一些同学来说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俗称“硬伤”的劣势，例如：学习成绩不够好、缺少公

司实习经历、应聘的职位与专业不相关、英语缺少证书、学校没有名气等等。那么在这样的

不利条件下，我们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简历，让 HR 看到我们的优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

借用中国传统拳法——太极拳里的一个招式“借力打力”来“修饰”我们的简历，在保持简

历真实性的基础上， 大程度的展示我们的优势，冲淡我们的劣势。以下详细分析如何规避

各种硬伤、劣势。 

3.4.1 学习成绩不好 

首先明确一定，大多数公司在招聘应届生的时候，学习成绩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

标，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多数公司更看重的是应届生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学习成绩好只能

说明在学习课堂知识方面有独特的方法，并不能说明一切，高分低能的大有人在。 
学习成绩的“好”与“不好”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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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绩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应聘 Google、玛氏、波士顿咨询公司等这样的知名

外企，在学习成绩方面是一定要突出的，而制造业内的公司则相对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些

专业性较强的公司，例如 IT 类公司，更看重相关课程的成绩，而不是总的成绩。 
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一般，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准备简历： 
（1）突出相关的、高分的课程：建议将“相关的”、“相对高分的”课程写到你的简历

里面去，而“不相关”、“相对低分的”的课程从简历中删除。例如：某管理学专业本科生应

聘财务会计类职位，其总成绩并不突出，在教育背景中选择列出相关的高分课程，如下： 
教育背景                                                                       

2005.09-2009.0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    本 科  

主修课程：初级财务会计（95/100）、企业财务报表分析（92/100）、国际金融概论（90/100） 
 
（2）突出实习兼职、社团或学生会经历：如果学习成绩不是很好，那么建议突出相关

的实践活动。因为“理论”与“实践”通常不可能总是“两全其美”的。而通过实践来证明

综合素质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比突出成绩更有优势。 

3.4.2 缺少公司实习经历 

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不缺少公司实习经历，缺少的是与应聘职位或行业相关的实习经验；

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除了学校的经历以外，没有任何公司的实习经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弥补没有公司实习经验的劣势： 
（1）突出社团、学生会等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将在学校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工作

经历、实习经历来描述。因为如果在学校担任过社团、学生会等干部，有独立或带领团队合

作安排社团活动的经历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样代表了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企

业看重的能力。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每项社团经历对求职者都有帮助，也不是每

一次的校内活动都有正面的意义，建议大家在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要根据应聘的职位和公司

慎重选择和调整。 
例如：某同学只有学校的社会实践经历，没有公司实习经历，应聘的是市场营销类职位，

其简历中的社会实践描述如下： 
社会实践                                                                       

2007.06-2008.09    ××××大学外语学院学生会   主席 
 负责学生会统筹管理工作，招纳新会员； 
 策划并组织“与未来有约”校园职业规划系列活动； 
 邀请了创智赢家精英会、CASIO、三菱、住友、创价咨询、向阳职业规划、知名国际会

议口译译员等 10 家公司走入校园，有 700 多名学生参与到活动中； 
 负责学生会与联想集团合作举办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2006.09-2007.06    ××××大学外语学院外联部    部长 

 带领外联部 6 名成员，通过电话、上门走访企业等方式为学生活动争取企业赞助； 
 成功邀请易网咨询公司、梅特林口译公司、数码广场等公司赞助团学活动； 
 任职期间累计争取到的企业赞助金额达 50，000 多元。 

 
2005.09-2006.09    ××××大学社团联合会宣传部  部长         

 负责大型活动在校园的前期宣传； 
 制作海报、传单、横幅，并通过校园网和论坛的线上宣传方式，为各类社团活动进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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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扩大各类活动的校园影响力； 
 策划、组织各类社团活动的新闻稿撰写； 
 为毕业生晚会、迎新晚会等大型校园活动进行场地和舞美设计。 

 
在这个同学的校园实践活动中，还有以下的实践经历： 

 2006 年 2 月，组织了“重视被忽视的”药品安全宣传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2005 年 12 月，担任“21 世纪杯”第三届全国中学生英语口语竞赛志愿者； 

因为与应聘的职位相关程度不大，且在这两项实践经历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

从简历中删除。 
（2）强调个人技能、培训经历、快速学习能力：你应该强调你已掌握的知识、工具，

或参加的培训经历，并同时以真实、详细的例子来证明自己具有的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有

效地弥补你所欠缺的工作、实习经验。例如：你可以将论文中应用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软

件等作为个人技能及经验的证明，如之前介绍的项目经历的写法；如果有与应聘职位相关的

培训经历，更要强调显示，例如在“关键词说话”一节中提到的例子，某同学应聘财务助理，

职位说明中要求应聘者能熟练操作财务管理软件，该同学的大学课程中有用友软件使用的教

学课程，他就将此课程作为培训经历来重点描述，向 HR 强调自己的个人技能及快速学习能

力： 
培训经历                                                                       

用友软件培训           江西财经大学               南昌          2009.03-2009.06 
 掌握用友软件中总账处理系统、UFO 报表系统、现金流量表系统、应收款与应付

