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程在 JI

前言
         欢迎来到《启程在 JI》。

       作为交大密西根学院第一本职业发展类正式刊物，本手册取名“启程在 JI”，寓意从
密西根学院（Joint Institute）出发，“即”刻开启职业生涯之旅。本手册由密西根学院学
生会事业部独立编撰，学院校企合作与生涯规划教师刘燕吉担任指导。

         密西根学院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三届毕业生中很多也已经走上了职场。当联院的培
养体系开始接受雇主的检验，当联院毕业生对职场都有了一些初步经验与感悟，我们感
到编辑这样一本手册恰逢其时。我们希望本手册能够传承密西根学院校友的选择和智慧，
架设同学们近距离了解企业与行业的桥梁，并帮助大家早日找到自我，找到方向。

         本手册分为三大部分：实习篇、就业篇、海外篇。实习篇着重介绍各行各业的现状与
前景，大学生获取实习信息与机会的渠道，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学习提高。通过
这一部分，希望能让同学们了解实习的重要意义，并能够通过独立搜索信息成功进行实习，
从而尽早积累经验，为将来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实习篇相比，就业篇更加关注求职招聘中更为实际的问题——国企民企外企，各有
何种所长？简历纷繁复杂，如何呈现更佳？新人初入职场，如何更快融入？——种种问
题都是象牙塔内的我们需要学习与了解的。这一部分会更加深入介绍不同企业各异的风
格、职场经验、对大学生能力的要求，并帮助同学们了解从申请到入职的种种注意事项，
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得到职场的青睐。

         考虑到密西根学院出国深造、就业学生相对较多，有关海外实习就业的内容也不可或
缺。海外篇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行业状况介绍，海外实习及就业准备，海外工作经验
体会，海外以及海归回国就业注意事项等。同时，我们也加入了 UM Career Manual 的部
分重要内容，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该部分力图帮助将来可能到国外实习就业、
以及留学后回国就业的同学们更好地了解国内外职场的共通与差异之处，提高适应国际
化职场的的能力。

        在《启程在 JI》的编辑工作中，我们很高兴得到了多家知名企业、就业指导老师、以
及多位毕业学长学姐的热心支持与帮助，在这里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手册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定还不少。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们
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的再版与修订，从而更好地帮助大家。读者来信请至：
careerdept@163.com，也可在人人网“密院事业”主页留言。

         像阅读文学作品一样一口气读完这本手册毕竟不现实，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在需要的时
候想起这本手册，并能从中获得多多少少的帮助。我们也希望这本手册能够成为一个媒
介，提醒大家在忙于手头繁琐事务的同时，能“抬头看看路”，早日形成自我规划的意识，
主动关注相关信息，形成独立的思考与见解并付诸行动。

          时不我待，启程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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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行业介绍

1.1 联院就业信息

密西根学院 06—07 级已毕业学生的就业分布情况如下图
（表）所示。

 
2010 Graduates Placement Results

2011 Graduates Placement Results

附：Top Employers of JI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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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前准备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学业成绩是学术能力的一种体现，而实习则是一项重要的综合能力修炼。对于毕业求职，实
习经历或职场体验对我们大学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实习可以帮助你直观准确地了解一个行业，一家公司，或者一个职位，帮助你弄清你的真实兴趣所在，完成个人情况
与行业职位的匹配工作。

2. 实习可以帮助你了解并熟悉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让你提前准备，先人一步。一般来说，有过实习经历的同学在新岗
位上的适应时间更短，试用期通过率更高，更容易获得培训机会，晋升机会更多，跳槽周期也显著加长。

3. 实习可以帮助你积累人脉，为日后进入职场做一些铺垫，甚至帮助你直接获得企业的正式入职通知书。那些在实习中
非常用心、认真积累、积极反思、寻求自我突破的同学，有机会得到人力资源主管特别的关注，并获得特别的机会。

Healthcare
•Covidien

Consulting
•ATKearney

Software
•IBM
•Microsoft

Auto
•Bosch
•General Motors
•Volkswagen

Communication
•Alcatel Lucent
•Cisco

Bank
•Commerzbank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Unilever

Electrics
•GE
•Siemens

Semiconductor
•Intel
•Nation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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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有说服力且切实的严重漏洞修复计划；

4. 独立并且有效地设计、开发和使用自动化测试工具；

5. 分析软件缺陷的模式，并对产品和制作过程的不足提出
解决方案。

项目经理

1. 掌握产品的整体规划，并明确其功能或组件重要性的优
先次序；

2. 根据客户或合作伙伴的需求来具体设计、实施，领导对
核心算法的改进提升；

3. 排除项目进行中遇到的障碍，并使项目整体达到一致；

4. 带领团队在项目或功能组上达成共识；

5. 协调各个项目之间的合作依赖关系；

6. 进行定量分析并制定进度表，使项目按期得到进展；

7. 切实推动产品和技术上的创新；

硬件类：

硬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1. 实施、参与以下多领域的相关研究：例如信息处理硬件、
电子材料和元件的设计、开发、测试和应用；或者中央处
理器（CPU）、外围设备的电路、处理、封装机制研究；

2. 制定产品规格，评估供应商，分析测试报告；

3. 确保产品符合标准和规格；

4. 制定计划估算成本，评估项目的风险系数；

5. 分析、设计计算机部件及系统；

6. 引导、协调新产品的整体设计和开发；

7. 正确回应客户的请求，利用严谨的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制
定解决问题的办法。

职位要求：
1. 要求具备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

2. 对主板和计算机系统结构，模拟 / 数字电路设计，电路

       学长学姐们主要就职的几个行业从图中可见一斑。对
于这些热门行业，其名称大家想必都有所耳闻，但可能还
是缺少对这些行业的具体了解。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些
行业的具体工作内容与典型职位。

1.2  IT 业

         IT 行业有多种分类方式和多个分支，在此小编只向大
家介绍两个主要分支：计算机软件行业和计算机硬件行业。

计算机软件行业 

       计算机软件行业是 21 世纪人类开发高科技的核心工
程，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特点。它涉及电脑程序设计技术、
互联网技术、微电子技术、知识工程技术等高科技领域。

        让我们详细看一下几个主流职位的具体职责和职位要
求。

计算机硬件行业

        计算机硬件业主要包括计算机从材料﹑芯片﹑板卡﹑
显示﹑存储到整机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和制造。目前我国
计算机硬件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产生了联想、方
正这样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

软件类：

软件开发工程师

1. 设计软件的功能、架构并权衡利弊；

2. 编写可靠，保证质量的代码，并与他人协作进行代码审
查；

3. 编写单元测试（对软件中的最小可测试单元进行检查和
验证）；

4. 对软件的性能，运转和可维护性负责；

5. 确保客户和工作伙伴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及时解决客户
和工作伙伴的问题。

软件开发测试工程师

1. 与开发人员紧密合作，对架构，设计及源代码进行分析
并检测潜在的风险；

2. 针对产品所具有的功能创建测试计划，测试策略和测试
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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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数字电路组件，熟悉各种逻辑系列的应用；

3. 熟练运用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器、电路设计软件
工具（如 Cadence）；

4. 了解云技术、高性能计算技术和计算机系统构建。

职位要求：
1. 有分析复杂技术问题的经验；

2. 出色的英语能力；

3. 能主动而有热情地工作，有很强的企业归属感；

4. 善于团队协作，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觉、独立开展
工作。

1.3 机械类

       机械类专业涉及的就业范围很广，如从事机械设计与
制造，加工工艺规程的编制与实施工作，从事机械、电气
等控制设备的维护维修工作，从事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
高智能设备的编程及操作工作，从事机电产品的销售和服
务工作。

       由于机械专业涉及范围之广，下面只介绍三个在就业
市场上较为热门的职位：

机械设计工程师：
       
1. 负责机械设备及有关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包括外部、内
部结构及工装设计，使产品符合可靠性、可生产性、可维
修性和成本的要求；

2. 根据市场、生产的需要，对产品的设计提出改进方案并
及时执行；

3. 实施产品的结构件的可靠性实验，并做好零部件的评估
和验证工作及产品结构风险分析。

机械质量工程师：

1. 对机械设备及有关零部件进行质量控制分析与现场质量
管理，对存在的缺陷及时进行技术改造或调整，确保设备
运转在良好的状态；

2. 制定机械设备的预防性维修、保养及大修计划，并负责
维修工作的组织实施及检查，确保维修质量；

3. 对原材料、零部件及机械产品进行测量、试验与分析。

板设计有较深的认识，具备解决电路及系统级问题的能力；

3. 要求对高速硅的原理和设计有很深了解；

4. 熟悉 HDL 相关工具，了解 PCB 制造及相关技术，了解
HDI 技术和 SMT 工艺尤佳；

5. 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普通话和英语能力（在口语和写
作两方面），必须具有团队协作能力；

6. 强大的自我驱动力和迅速融入高强度工作环境的能力。

硬件测试人员

职位描述 :
1. 创建，定义和开发系统的硬件验证环境和测试套件；

2. 运用仿真平台的工具和技术，以保证产品质量、性能要
求；

3. 负责测试方法的开发，验证计划的执行，并对故障进行
调试；

4. 需要对多个系统领域进行广泛的了解，需要联系架构、
设计、验证调试等多方面内容。

职位要求：
1. 良好的沟通能力，性格开朗，善于团队工作；

2. 愿意接受挑战，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在规定时间内能很
好地完成任务；

3. 有良好的计划，注意细节，对数字敏感；

4. 了解个人电脑产品设计的知识、过程、验证和质量保证
过程；

5. 了解 IA 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硬件和软件集成；

6. 熟知 PC 结构体系、BIOS、操作系统、软件驱动程序和
固件，以及了解他们如何合作为一个整体；

7. 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普通话和英语能力（在口语和写
作两方面）。

硬件设计工程师

职位描述 :
1. 熟悉信号完整性知识，有很强的模拟 / 数字电路设计技
能，有高速数字总线（如 PCI，周边元件扩展接口）的设
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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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实习生在公司的实习期通常需要达到三个月或以
上，形式分全职兼职两种，全职实习生周一至周五工作 5
天，兼职实习生一周需要保证工作 3 个工作日以上。我们
鼓励同学们在假期进行全职实习，以获得更全面连贯的实
习项目经验。

实习生招聘流程：
          以下给出这家企业招聘实习生的具体时间安排

  

  

   

       可以看出，暑期实习仍是现今主流的实习形式。就我
们学院的学制而言，如果希望在寒假和春季找到实习，则
需要我们自身更主动地探索实习机会。但上述的实习生招
聘流程仍是普遍并且值得借鉴的。

3. 寻找实习的渠道

3.1 企业官网申请

          尤其对于实习来说，官网网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众多企业，尤其是大部分知名企业，在官网上都有详细的
实习政策说明和完备的网申系统，这就有待大家自己积极
去探索啦。不同企业进行网申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要做
好目标企业的情报收集工作。

下面是几个网申的 Tips：

Tip 1：建议用一个统一的用户名、密码，方便记，因为海
投会导致你记不了那么多东西。还要注意公司网申系统对
邮箱的要求，使用它建议的邮箱注册，防止注册失败和信
息丢失。注意一定不要用一些很不正式的邮箱，如 QQ 邮
箱。

Tip 2：网申资料填写的时间是越早越好，网申资料的提交
时间就有技巧了，最好在填完之后再回头检查一下有没有
错误，在网申结束前的一周交。太晚交可能会因网络塞车
发生意外，因为大多数人都会等到最后交。此外 HR 心里
也有一个潜规则：在网申前期提交简历的人，大部分都很
优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最后人才越少。

机械工艺工程师：

1. 根据工艺需要，设计工艺装备并负责生产过程工艺的控
制和优化；编制产品的工艺文件，制定材料消耗工艺定额；

2. 设计公司、车间工艺平面布置图；

3. 承担工艺技术管理制度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监督执行工
艺管理、工艺纪律。

1.4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小到一个
开关的设计，大到航天飞机的控制运行，都有它的身影。

       电气工程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分两块：电子控制、电
器成套设备企业——在电气设备的自动控制、信息处理、
研制开发等领域担任工作，参与工业制造或检测设备、家
用生活设备、高新医疗设备的设计、测试、制造。能源输
送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到各级发电厂、供电局、各类
大中型企业从事电力输送设备的设计、维护等工作，或进
入智能交通管理、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楼宇节能及安全
等多个其他领域。