款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薪资管理系统、存货核算系统等功能的应用； 
 培训结业成绩在 32 人的培训班中排名第 4。 

 
（3）勤能补“拙”。你可以在简历的工作技能部分强调“勤奋苦干”，同时，你也可以

考虑表达接受困难条件的意愿以实现转行和增加工作经验的目的，例如“愿意在周末和晚上

加班”或“能够出差或外派”，也许这样就能为你获取工作的机会。 

3.4.3 应聘的职位与专业不相关 

也许你是一个学机械专业的学生，但是你的计算机编程能力很强，在读期间做了很多编

程相关的项目或者实习；也许你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但是却自学了财务管理的课程……实

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应届生所找的工作与自己所读的专业并不相关。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放宽了对专业限制，甚至不限专业。但是一般 IT 技术类的岗位还是要求专业对口的。

如果是跨专业求职，那么简历中该如何写？建议大家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1）突出双学位/辅修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有些职业对专业性要求不强，但如果学生

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背景，自然在求职中能更胜一筹。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辅修专业课程，

这对跨专业的学生应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准备跨专业求职的同学，有必要尽早规划就业

取向，在专业课以外选修或辅修相关课程。 
（2）突出外语能力、个人技能：在跨专业求职中，工作能力是 重要的考量，外语能

力、计算机能力、职位相关的专业技能、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等都是简历中应该

突出的亮点。 
（3）突出实习、社会实践经历：如果能够及早洞察自己未来求职要面临跨专业的问题，

那么平时就应该多参与相关的实习及社会实践，用实践经历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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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英语缺少证书 

大多数企业招聘应届生，对于英语的要求至少为英语四级通过。有些企业要求更高一些，

要求通过英语六级。对于外企来说，英语是工作环境中可能经常要用到的语言，所以如果你

是应聘外企，起码的英语证书是需要的。但如果你只有一张四级证，而实际的英文口语水平

还不错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借实习经验让 HR 们推断出你的相关能力。比如，你想说自己

英语口语能力强，如果在实习经历里面的某项中有一句话叫“工作语言为英语”，说服力也

很强。 
如果你四级未通过，那么应该抓紧时间复习，争取早日通过。在此之前也不应沮丧，应

该比别人更加积极去寻找就业机会，因为还是有很多企业的职位对于英语水平并不严格要

求，更关注的是你的实际处理问题及动手能力。 

3.4.5 学校没有名气 

如果你是毕业于非 985、非 211 的普通高校，那么在简历中你可以强调你参加的校内、

校外的实践活动及实习经历，或者参加过这样那样的培训计划，或者拥有的技能、证书等，

不要因为是普通学校就自卑、怀疑自己，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积极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职位。 
在每年招聘应届生的所有企业中，只倾向招聘名校毕业生的企业占少数，大多数企业看

重的是求职者个人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因为就算名校毕业的也有庸才，非名校毕业的也有精

英。所以，在求职战场中，你不能输在自信心上。 
以下是一个从事了 5年人力资源工作的HR写给应届生的话，希望大家能从中受到启发： 
今天校园招聘会上的面试，我给排队的每个学生的时间不超过 5分钟。 

有一个学生，本来我觉得不错，她只用一页的简历，就表达了她的优势和特点，当我决

定招她的时候，习惯的问她下学期还有没有课，看过她的简历后，却发现看不到她的学校名

字，我问她：“为什么没写学校名？”，这个学生支支吾吾回答：“因为……我的学校不怎么

样……”。即便如此，我还是问了她的学校，然后拿起笔，在她的简历中帮她写下她的母校，

然后在她眼前竖起简历：“有没有写错？”她回答“没有。” 

我今天对所有留下的简历，只是做一个动作（在认为特别适合的，打钩）。这是我唯一

在上面写字的简历，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我是在告诉她什么。她的做法令我对她的印象大

打折扣。 

不要不敢说出和写下你毕业的学校，无论它是如何的差，你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因为我

绝对不会要这样的人：看到他父母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好而不敢认他们；或者有一天

离开我的公司，去到一个更大的公司面试的时候，不好意思说我是来自一个不是 500 强的公

司。对公司来说，你的价值和价值观，决定了一切。英雄莫问出处，如果你是一个狗熊，哪

怕你从天堂走出来，也还是狗熊。 

3.5 中文简历范例及修改点评 

本章我们给出两则简历 2 次修改前后的对比、点评，旨在给大家一个简历写作上的思路

引导及参考。每个人的经历和背景都是不同的，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之前提到的简

历写作原则和方法来灵活修改自己的简历。好的简历不是将别人优秀的简历模板抄过来，而

是借鉴别人优秀的简历写作方法和思路，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思路，才能够找到不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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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方向。 

3.5.1 典型失败中文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我们以一个非常典型的失败简历作为简历修改点评案例，这份简历几乎涵盖了所有中文

简历制作中的错误。这是一个师范类院校非师范专业大三的同学制作的简历，她是在参看了

师兄师姐留下的简历模板后制作出的，事先没有仔细研究简历的制作方法。经过应届生求职

网 YingJieSheng.COM 的简历专家点评指导后，她自己对简历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二次修改

后的简历基本达到了合格简历的水平。我们在这里将她两次修改过的简历版本及专家对应的

点评、修改意见都列出来，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之前介绍的简历各要素制作要

点及简历写作原则，能够学会自己动手修改自己的简历。 
[修改前] 

 
 

      个人简历 
姓名：张媛媛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87 年 2 月                民族：汉族                     
毕业学校：××师范大学              学历：本科 
英语水平：CET-6                     身份证号：23043******* 
主修：汉语言文学（文科基地）        政治面貌：党员 
第二专业：金融 

 
 

照   片 

（页眉）学校 Logo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联系电话：135645898××             电子邮箱：an***************@163.com 
博客地址：http://k.yingjiesheng.com/1069049  
 
求职意向：语文教师，新闻记者，报社杂志社编辑，行政管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

管理公司、企业财务部门、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新闻媒介 
 
教育/经历 
2003 年 9 月——2006 年 6 月          江苏省××中学 
2006 年 9 月至今                     ××××大学  主修汉语言文学 
2007 年 9 月至今                     ××××大学   辅修金融 
 
计算机及语言能力 
计算级等级考试 一级合格             普通话水平测试 二级甲等 
大学英语六级，具备良好的听说能力和熟练地读写能力    汉语、英语口语能做到有序地成

段表达 
 
工作经历、社会实践  
 
上海市东方语林汉语之家 （2008 年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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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职位：兼职对外汉语教师 
工作情况：7-12 月担任了两位来自韩国的成人的汉语教学工作。一位来自韩国三星公司的

先生汉语程度较好，我主要负责通过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训练他的汉语读音、扩充他的词汇量、

增加他对汉文化的理解。通过 6 个月的学习，他顺利通过了 HSK 9 级考试；另一位先生属

于初级汉语水平，我主要给他讲授基本的中文对话，让他学习简单的词汇、发音、以及相关

语法。通过 6 个月的学习，他顺利通过了 HSK 3 级考试，基本掌握了中文的日常交流用语。

在该机构工作期间，工作认真，态度谦和，获得了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收获：通过这半年的教学经历，我学到了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经历，

积累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学会了在授课时用简单易懂的术语解释复杂的中文意思。讲课

时，语速尽量放慢，吐字要十分清晰。确保学生能够听清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和词。课前我认

真钻研教材，备好每一堂课。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我总是对学生尽心尽责，很有耐心。另

外我还摸索到一些实用的教学方法，对于一些难理解的字词，我总是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解释。

比方说：简单的中文、英文、肢体语言等等，甚至还可以通过我先造句给出一种特定的语境，

让学生在语境中体会字词的意思。 
 
杭州日报社（2007 暑假） 
担任职位：实习记者 
工作情况： 1.阅读新闻类专业书籍，学习基本新闻知识和技能诀窍 

 2.积极参加各类新闻采访和报道： 
①参加杭州日报举办的“ 心+心”造纸企业捐助寒门学子活动  
②对交警部门整治“ 两车行动”实地新闻采访、记录； 
③自主采访老年协会太极柔力球球队；  
④跟随采访企业“道路交通安全”培训班；  
⑤采访城市平民修鞋匠。 

 3.自主稿件誊写 
收获：1.参与采访的新闻稿刊登于 8 月 15 日和 8 月 22 日的杭州日报（具体参见附带报纸） 
       2.新闻记者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我的意志。 
       3.要当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首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敏锐的嗅觉。要有从社会中发

现新闻的能力，而且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开掘力，使新闻拥有新角度、高深度。我在本次

实习中接触到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企业家、寒门学子、交通警察、普通市民、修鞋匠……锻

炼了人际交往的能力。    
 
××××大学学生会（2007——2008） 
担任职位：组织部副部长 
工作情况：在担任组织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部门做好日常工作之外还开展主题团日活动，丰富

团员文化生活；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培训和监督。本学年，在团委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们制

定了“青春之歌主题团日活动”迄今为止，共举办了三期。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培训和监督，

新一届团委学生会成立以后，吸收了大批的 07 级新生，这为我们的团学工作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但是众多新成员的加入，使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引导任务；同时，众多主要团学干部也

需要尽快适应角色。为此，我们举办了几期团学干部培训班，邀请从事团学工作多年的资深

老师有针对性的为我们讲解团学工作的要点，并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真正起到组织的监督作用，我们为每位学生干部制定了干部测评表，主要从年度目标制

定、年度自我测评、团委老师测评、学校测评等方面，帮助学生干部全面的了解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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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能力。同时，为了检验上学期的工作，我们还针对 07 学年下半年进行了测评，帮

助大家总结过去半年的经验和收获。 
收获：通过活动，丰富广大团员的参与积极性，增强了本人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同

时也增强了部门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荣誉及个人特长 
2006——2007 学年获××××大学“二等”奖学金 
2007——2008 学年获××××大学“三等”奖学金 
书法（2008 年××××大学举行的书法比赛中获得唯一的“一等奖”） 
电子琴（专业六级） 
 