       电气行业汇聚了大量优秀的企业。无论是国企，例如
中电电气集团，还是外企，如通用电气，西门子等，都是
世界一流的用人单位。

2. 寻找实习的时间与流程

       对于非 2+2 的同学来说，实习的最佳时间是大三的冬
季假期再加上春季学期这段时间。大一大二功课繁多，相
对于实习重要，用这段时间实习有本末倒置之嫌，不过这
段时间应该尽早准备出简历，以备急需；同时按照简历上
自身缺乏的经历进行弥补充实。大三冬季和春季这小半年
时间是找工作以前唯一的一个空闲时间，抓紧这段时间可
以找到 1-2 份实习。大四因为找工作、考研、准备出国时
间也非常紧迫，不适宜实习。

       以上是对大家找实习时间上总体的建议，但具体落实
的时候，各大公司的实习时间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挑选了
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企业的实习政策，供大家参考。

实习计划简介

         2013 暑期实习生计划是为即将于 2014 年毕业的本科、
硕士、博士学生量身打造的实习计划，旨在帮助在未来一
年有全职求职意愿的同学提供了解和加入本公司的最佳机
会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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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参观

       密西根学院事业部每年都会组织同学去一些知名企业
参观。同学们届时将有机会深入了解企业的工作内容，工
作环境和企业文化。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和企业工程师或者
企业招聘人员交谈了解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鲜的招聘政
策。这些资源对于寻找实习和工作的同学们来讲都是很有
帮助的。 

3.4 内部推荐

       通常大公司都会有完善的内部推荐机制，并给予举荐
贤才的员工奖励。比如，每年的实习生都可能出现招不满
或者突然有职位空缺需要马上弥补的情况。如果你同学出
色的成绩得到了认可，老板很有可能希望他推荐一些和他
一样优秀的人。如果同学推荐了你，则你较有可能直接得
到面试机会，省却了海投海选的繁琐过程。

       工作几年后想跳槽，也别忘了老同学。可以请他把自
己的简历投入公司人才库，一旦自己被录取了，老同学还
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何乐而不为。

3.4 内部推荐

        通常大公司都会有完善的内部推荐机制，并给予举荐
贤才的员工奖励。比如，每年的实习生都可能出现招不满
或者突然有职位空缺需要马上弥补的情况。如果你同学出
色的成绩得到了认可，老板很有可能希望他推荐一些和他
一样优秀的人。如果同学推荐了你，则你较有可能直接得
到面试机会，省却了海投海选的繁琐过程。
    
       工作几年后想跳槽，也别忘了老同学。可以请他把自
己的简历投入公司人才库，一旦自己被录取了，老同学还
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何乐而不为。

Tip 3：关于开放性问题（opening question）：做开放性问
题前，要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进行一个总结，在什么时间和
什么人做了什么活动。然后把自己的经历和 oq 匹配起来。
回答开放题注意细节，强化能够证明自己能力的事实，同
时要拿出细节事例证明自身的能力，提高答题的可信度。
写完后自己要有留底，就不怕面试前不好准备了，也可以
作为其他公司 oq 的模版，因为有时候很多公司的 oq 都很
相像。

Tip 4：用一个 word 文档把所有填写过的网申资料都复制
下来，这样以后填写的时候可以复制粘贴，不用到处找，
很方便。

Tip 5：网申结束后，要做好记录，记录下你什么时间在什
么途径投了什么公司的什么职位，以及工作地点和后续招
聘程序的时间。譬如说有些公司要电面，那么你交完简历
后就要随时准备接听来电，并提早准备好电面。还要做一
个备注栏，记录自己在招聘进程的结果。

3.2 校园宣讲会

       校园宣讲会是每年大型企业面向毕业生的专场宣传活
动，主要介绍企业的历史，现状，用人标准等等，会后会
有提问环节。校园宣讲会主要以招聘大学毕业生为目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企业开始召开实习生宣讲
会。 

       建议同学们可以提前去感受下宣讲会是什么样的，特
别是自己喜欢的行业和公司。也不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
可以听听各行各业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等到真正找工作
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听宣讲了，也没心情去听其他
行业的。

       宣讲有几个作用：了解公司历史、现状等信息；有些
可以现场投递简历，甚至进行简短的笔试面试（所以参加
时应带上简历）；最重要的还是了解企业用人标准，同时
观察公司的职员是什么样子的，面试的时候就可以有的放
矢，往那些方向去表现。此外，因为这种人以后有可能就
是你的同事，如果你不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那么
这个公司可能就不适合你。 

       宣讲会更应多听听该公司强调什么样的文化，该职位
强调什么样的能力。比如领导在讲话的时候多次提到了“沟
通能力”、“合作能力”，就说明这个公司是强调沟通和
团队合作的，你在准备简历、面试时就都可以向这个方向
倾斜。

       宣讲会其实不必那么早到，就算很多人去总还是能找
到位子。只要做第一排就行了，第一排很多人不敢坐，何
必呢。因为第一排是给嘉宾坐的，而嘉宾往往坐不满第一
排，尽管去坐吧。而且还很可能坐在 HR 的旁边，还可以
交流交流，何乐不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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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或者杂志一份： 有时等候面试的时间很长。不过
千万不要携带“八卦”报章杂志，最好携带相关专业杂志，
显现出你始终关注这个领域的动向。

        公文包一只： 若要携带以上物品，可准备一只适合自
己的公文包，手袋是挤不下这些东西的，况且其中有些文
件不能折。

       如果你有工作成果的证明或者作品甚至专利证明，请
务必带上，这可是证明你自己的最好的“秘密武器”！

4.2 自我介绍技巧

       进入单面意味着要与 HR 一对一单挑了，如何在谈笑
风生中赢得对方的青睐？——自我介绍往往是决定成败的
第一步。 

自我介绍的内容

       首先请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虽然应试者与面试考
官打招呼时可能已经告诉了对方，而且考官们完全可以从
你的报名表、简历等材料中了解这些情况，但仍请你主动
提及。这是礼貌的需要，还可以加深考官对你的印象。

        其次，你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你的学历、工作经历等
基本个人情况，提供给考官关于你个人情况的基本的、完
整的信息。这部分的陈述务必简明扼要、抓住要点，一定
要和面试职位有关系。一个结构混乱、内容过长的开场白，
会给考官们留下杂乱无章的印象，削弱对继续进行的面试
的兴趣和注意力。

自我介绍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自我介绍应该是 3 ～ 5 分钟较适宜。时
间分配上，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自我介绍的特别提醒