自我评价 
我在校期间学习认真，做事认真，办事计划性强，具有团队合作及创新精神，责任心和集体

荣誉感极强，能吃苦耐劳，思想积极，虚心好学，自信乐观，大方直爽，为人随和，待人真

诚，懂得换位思考，对于环境有很好的适应力 ，对待学生能作到一视同仁。 
简历专家点评及修改意见： 
简历版式方面： 
（1）简历篇幅为两页，而实际上其中的简历内容只需一页即可，应将简历内容压缩，

版式调整成一页。记住，简历要“简”，一页式简历为 优简历篇幅； 
（2）页眉处添加的学校 Logo 及“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的励志名言多

余，占用了简历上部的黄金空间位置，华而不实；加入的学校 Logo 及励志名言并不能说明

任何问题，HR 更关注的是简历的“事实”。 
（3）寻人启事式的个人信息，不够简洁，显得极不专业。 
简历内容方面： 
这份简历 大的问题就在于内容的安排，无论是从描述方式，还是与求职意向的相关程

度，都存在很多的问题。以下逐点分析： 
（1）个人信息部分  
“个人简历”四个大字不需要再写，HR 看到这样的文档当然知道是简历了，这样的方

式只会让 HR 觉得你在怀疑他的智商，因为这样的方式就仿佛在一个人的脑门上写上三个大

字“我是人”一样； 
出生年月、民族、身份证号等信息不需要写，如果招聘信息中指明要提供的再写；政治

面貌不需要写，如果是应聘高校、公务员、事业单位岗位可以写； 
毕业学校、专业、辅修专业在教育背景中提及即可，不需要在个人信息中再重复； 
关于个人照片的问题，如果形象不错的话，建议可以贴照片，否则不需要贴照片。如果

贴照片的话，建议使用标准的简历照。 
博客地址不需要加，HR 没有时间来看博客里面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此外，很可能

你在博客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被 HR 看到的话，也许会被认为缺乏职业素养。 
（2）求职意向部分 
犯了填写求职意向的大忌：目标不明确，不是针对特定职位、特定公司或特定行业来写

的求职意向。建议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意向及相关的职位来修改求职意向。从简历的实习经

历内容及教育背景来看，这样背景的简历应聘教师、编辑、记者类的职位比较有优势，建议

在求职意向中直接列出这类职位的名称。 
（3）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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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的写法没有按照时间倒序的方式，并且还将高中的教育经历罗列出来，没有必

要。由于主修专业（汉语言文学）与辅修专业（金融）的专业性质差别比较大，是否需要在

教育背景中罗列辅修专业，应该根据求职意向来决定。如果应聘银行、证券、基金行业职位，

辅修专业应该加上，并可适当加上所学的辅修金融专业的具体课程及相应成绩，但不可列太

多，选 相关的课程即可。 
（4）实习经历及社会实践 
简历中既然有在企业的实习经历，建议将学校的社会实践经历单独提出来作为实践经历

大项来写。现有的实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经历描述虽然使用了“PAR 法则”（即 P：Problem，

A：Action，R：Result）来描述工作内容，但是没有遵循“关键词说话”、“行为词说话”

原则，在描述收获方面没有遵循用“结果说话”的原则。 
在描述工作内容方面，采用了大段、流水帐式式的描述，不能有效突出自己的工作职责、

所做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HR 不可能有时间来仔细阅读、从中提取 相关的信息，应该

采用逐项逐行描述的方式，便于 HR 以 快速度看到实习工作亮点，在每段工作经历之后的

收获描述，空洞而缺乏客观结果、成绩支撑。 
社会实践中的学生会组织部部长的经历，也犯了相同的毛病，应该参照实习经历的修改

方式和注意事项进行修改。 
（5）荣誉及个人特长 
建议将奖学金和书法比赛获奖的内容单独作为所获奖励模块来描述，并应该对奖学金的

含金量进行简要描述，同时，应聘教师类、文职类职位可以加粗字体来突出书法比赛的奖励。

电子琴的技能描述可以放到技能特长部分，与英语、计算机技能一起描述。 
以下是该同学根据上述建议修改的第一遍简历，主要应聘教师类职位： 

[第一遍修改后的简历] 

张媛媛 
联系电话：135645898××  邮箱：an***************@163.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大学×××校区×号楼××室 

 
 

求职目标   ××中学语文教师 
 
教育背景 
2006.9~2010.6    ××××大学   汉语言文学（文科基地）      本科       
2007.9~2010.6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本科（第二专业） 
实习经历 
2008.7~2008.12   上海市东方语林汉语之家  实习对外汉语教师 

 担任针对韩国成人的汉语教学工作。根据学生的不同汉语水平制定教学计划，对汉语

水平程度较高者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训练读音、扩充词汇、增进对汉文化理解；

对程度较低者训练基本中文对话，学习词汇、发音、语法。  
 指导的两位学生分别通过了 HSK9 级 （原来 HSK6 级）和 HSK3 级（原先无汉语基础）

的考试。 
2007.7~2007.8    杭州日报社    实习记者 

 积极参加各类新闻采访和报导 ：①杭州日报“ 心+心”造纸企业捐助寒门学子活动

②交警部门整治“ 两车行动”实地新闻采访、记录 ③自主采访老年协会太极柔力球

球队④跟踪采访报导企业“道路交通安全”培训班 ⑤采访城市平民修鞋匠。通过接触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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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行业的 20 多个对象，锻炼人际交往能力。 
 自主稿件誊写，采访的新闻稿刊登于 2007 年 8 月 15 日和 8 月 22 日的杭州日报（具体