       应试者除了应面带微笑、目光直视、坐姿端正外，请
以沉稳平静的声音，中等的语速，清晰的吐字发音。声音
小而模糊、吞吞吐吐的人，一定是胆怯、紧张、不自信和
缺乏活力与感染力的。若手脚总是不安稳，忙个不停，则
不仅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而且显得心不在焉，相当不礼
貌。眼神惊慌失措，躲躲闪闪，该正视时目光却游移不定，
会给人缺乏自信或者隐藏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印象；而死盯
着考官，又难免给人压迫感，招致不满。

       情绪也是一个需要控制的重要方面。如果在自我介绍
中起伏波动，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介绍自己的基本
情况时面无表情、语调生硬；在谈及自己的优点时眉飞色
舞、兴奋不已；而在谈论自己的缺点时又无精打采、萎糜
不振。

4. 面试

       无论你是希望获得一份实习，还是面对正式的求职，
用人企业面试都是你必须通过的一关。如何在众多竞争者
中脱颖而出，下面这些常识与技巧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

4.1 面试前准备

面试着装须知：

       面试中，你踏进面试会议室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你
的仪表。在考虑衣着时请先考虑公司的性质以及应聘的职
位。如果公司规定穿制服的话，你就要考虑准备整洁大方
的套装。比如若你是应聘销售、公关、市场等职位的，可
能穿深色或者灰色的套装就比较合适。当然，你可以用一
些雅致的小饰物装扮自己。如果是有些 IT 网络公司，尤
其是规模较小的创业公司的话，便装也不会有太大不便。
服装问题应该在面试前晚就决定，考虑周到，不要临时变
卦。

       对男士而言，深色西装适合任何面谈，再配上白色或
者浅灰浅蓝衬衣、款式简洁的领带。切记不可选择颜色明
亮的领带，廉价蹩脚的领带夹也会减分。衣服必须干净平
整，头发务必梳理整齐。

       女士的服装比男士有更多的选择，但仍以保守为佳：
深色或者中性色的套装或夹克和裙子，配上一件端庄的衬
衣 ( 请勿加花边 )，穿上与之相配的深色长筒袜以及半高
跟的轻便鞋子 ( 不要穿露出脚趾的或鞋跟过于细高的高跟
鞋 )。使用棕色或黑色的手提包，将化妆品、履历表等放
在里面。裙子以过膝的一步裙为好。发型也需保守。另外，
白色、亮眼的黄色、橙色、粉色系列的套装不太适合面试。

面试需要携带的物品：

         钢笔或水笔两支： 以备随时填写正式的表格。

         记事本： 面试时记录或计算可能用得到。将笔和笔记
本放在手提包的外层，方便随时使用，不至于到时现翻，
浪费时间又显得缺乏组织能力。

         最近更新的简历：至少两份，多多益善。即使你的简
历已使你获得面谈机会，约谈者仍有可能收取另一份履历，
准备完整的履历表有两个目的：第一，在公司填写申请表
时，可随时取出作为参考；第二，面谈后可直接留给公司。
多准备几份的目的在于如果不止一个面试官的话，可以表
现出你的仔细完备。

       文凭和各种证书： 俗称“敲门砖”，如果担心丢失，
就带复印件。（照片和身份证 有可能用不着，但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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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这时，你不仅要做好准备，更要沉着冷静，不卑不
亢，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真实地展现自己最
优秀的一面。不过虽然“怪题”很多，还是会有一些经常
出现的问题，而且它们也不时换一个“面目”出现，所谓
“万变不离其宗”。

          下面小编总结了单面中 HR 经常提问的五个问题。

4.3 五个典型面试问题

1. 为什么想进本公司？

        通常这是面试官最先问到的问题。此时面试官就开始
评断录用与否了，建议大家先判断自己去应征的工作性
质——是专业能力导向呢，还是强调沟通等能力。其实现
在市场上的企业越来越多视口才为基本能力之一。在此时
就要好好表现自己的口才，口才较差者就务必表现出自己
的专业能力和诚意，弥补口才不足的部分。
       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要积极正面，可以稍稍夸一下
面试公司，但一定要诚恳。对于社会新鲜人的建议则是，
由于之前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可以坦承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过用语还是要思考一下。

2. 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点？

        相信大家心中一定都有答案吧！每个人的价值观不
同，评断的标准自然也会不同。但是，在回答面试官这个
问题时可不能太直接就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不过一些
无伤大雅的回答倒是不错的考虑，如交通方便、工作性质
及内容颇能符合自己的兴趣等等。如果这时能仔细思考出
这份工作的与众不同之处，更在面试上会大大加分。

3. 对公司的了解有多少？

        这时面试前的准备就派上用场，将你之前所吸收的信
息发挥出来吧！至少要知道公司的产品是哪些，提供哪些
服务等等。

4. 对工作的期望与目标何在？

        这是面试者用来评断求职者是否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
期望、对这份工作是否了解的问题。因为对于工作有确实
学习目标的人，通常学习较快，对于新工作也较容易进入
状态。建议你最好针对工作的性质找出一个确实的答案，
并提出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实规划。

5. 你希望的待遇为多少？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实在目前，一般大型企
业在招聘时就会事先说明基本底薪、薪资待遇如何；而中
小型企业有许多仍以个人能力，面试评价做作为议薪的标
准。建议求职者可以利用网络查询薪资定位的相关资料，

          不要口气太大。有的应试者表示若将来踏上工作岗位，
“一定要……”、“绝对……”如何如何。诸如此类的保
证，似乎在做就职演讲。

面试中应避免的小动作

         

 
          
       开场白结束了，但面试才刚刚开始。面试一般有较为
固定的程序和模式，不过 HR 在招聘人才时往往也要经过
一番精心策划，巧妙地向应聘者提出各种不期而至的怪题
难题，令你防不胜防，从而使你褪去包装露出“庐山真面

挠头（女生拨弄头发）

两手交叉于胸前

卷衣角

跷二郎腿

不停看表 抖腿

 坐姿不正（1）  坐姿不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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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个人的价值观、经验、能力等条件，做出最基本的薪
资判断。

4.4 群面小贴士

        很多人都害怕群面，觉得周围的人都是高手，觉得自
己的专业和工作的关联不大，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现自己才
好。但群面最好的方式就是 be yourself、自信合作。刻意
地表现只会适得其反；有时专业不关联，反而会有意想不
到的思路。

         在群面中，通常有形或无形地存在三个角色：引领人、
群众、汇报人。

        引领人，也就是所谓的 leader，是群面过程中所有人
都想扮演的角色，但大家往往为了引领整个讨论会激烈争
执，甚至给面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群众则是根据引领者的思维发表观点的求职者，一旦

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反驳之前引领者的思路，那么
也很可能在群面中脱颖而出。
       汇报人的职责则是做总结陈词，通常也能够引起面试
官的注意。

      “群面”有一个这样的规律：不是发言越多越好。如
果没有独到深刻的观点，那么发言太多反而会被扣分。而
认真倾听他人观点、不紧不慢表现从容的发言者，往往会
获得较高的评价。我们常常说，语不在多而在于精，这在
群面中尤其重要。另外，很多求职者在群面中，由于急于
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对同组中不同的意见恶语相加，
这也是大忌。因为在团队合作中，尊重队友观点、重视合
作、具有团队意识，也是公司选拔人才的基础。

        此外，如果能够准备纸笔，记录要点，就能够在讨论
结束前，将各成员交谈要点一一归纳，分析优劣，点评不
足，如果能够适时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并将最后讨论纪
要整理成文，上交主考官，则也能展示流畅的文字功底，
给面试官留下精明能干的印象。

        实习生经常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生，总是觉
得自己被忽视，实习期没有事情可做，白白浪费时间；作
为企业，觉得实习生不懂公司工作流程，无法把重要事务
交托给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实习生究竟该如何找准自
己的位置呢？ 

1. 融入工作团队 

          只要你不是空降的总监或总经理，当你加入团队工作，
肯定是你先融入团队而不是让团队来配合你。先放下你的
先进理论、经验学识，先学会别人现在的一套方法再说。
让整个团队的大机器继续顺畅运行，而不是因为你的到来
而出现问题或者停滞。说白了，就是暂时的“头儿说什么
就是什么”。至于“为什么”和“对不对”的问题，过段
时间再考虑。

2. 主动找事情做

       在你来之前，一般团队都已经能正常工作了，可能只
是有些忙而已，你突然出现可能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事情让
你做。闲等着别人来叫你做事是很不好的。应对这种状态，
想办法找事情做就显得尤为关键。

        首先要做的，是获取信息。没事儿就到负责人那里转
转，看看人家在做什么项目，然后问问是否需要做点图片
处理、文本装订、测量、制作样板这些大学生能胜任的工
作。也许这些事情此刻不是很必要，但也是需要做的，在

你很好地完成一些细碎的任务之后，重要些的任务才有可
能被交给你。 

3. 态度决定一切
        
        没有一个好的态度，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不管在哪
种单位实习，都应该把它当成是很重要的单位。实习过程
中态度必须认真，表现出积极上进，谦虚做人、勤奋做事
的心态。

        不懂的东西要多去问，交办的事情要按时完成。做事
就要坚持，再苦再累再烦琐，也要把它做好。另外，注意
工作中的心态，要尽量开心每一天，要为了乐趣而工作。

4. 要有责任感

       很多公司繁忙时加班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虽然尽量不
会让实习生加班，但有的时候不得已需要延长工作时间，
也会提前通知。大部分实习生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对加班
没有什么怨言。但也有人，经历这么一两次之后，觉得太
辛苦，只说一句“事情太多撑不住”就走人了，这种不负
责任的行为会让公司其他同事非常反感。

5. 衣着要得体

       实习着装在实习过程中也非常重要。不管在什么实习
单位，着装都要求得体大方。在实习面试阶段，最好能着

如何做好一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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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学长、专业教师、辅导员都可以是咨询的对象和
学习的榜样。如遇上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嘉宾，也不妨问问
他们的成长道路和对专业就业的建议。
    
        下面是我们对 2010 级学长，事业部前副部长钱家伟的
访谈稿节录。希望其中的内容能对寻找实习的大家有所启
示。

Q1：钱学长，请问您申请实习的方式是什么？

A1：学校 BBS 的 part time 板块上有很多注明了要求的招
聘启事，认为自己符合要求就把简历投了过去。

Q2：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面试经历么？

A2：我参加过很多家公司的面试，大多数职位面向的都
是研究生。外企普遍对英文要求高，EMC 有英语自我介
绍环节，GE 面试是全程英语的。所以英语一定要学扎实！
我最近面试的一家公司，面试时问我做过的课程项目，具
体用到了什么算法。整个面试其实是个很愉快的相互交流
的过程，不要拘泥于他问你答的模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
的效果。

Q3：您实习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A3：做研发。具体的说是：数据处理，开发新的功能，
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

Q4：这份工作对 ECE 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A4：数据结构，基础的语言、课程设计、课程作业。基
础课认真学了基本就够了。

Q5：您觉得工作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5: 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像课程作业，会有很多是
没学过的，所以需要自己去做研究，了解算法。尤其对于
本科生来说，知识储备不够，在研究生面前多少会感受到
竞争的压力。

Q6：请您对学习 ECE 专业的同学提一点建议

A6：我自己是软件编程方面的，数学要好好学！离散会
对以后数据结构的学习有很大帮助。数学对于算法也是有
帮助的。简而言之它是和专业课比肩的重中之重！

Q7：能给一些其他关于找实习的其他建议么？

A7 :  START EARLY。有意识地参加一些社团和志愿者活
动，丰富自己的简历。课程项目也可以写进简历里面，一
些小事只要能反映你的个性，就大胆地写上去吧。我曾经
写过三四个系统（网页设计方面），我把它们写进了简历
里（虽然感觉写得挺烂的…）。微软面试的时候，如果把
自己开发的小软件带过去，会有很大的加分！所以，要是
对编程有兴趣的同学，多尝试写写代码，也是很有帮助的。

正装，以显示对单位的重视和对面试官的尊重。在进入实
习单位前几天，要学习该单位的规章制度及着装要求。一
般来说，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企业都要求正装，因为代表
公司的形象。因此，准备实习的同学提前准备一套正装是
有必要的。即使是后台工作岗位，拖鞋、短裤之类的也是
不允许的。具体看该公司明文规定的着装要求和周围员工
的着装情况。没有特别的要求单位，则做到整洁大方，不
穿奇装异服即可。

6. 多学习、多充电

       一般来说实习的内容都与自己的专业有一定的联系，
而实习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上课时很多概念并没有弄清楚、
很多知识并没有弄明白。因此，在实习之前最好结合工作
内容，复习相关专业知识。实习过程中在下班以后也可以
经常复习回顾工作相关知识。另外，实习过程中可以携带
一本该专业领域的工具书，这样随时可以查阅。还有很多
同学找不到自己的专业对口公司，那一定要尊崇自己的理