参见附带报纸） 
实践活动 
2007.9~2008.6    ××××大学校学生会   组织部副部长 

 协助部门做好日常工作，开展学校主题团日活动，组织主题团日活动评比。丰富同学

们的大学团日活动，增进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增强本人组织、协调、合作

能力。 
 开办团学干部培训班，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培训和监督，邀请团学工作资深老师开设讲

座，制定干部考评表，帮助干部提高工作能力，取得良好效果。 
2007.7~2007.8     2007 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志愿者 

 在豫园进行印有 Q 版姚明、刘翔形象 T 恤义卖，使用双语 
 为期一周的义卖中，小组卖出 86 件，个人成绩 29 件。（销售量第一） 
 10 月 1 日当天参加开幕式背景墙表演。 

2006.9~2009.6     ××××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基地班  学习委员 
 协助班长协调班委工作，组织策划 3 次班级大型活动：苏州春游、奉贤海湾烧烤、西

安洛阳郑州古都寻访。 
获奖情况 
2006~2007 学年  ××××大学二等奖学金 （获奖比例 6%，专业第 2 名） 
2007~2008 学年  ××××大学三等奖学金 （获奖比例 30%，专业第 9 名） 
2008.12       ××××大学书法大赛  一等奖 （1 名，参赛选手共 250 人） 
 
个人技能 

 CET-6 PASS （大学二年级）  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文笔优秀，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 
 普通话水平测试  二级甲等 
 计算机一级 
 毛笔、钢笔书法均专业六级 （ 高九级） 
 电子琴专业六级  

简历专家点评及修改意见： 
第一遍修改后的简历相对修改前，无论是在版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

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需要再改进，建议从以下方面对简历进行深度挖掘： 
（1）职位信息分析 
首先，建议仔细研究语文教师类职位的招聘信息说明，提取重点、相关信息，研究简历

关键词，并分析自身条件与职位要求的匹配度，以下是两则语文教师的招聘信息说明（将关

键词以粗体+下划线+灰背景的方式标出）： 
某高中语文教师招聘信息： 
职位要求：要求全国重点大学的综合排名 20％内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研究生。曾担任学生

干部、有较强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或教育教学科研能力、文字功底深厚的优先聘用。 
待遇：录用后，××生源（应届毕业生）或××户籍（往届毕业生）的教育硕士和全国重点

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户籍的本科毕业生，可以参加××市教育局考核，经考核合格同意

录用的，列入公办编制，享受公办教师应有的全部待遇（五险一金等）。 
某教育信息咨询公司招聘初中语文教师信息：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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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学员提供专业的高质量教学服务。 
2)帮助学员提高学习兴趣，养成好的学习方法及习惯。 
3)为学生查缺补漏，帮助学员尽快提高成绩。 
4)不断提高教研水平，紧密结合学生教学进度。 
 
招聘要求： 
1)有责任心，这是 重要的，希望新老师能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 
2)语言表达能力优秀，思维灵活，富有亲和力； 
3)师范专业本科毕业，非师范类毕业生优秀者也可； 
4)热爱教师工作，有一线教师工作经验者优先；特别优秀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可； 
5)对所授课程有深入研究，在教学上有自己的特色； 
6)有教师资格证书和一定教学经验，有很强的业务能力。熟悉本市中考和中学各年级教学；

7)敬业爱岗，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团队精神，能在学科组中互促互进。 
从上述两则语文教师招聘信息中，我们来综合分析语文教师的招聘要求及应聘者张媛媛

的个人优势和和不足，从而为简历的深入修改提供参考依据，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招聘要求及自身条件对照表 

 招聘要求 张媛媛个人背景 
 重点大学； √ 就读学校为 211 大学，符合要求，

且所在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为教育

部重点扶持的专业基地，具有优势； 

 综合排名 20％内； √ 排名前 20%以内，符合要求； 
教育背景 

 本科或研究生； √ 本科学历，符合 低要求； 

 教育科学科研能力； √ 虽然不如研究生具备的教育理论

及科研水平，但是在东方语林汉语之

家积累的兼职对外汉语教授经历，可

以弥补这方面都不足； 

 

专业技能 

 文字功底深厚； √ 在杭州日报社的实习经历可以有

力的证明符合要求； 

 教师资格证（非必须项）； √ 已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作为应届

生，毕业后即可拿到教师资格证书，

符合要求； 
相关证书 

√ 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甲等； 
 曾担任学生干部； √ 担任过校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班

级学习委员，符合要求； 

 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 担任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工作

经历可以很好证明自己的组织管理协

调能力； 
 有责任心； 
 思维灵活； 
 有亲和力； 

√ 实习经历及社会实践经历中可以

很好证明自己的责任心、思维灵活及

亲和力； 

综合素质 

 语言表达能力优秀； √ 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志愿者

的双语做销售的经历可转换为语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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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力优秀的证明； 