想和兴趣，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然后在这些方
面下苦工，多读书、多查资料，给自己充电。

7. 沟通技巧很重要

       做好一份工作离不开好的沟通技巧。当然沟通分为很
多种，包括语言沟通、身体语言沟通、以及现在的以网络
为载体的沟通。语言的沟通要做到“言之有物（即说话力
求有内容）、言之有情（即说话要真诚、坦荡）、言之有
礼（即言谈举止要有礼貌）、言之有度（即说话要有分寸
感）”。身体语言沟通时要注意站姿（坐姿）要端正、手
势要适宜、面带微笑。网络形式沟通时，如果电子邮件数
量比较多，需要对电子邮件的轻重缓急排序，然后按顺序
进行处理。另外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把电子邮件、短信
发出去，还要确保信息到达对方并收到对方的回复。也就
是说，我们不仅要确保事情做了，还要确保事情做完后的
效果。

学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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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你准备好了吗 
1. 自我认知测试
   
        “我性格内向 / 外向，适合什么工作？”  “哪些职业
正好匹配我的性格？”  “以我的个性从事什么行业好？” 
“我是不是该继续现在从事的职业？” 无论是正待走进
职场的毕业生，还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面对这类问题
都会感到困惑——性格因素和职业选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
样的关联呢？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能够科学地揭示性格与职
业选择之间联系的测试理论 ---- 霍兰德理论。 希望这个
测试理论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好
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
   
        约翰 • 霍兰德是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
授，美国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他于 1959 年提出了具有
广泛社会影响的人业互择理论。这一理论首先根据劳动者
的心理素质和择业倾向，将劳动者划分为 6 种基本类型，
相应的职业也划分为 6 种类型：霍兰德的职业选择理论，
实质在于劳动者与职业的相互适应。霍兰德认为，同一类
型的劳动者与职业互相结合，便是达到适应状态。劳动者
找到适宜的职业岗位，其才能与积极性才会得以很好发挥。

六种劳动者及其适应职业类型：

社会型：(S)
共同特点：喜欢与人交往、不断结交新的朋友，善言谈、
愿意教导别人，关心社会问题、渴望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寻求广泛的人际关系，比较看重社会义务和社会道德。适
应职业如： 教育工作者（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社会
工作者（咨询人员、公关人员）。

企业型：(E)
共同特点：追求权力、权威和物质财富，具有领导才能。
喜欢竞争，敢冒风险，有野心、抱负。为人务实，习惯以
利益得失、权利、地位、金钱等来衡量做事的价值，做事
有较强的目的性。适应职业如：项目经理、销售人员、营
销管理人员、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法官、律师。

常规型：(C)
共同特点：尊重权威和规章制度，喜欢按计划办事，细心、
有条理，习惯接受他人的指挥和领导，自己不谋求领导职
务。喜欢关注实际和细节情况，通常较为谨慎和保守，缺
乏创造性，不喜欢冒险和竞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适应
职业如：秘书、办公室人员、行政助理、图书馆管理员、
投资分析员。

实际型：(R)
共同特点：愿意使用工具从事操作性工作，动手能力强，
做事手脚灵活，动作协调。偏好于具体任务，不善言辞，
做事保守，较为谦虚。缺乏社交能力，通常喜欢独立做事。
适应职业如：技术性职业（计算机硬件人员、摄影师、制
图员、机械装配工）。

调研型：(I)
共同特点：思想家而非实干家，抽象思维能力强，求知欲
强，肯动脑，善思考，不愿动手。喜欢独立的和富有创造
性的工作。知识渊博，有学识才能，不善于领导他人。考
虑问题理性，做事喜欢精确，喜欢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
探讨未知的领域。适应职业如：科学研究人员、教授、工
程师、计算机软件人员、医生。

艺术型：(A)
共同特点：有创造力，乐于创造新颖、与众不同的成果，
渴望表现自己的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做事理想化，追
求完美，不重实际。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和个性。善于表
达、怀旧、心态较为复杂。适应职业如：艺术方面（演员、
导演、艺术设计师、雕刻家、建筑师、摄影家、广告制作
人），音乐方面（歌唱家、作曲家、乐队指挥），文学方
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然而，大多数人都并非只有一种性向（比如，一个人
的性向中很可能同时包含着社会性向、实际性向和调研性
向这三种）。为了帮助描述这些情况，霍兰德建议将这六
种性向分别放在一个正六边形的每一角。霍兰德认为，这
些性向越相似，相容性越强（在下图中表现为性向集中于
六边形相邻而非相对顶点），则一个人在选择职业时所面
临的内在冲突和犹豫就会越少。由此产生了测试量表。

       霍兰德测验量表将帮助人们发现和确定自己的职业兴
趣和能力特长，从而更好地做出求职择业的决策。如果你
已经考虑好或者选择好了自己的职业，霍兰德测试将使你
这种考虑或选择具有理论基础，或向你展示其他合适的职
业；如果你至今尚未确定职业方向，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一个恰当的职业目标。下面举出一个实例，供大家
参考。
  
        如下一页图，您的霍兰德代码是：RSE（实际 81.8% + 
社会 81.8% + 企业 81.8%）。

说明：
⒈您的职业兴趣范畴在蓝色六边形突出的区域。
⒉若蓝色区域呈正六边形或接近正六边形，则报告可能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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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步了解了这种测试方法之后，不妨认真地做一次
自我测试。
传送门 1：http://www.apesk.com/holland/index_online.asp
传送门 2：http://www.xjy.cn/ceping/a/3/

2. 民企国企外企的选择

       论就业大势，民企国企外企，三足鼎立。在我们联院
一些学生眼中，外企是最适合我们的，也是最为理想的去
处。然而其实三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选择时还是要从
个人情况出发仔细思量。下面我们简要为大家分析下民企
国企外企三者的优缺点：

       首先，我们讲讲同学们趋之若鹜的外企。外企优点简
略来说就是看上去“高端洋气上档次”。外企的待遇普遍
比较好，养老保险、公积金、商业医疗保险和统筹医保也
一应俱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外企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
细致的培训计划，合理的职业规划，上级比较开明公正、
就事论事，个人可以学习和进步的空间很大。所以总的而
言，外企象征着成熟、先进的企业形象。然而，外企的门
槛较高，竞争很大，应聘的通过率较低。此外，高回报意
味着高投入，工作强度大，加班往往是家常便饭。如果与
自身的体质不相合，而付出了健康，就大大得不偿失了。