其他条件 
 具有本地户籍的本科生，可列入

公办编制。 
× 非本地生源，硬伤，简历中尽力避

免，不在个人信息中显示户籍信息。 
从上述招聘要求及个人背景对照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该如何在简历中突出优

势，建议大家在实际投递简历之前，针对职位要求来列出这样一个对比清单，分析自己的优

劣势，从而在修改简历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放矢。 
（2）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部分可以在精简一些，“联系电话”、“邮箱”、“联系地址”等字样可以去掉，

因为这些信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对应联系方式，不需要提示。 
（3）教育背景 
根据表 3.1 所示的招聘信息中对教育背景的要求，建议突出主修专业优势及成绩。由于

在华东师范大学辅修的金融专业与应聘的职位不相关，建议从简历中删除。如果是应聘金融

类职位，可以围绕辅修的金融专业做文章，但是在应聘语文教师这个职位时，更应该强调主

修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同时，建议在教育背景中将在杭州日报社、新民晚报发表文章的成就事实精炼概括，并

可以在教育背景中强调所获的书法大赛一等奖，将其从底部的获奖情况中提到上面来，从而

综合显示自己的文字功底。 
（4）实习经历 
在上海市东方语林汉语之家的实习能够证明其教学实践能力，应该重点介绍。建议将“东

方语林汉语之家”的公司名称修改为“东方语林汉语学习中心”，显得更加正式、专业。 
在教学方法的介绍上，建议将目前的长句再改为短句的形式，突出动词，并将实际教学

中所采用的方法（例如肢体语言解释等）以简要的方式描述出来，从而凸显自己的教学科研、

实践能力。 
杭州日报社的实习经历介绍应将参与报道的事件压缩概括，更应该突出自己在采访报道

这些事件过程中所作的工作，可以通过引入与新闻报道工作相关的动词、关键词来充分表达

自己的文字功底，并尽可能用数字表示自己的工作业绩。 
（5）实践经历 
三段实践经历应强调参与的组织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参与的时间不是 重要的。所以

建议在描述这三段实践经历的时候，将对应的时间调整到每行的 后显示。 
在描述组织部副部长的经历的时候，目前的描述缺乏实意动词的支撑，没有体现出自己

所做的具体工作内容，同时也缺乏相应的业绩体现。 
志愿者的经历描述应强调与人沟通的能力，尤其是双语沟通的能力，目前的描述过于强

调业绩，缺少实际所作工作的方法描述。建议从销售方法上适当描述，然后顺利引出业绩，

这样从侧面客观证明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学习委员的经历描述也过于简单，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处于配角的角色，缺乏主观的能动

描述。 
（6）获奖情况 
建议将书法大赛的奖励放在第一行加粗显示，突出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7）个人技能 
英语、计算机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的基础必备的能力，简历中建议分项表明，更加清晰

明确。同时，计算机能力用“计算机一级”来体现未必明智，作为文科生来说，不如转换为

对 office 办公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更有吸引力。 
以下是该同学根据上述建议第二遍修改后的简历： 
[第二遍修改后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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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媛媛 
(86) 138-6467-98**  an***************@163.com  
上海市××××大学×××校区×号楼××室 

 

求职意向        ××中学语文教师     

教育背景        

2006.9-2010.6    ××××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 科    班级排名：前 20%  

 曾在杭州日报、新民晚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可附作品）； 

 获××××大学书法大赛一等奖（仅 1 人，参赛选手共 250 人）。 

实习经历        

2008.7-2008.12    东方语林汉语学习中心      对外汉语教师                                  上 海 

 负责教授该中心 2 名韩国学员的汉语； 
 编制教学计划，针对不同汉语水平的学员，研究出中英互补、语境设定、肢体语言相结

合的独特汉语教学方法； 
 指导的 2 名韩国学员分别通过了 HSK9 级和 HSK3 级考试。 

 
2007.7~2007.8     杭州日报社    实习记者                                                  杭 州 

 负责杭州日报民生版面新闻的选题策划、采访、组稿、编辑及撰写； 
 通过电话、上门拜访等多种沟通方式，采访不同职业阶层的新闻人物； 
 采访过包括企业家、在读大学生、交通警察、普通市民、修鞋匠等 20 多个新闻人物，

并汇编相关采访稿； 
 独立采编、发表的新闻稿共计 6 篇，累计达 8000 多字（可附作品）。 

社会实践        

2007.9~2008.6     ××××大学校学生会   组织部副部长                                     上 海 
 负责组织、执行学校的各类主题活动； 
 策划开展大学团日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开办团学干部培训班，组织团学讲座，参与的学生人数超过 600 人； 
 制定学生会干部考评表，并负责学生会干部工作的绩效考评。 

2007.7~2007.8     2007 年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志愿者                                   上 海 
 使用中、英 2 种语言，向游客销售印有 Q 版姚明、刘翔形象的 T 恤； 
 一周内个人累计销售 29 件 T 恤，所在销售小组累计售出 86 件，个人销售量位列所在销

售小组第 1 名。 
2006.9~2009.6     ××××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基地班  学习委员                                上 海 