         其次是国企。据就职于中国电信的李享学长介绍：“国
企的工作环境更加稳定，压力和强度都小一点，而且福利
待遇优厚”——光是这几条就很诱人了。然而，每年竞争
国企岗位的毕业生也是挤破头，真正能进去的又有几个？
而且当下靠关系也是个无法忽视的因素。此外中国人“擅
长”勾心斗角，大家别小看国企中绝对不少的“角斗士”
们。所以对那些初入职场的毕业生来说，对自我能否适应
国企的工作氛围应有个认真的把握。

       最后介绍我们似乎一直都存有偏见的民企。不得不承
认的是，民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如
管理效率不高，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都急需解决。然而
我们也要看到民企在不断地进步，他们是我们的民族企业，
有渴望学习和进步的一面。大处来讲，作为新一代大学
生，支持民族企业我们责无旁贷。其实如谷歌微软曾经不

也是“民企”吗？从我们对温州长江汽车电子公司的采访
中了解到，现在很多民企求贤若渴，提供的薪资待遇也比
较高——某些大型民企给的工资甚至比外企同类职位高出
30-50%，有的几乎双倍。此外，民企也较容易让雇员直接
接触其核心技术、让他们担当大梁，个人发展空间很大。
所以无论从当代年轻人的责任，还是从发展前景上来看，
民企都不失为值得考虑的明智选择。

       综上所述，外企国企民企可谓各有千秋。下面是我们
对温州长江汽车电子公司的访谈稿。

转变观念，民企也是金饭碗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当年人才市场，外
企大幅收缩招聘名额。一时间，国企成为毕业生的首选。
然而，随着国内 GDP 放缓，国企也相应减缓了招聘力度。
这一变化，让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找不着北”。其实，
作为每年消化劳动力最多的民营企业，一直默默扮演着国
民经济的坚实后盾。在改革浪潮和社会经济的剧变中，民
企被赋予更多历史使命，即将在全球化的舞台中，发出中
国自己的声音。转变观念，在民企振兴阶段加入，亦能找
到自己的“金饭碗”。

       近日，我有幸参与了温州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举行
的一场校园宣讲会，会议由公司人力资源主管李靖主持。
李靖主管着一件简单而朴素的夹克，与我心目中光鲜亮丽
的 HR 形象大相径庭。然而他却未曾将话语浪费于冗长的
官腔和陈述，甚至未曾犹豫地将职位起薪报了出来——比
同行业水平高了近两倍！我这才意识到他言语中含着一丝
比西装革履更引人的地方，一丝先前不曾从企业 HR 口中
流露出来的，一丝宝贵而稀少的诚意。李靖主管所代表的
企业，温州长江汽车电子，发展势头正猛，愿意提供一份
高工资涨幅的未来。更重要的，他求贤若渴的诚恳，令人
难以忘却。

       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企为何风景独好？民企发展有
哪些优势？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用人观呢？就此，笔者对李
靖先生进行了专访。

政策支持，发展迅猛

        越来越多的人说起外企的光鲜不再和无可避免的衰
退：民企这边，却是风景独好。席间李靖主管便举出中国
电器业崛起的例子。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家电几乎垄断
中国市场。三十年之后，2011 年海尔收购三洋，2012 年
索尼夏普日立均陷入赤字；而反观中国民企，12 年全年
海尔节能空调市场份额占到 44％。在国际冷柜市场，海
尔也以占有量 16.7％跃居全球第一。

          那么是什么催生了民企这种爆发式的发展？面对我们
的疑问，李靖主管答道，近年国家政策的扶持无疑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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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作用。12 年促进民间资本的“新 36 条”22 个
实施细则相继出台，《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总体方案》的面世……国家扶持下的民族企业，高速发展
几乎已成必然。

       李靖主管所在的温州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为通用、
大众等厂家提供电子电器开关、控制模块等。仅观集科研、
开发、生产于一体的长江一家民企，短短 30 年销售额已
达 15 亿人民币。快速的发展，强劲的实力，都使国内雨
后春笋般涌现的民企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那国内的汽车业会不会出现第二个海尔？或者说，下
一个海尔还有多久？在国家的政策扶持下，李靖主管相信，
民企迅猛发展后的崛起已是不远。

待遇优厚，以情留人

        除了发展空间，民企对于毕业生而言还有哪些优势
呢？毕竟，外企薪水高的惊人的时代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
了或深或浅的印迹，很多人都向往更“高雅”的外企。

        李靖主管便拿出了最实在的——薪资，絮絮道来。就
拿工程师岗位说，税后年薪达到了六位数，何况只是本科
生的待遇。现今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能找到工作已是不易，
更别提如此高的起薪。宣讲会上当时有个大三的学长长叹
了一下，说如今汽车行业的外企，看上去很牛，却连一半
都达不到。虽然薪资只是个功利化的标准，却无可避免地
成为众多毕业生找工作的重要指标。

        而后他又谈到了员工的工资涨幅：现今，他们的涨幅
保持在 20％ -40％。假设第一年 11 万，第二年 15 万，第
三年便越过了 20 万这条线——而这只是众多民企的一个
缩影。

       提供如此优厚的物质条件吸引高品质员工，民企又是
怎样留住这些人才的呢？李靖主管说，首先是薪资上每年
的提升，再有个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则是情感留人。同事
间加上与公司渐渐形成的感情，不见得是最重要，却一定
是最动人的因素。

        但是若民企只有优厚待遇而没有自身的强劲实力，毕
业生也难以青眼相加。外企在诸多大学生心中金饭碗的形
象，多半也是因其经年累积的实力和影响造成的。民企无
疑还在积累的过程中，可也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李靖主
管就说，相较于外企的外包实质，民企手握专利和自主知
识产权，有真正的企业价值和核心实力。好比一个壳子一
个肉，孰重孰轻自是分明。

本土用人观，更接地气

        大学生在校四年不论是刻苦学习或是活动达人，最后

终究避不过毕业求职的过程。遇到合适心仪的企业，又如
何准备应对呢？

        在要求一栏，“学生会干部优先”一句让人有些琢磨
不懂。毕竟，很难想像学生会干部在工作上会有什么必定
的优势。对于我们的疑惑，李靖主管解释道，学生会干部
的综合能力在大学里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具体来说，他们
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组织会议和演讲，与他人有更多的沟
通，因而交流相处能力更优秀。因此这里的“学生会干部”
其实是个泛指，同样适用于社团干部和班干部；说到底，
它并非一个具体的硬性要求，而是企业期待的员工素质的
具体量化而已。确实，工作中智商常常并不是最关键的；
作为工程师，与他人的交流相处也是相当重要的，用李靖
主管的话说，就是“第一位的”。