 成功策划、组织 3 次班级所有同学参与的大型户外活动。 
奖励情况        

 ××××大学书法大赛  一等奖 （仅 1 人，参赛选手共 250 人）           2008.12  
 ××××大学二等奖学金 （获奖比例 6%，专业第 2 名）           2006~2007 学年 
 ××××大学三等奖学金 （获奖比例 30%，专业第 9 名）           2007~2008 学年

个人技能        

 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甲等 
 已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将于 2010 年 6 月获教师资格证； 

 英语：CET-6，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能用英语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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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熟练运用 Word、Excel 等 Office 办公软件； 
 毛笔、钢笔书法均达到专业六级 （ 高为九级）； 
 电子琴专业六级。 

很显然，第二次修改后的简历，相对第一次修改过的简历，版式更加清晰，内容更加精

炼，针对性更强。 

3.5.2 市场营销类职位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支持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请购买完整版，购买地址见： 
http://vip.yingjiesheng.com/book/  

3.5.3 财务类职位简历两次修改案例 

支持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请购买完整版，购买地址见： 
http://vip.yingjiesheng.com/book/  

3.5.4 更多简历修改及点评案例 

硕士-生态学专业-应聘生态、环境、林业相关职位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916-1-1.html  
 
硕士-法律专业-应聘法律类职位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02-1-1.html  
 
硕士-会计学专业（海归）-应聘金融类职位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833-1-1.html  
 
硕士-自动化专业-研发类职位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15-1-1.html  

本科-经济新闻专业-应聘媒体编辑、公关、市场营销类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91-1-1.html  
 
本科-会计专业-应聘销售类（无公司实习经历）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36-1-1.html  
 
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适合应聘市场营销、销售类职位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668-1-1.html  
 
本科-法学专业-应聘市场营销、金融类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22-1-1.html  

 

附 录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简介 

参考文献 

 
购买地址：http://vip.yingjiesheng.com/newbook/  
京东商城网：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7.html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44 页 共 51 页 

http://vip.yingjiesheng.com/book/
http://vip.yingjiesheng.com/book/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916-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02-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833-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15-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91-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36-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668-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22-1-1.html
http://vip.yingjiesheng.com/newbook/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7.html


版权所有@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第三章 中文简历的制作 

应届生 BBS 简历及求职信讨论区精华资源 
 
您也可以通过访问应届生 BBS 的简历及求职信版来免费获取简历制作精华资料： 
 
应届生 BBS 简历及求职信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58-1.html  
 

简历写作/求职信写作 简历模板/求职信模板 简历修改/简历投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简历点评/修改 
    |--•  简历点评精华合集 

    |--|- •  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

应聘市场类简历点评 
    |--|- •  经济新闻专业本科生

简历点评 
    |--|- •  广告学本科应聘策划/

媒体/市场类简历点评 
    |--|- •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应

聘银行金融类简历点评 
    |--|- •  硕士研发类简历点评

    |--|- •  工商管理硕士应聘管

理咨询类简历点评 
    |--|- •  化工专业本科女生简

历点评 
    |--|- •  对外汉语专业本科市

场销售类简历点评 
    |--|- •  传播学专业本科男生

简历点评  

【更多】

 

简历要素及写简历技巧    
      (1)  个人基本信息(中

文 /  英文) 
      (2)  求职意向 
      (3)  教育经历 

      (4)  工作/实习经历 
             项目经历/社会

实践 
      (5)  获奖情况&技能/证

书 
      (6)  简历篇幅及版式注

意事项 
    •  中英文简历写作全攻

略(详细) 
    •  咨询公司HR写的简历

指导(推荐) 
    •  简历修改黄金法则 

    •  中英文简历制作指导

文件 
    •  STAR法则的简历应

用 
    •  好简历=目标 + 优势 

+ 细节 
    •  简历制作和找工作时

间管理 
    •  《应届生求职全程指

南-简历制作》  

分行业/专业简历模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份通用简历模板

（中英文） 

  •  IT/投行/快消/咨询

（9 份简历模板）

 

  计
算机

   

  营
销  

  法
学  

  金
融  

  会
计  

| | | |

  法
律  

|
  新
闻  

|
  通
信  

|
  语
言类

   

  化
学  

|

  经
管类

   

  机
电  

  电
信  

  研
发  

  管
理  

| | | |

  管
培类

   

  行
政  

|
  销
售  

|
  宝
洁  

|
  银
行  

|

 

【更多】

 
 

英文简历模板 
    •  哈佛商学院流行的简

历模版 
    •  超实用英文模板（简

单易学） 
    •  老外制作的专业英文

简历模板（推荐！） 

 
 

    |--•  简历常见疑问精华合

集： 
    |--|- •  我的简历为什么总被

拒？ 
    |--|- •  实习经历很少，简历

怎么写？ 
    |--|- •  应聘国企与外企的简

历有何区别？ 
    |--|- •  简历中要不要贴照

片？ 

【更多】

 
 

英文简历制作详解 
    •  教你制作“地道”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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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简历需要加封面和学

校Logo吗？ 
    |--|- •  简历标题(简历名称)

怎么写？ 
    |--|- •  兴趣爱好要不要写？

    |--|- •  自我评价要不要写，

怎么写？  
    |--|- •  专业课程该不该罗

列？ 
    |--|- •  CV是什么，是指求职

信吗？ 
    |--|- •  什么是GPA，如何计

算GPA？

简历 
    •  英文简历写作宝典

（全中文讲解） 
    •  英文简历必备 10 大元

素 
    •  英文简历常用词汇 

        |-•  教育背景 | 课程名

称 | 职位名称 
        |-•  校园活动 | 工作经

历 | 实用动词 
    •  Vault Guide To 
Resume(英文原版) 

    •  UC Berkeley简历指导

(含实习简历制作) 
    •  专业英文简历制作技

巧及模板(全英文) 
    •  英文简历撰写资料 

    •  投资银行英文简历制

作技巧(全英文) 
    •  英文简历模板及制作

点评(全英文)  

| 

| 

| 

| 

| 

| 

【更多】

 
 

求职信的写法 
    •  成功求职信应该这样

写 
    •  英文求职信常用表达

字词句 
    •  成功应聘四大的求职

信 
    •  求职信的写作要求  

【更多】

 
 
 

     

 

    •  成功应聘四大的英文

简历 
    •  上海交大学生中英文

简历模板 
    •  金融硕士的英文简历

    •  中山大学优秀学长的

英文简历 
    •  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简

历 
    •  投资银行英文简历模

板 
    •  4 份适用于应届生的

英文简历模板 
    •  一份地道的国外英文

简历模板 
    •  奥巴马/麦凯恩的英文

简历 
    •  亚马逊原版畅销书：

英文简历制作  

【更多】

求职信模板 
    •  优秀求职信模板（中

英文） 
    •  销售/市场/公关/管理

等 12 套求职信模板 
    •  英语求职信实用模板

（原版） 
    •  应聘银行客户经理的

求职信（中文） 
    •  英文求职信范例电子

书（英文） 
    •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

求职信（英文） 
    •  四份老外写的英文求

职信指导资料 
    •  Cover Letter Magic：英

文求职信指导  
    •  只需 15 分钟阅读的求

职信资料（英文） 

【更多】

|

|

|

|

|

|

【更多】

 
 

简历投递与网申技巧 
    •  简历标题、正文、附件等

6 大要素 
    •  手把手教你用EMAIL正

文投递简历 
    •  Email投递简历注意事项

  •简历投递 佳时间 
    •  透视简历筛选潜规则  •教

你“有效”投递简历 
    •  Email另类投递简历的技

巧(另辟蹊径/实用)  

【更多】

HR简历视角 
    •  资深HR告诉你到底怎么

写一份好的简历 
    •  优秀简历的 6 个秘诀

（from某跨国企业HR）  
    •  名企HR都是这样选简历

的 
    •  简历中应该避免的 10 个

错误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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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全攻略丛书，这套针对应届生的求职丛书包括： 
（1）《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 
（2）《应届生求职笔试全攻略》 
（3）《应届生求职面试全攻略》 
（4）《应届生求职银行全攻略》 
这四本书在各大新华书店均有售，建议您通过网上购买，购买地址： 

http://vip.yingjiesheng.com/newbook/   
（相关书目及部分内容参看本文） 

书名 网上购买地址 
《应届生求职简历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7.html   

《应届生求职笔试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5.html  

《应届生求职面试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084586.html  

《应届生银行求职全攻略》 

 

 
京东商城： 
http://book.360buy.com/10380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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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六版，2012 校园招聘冲刺）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

签约违约、户口问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

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搜索引擎的使用技巧、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

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 等内容，2012 届同学

求职推荐必读。  

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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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步步高：一位资深经理人的职业生涯感悟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8982-1-1.html  
推荐：咨询师谈大学生找工作系列（大学生必读）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1673-1-1.html  
惠普大中华区总裁孙振耀撰文谈职业和人生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4628-1-1.html  

职业规划及测评、自我分析 
如何选择就业方向（80 后的个人经验）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6834-1-1.html  
关于 80 后这一代人就业的一点理性思考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5726-1-1.html

更多职业规划及测评、自我分析精华文章，请访问：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59-1.html 
简历模板及格式样板（含中英文简历）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48-1-1.html  
简历点评及修改精华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029-1-1.html  
简历修改黄金法则(含简历模板)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3172-1-1.html  
STAR法则的简历应用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47635-1-1.html  
英文简历制作技巧、点评及模板(全英文)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463-1-1.html  

简历及求职信 
投行英文简历制作技巧及简历模板(全英文)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7976-1-1.html  
英文简历写作的技巧(中文讲解)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32861-1-1.html  
常见问题：什么是GPA？简历要贴照片吗？简历名称怎么写？…【更多问题】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25751-1-1.html  
Email投递简历应注意的重要事项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33403-1-1.html  

更多简历模板、点评修改及求职信精华文章，请访问：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58-1.html  
名企笔试面试手册（真题精选）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42-1-1.html  
笔试主要类型、典型笔试问题及应对策略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13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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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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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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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 BBS 论坛 海归求职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683-1.html  
其他热门版块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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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