        另一个让人感到新奇的，莫过于长江的用人观，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国内众民企思想的折射。距李靖主管介绍，
公司对员工的素质排位为：责任心 > 事业心 > 学习能力。
从这个排位，不难看出面试时一些民企最希望看到的是一
个责任心强的面试者，而可能不只是一个能力超群的。

       笔者还注意到，企业十分注重职员的外语能力，所有
职位均要求英语熟练。李靖主管提到，公司一直给予海外
项目相当的重视，相当数量的员工需要到海外工作，因而
公司对英语的要求十分高，员工之间邮件往来一律采用英
语。不光笔试中英语能力测试占了很大比重，企业还特地
增设口试考察学生的口语水平。这也提醒大学生们，英语
要求高不再是外企的“专利”，求职民企时的外语水平也
是十分重要的。

       如今的民企今非昔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正走向属
于自己的辉煌。不仅待遇优厚，而且有更本土的用人观。
在这更接地气的用人观面前，大学生们也可相应地为未来
职业生涯做准备，包括对沟通能力、责任心和外语能力的
培养。只要我们转变观念，民企也能是金饭碗！

3. 求职信息的收集
 
        对行业有了一些了解，选好了职业方向后，下一个目
标就是实际的求职了。我们向往的企业、职位究竟都在做
什么具体工作呢？又是怎样的求职者会得到企业更多的青
睐呢？方法策略比努力重要，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能使求
职者少走不少弯路。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途径获取与求
职相关的信息呢？这些途径的方便程度、准确真实度又如
何呢？下图是一个形象化的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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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见，我们可以从最方便的网络入手，或者从社会校园关系网中获取信息。更不要忽视各类的社会实践、实习
机会，这些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极有价值的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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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真实信息

Shane Johnson 教授寄语

•When you first go for a job, having completed your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or even PhD, 70% 
of all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hat you know will be useless, and you will not use it on a daily bases. However, 
if you don’t have these technical skills, you will never find a job.

•When you first go into a job of your choice, you will reali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most important. 
That requires skills like teamwork, like every team project that you do in SJTU. You will find it has become the 
critical skill that what you need in the workplace.

•Network from busines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US, 85% of jobs come from network. Personal and 
network skills are most important skills.

•Be assertive! Make phone calls or visit the office after submitting your resume, even you feel a little improper. 
Wait a day or so, give them a call to make sure they receive your resume. 

•When you read a job announcement, you should highlight the key words and include these key words in 
your resume. Otherwise, your resume won't be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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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历模板样例分析
 
        下一页我们给出刘燕吉老师提供的简历模板。需要大
家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一份框架式的模版，大家在实际

写简历时还必须依据自身情况和企业职位要求，切忌照
搬照抄。

2. 简历要素详解

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除姓名、出生年月等，还包括：学历 / 专业、
毕业院校、邮件地址（注册名请正式）、联系电话（最好
是手机号码，如方便也请留家庭电话）。

        简历附带上一张能反映个人精神面貌的免冠照，HR
的关注度会提高。

2) 求职意向

求职意向有两种格式： 
1. 简约式：注明求职岗位即可。  例：应聘财务会计。
2. 详细式：包括工作性质（全职 / 兼职）、工作地点、目
标职位、期望薪酬等。

3) 教育经历 / 培训经历
 
        教育经历指大学的学习情况介绍，培训经历指大学期
间参加的培训情况介绍。注意强调最近的教育与培训，尤
其是与正在申请的工作最直接相关的教育或培训活动。

4) 专业与特长
 
        专业介绍指将大学所学的主要专业课程进行罗列。课

程不需全部列出，建议罗列主要专业课和求职岗位相关课
程。专业及特长指自身所学的专业以及结合到应聘岗位的
特长。将你所了解和熟悉的关于此领域的最新知识与工作
技能写入简历，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你简历的有力支持。

5) 在校任职情况

       在校任职情况，指大学期间所担任的班级、学生会、
社团组织任何职务的情况介绍，但一定注意选择。可以添
加任职期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注意“语言简洁”。

6) 社会实践
 
        实践活动可以包括实习、社会实践、志愿者工作、学
生会工作、团委工作、社团等其他活动。要写明实践单位、
工作职责或具体职务、运用的技能、业绩、收获。 要简
明扼要、突出重点，不宜过细，重点是成果、成就、贡献
或者经验、感悟等。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设置、要求，甚
至招聘者的偏好，来突出自己的特点。 
 
7) 专业证书
 
       指大学期间，已经取得的专业资格证书。专业证书尽
量结合应聘岗位罗列。

8) 外语 / 计算机能力
 
        指大学期间所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可用考级来
罗列。

9) 获奖情况
 
        获奖情况，指大学期间取得具有代表性的奖项。请注
意按时间顺序，最近的放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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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季的离愁尚未散尽，9 月初欢蹦乱跳的新生们为菁菁校园带来了活力。回首整个大学历程，
从大一新生的好奇懵懂到大四毕业生的破蛹成蝶，四年，仿佛弹指一瞬。
       在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却并非每个学生都清楚自己的明天在哪里：“老师，我发现这四年我好
像什么也没做，写不出简历怎么办？”、“我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成绩落下了，GPA 不高怎么办呢？”、
“那么多公司、职位，我该投哪一个呢？”……
     大四学生们的困惑，常常需要追溯至刚进大学时对于自我的定位和规划。稍不留神，大学四年就
可能陷入“大一忙、大二闲、大三慌、大四稀里糊涂就毕业”的怪圈。
      所以，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要在心中规划自己的“简历”。 这份“简历”并非仅指求职呈
递给用人单位的自我介绍，但是简历模板中包含的基本元素却可以作为大学四年充实的方向。
                                               ——刘燕吉老师：[ 就业指导专题 ] 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规划“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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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和联络信息放醒目位置，可以

加黑加粗，电话号码前要加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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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历写作原则与策略

3.1 优劣简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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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眼球的好简历： 

1.分类清晰完整： 

 个人信息、教育背景、学生工作、社会实践、技能爱好、项目经验、其他活动，不一定所有都要有，要看

自己需要突出什么样的点。舍得删掉一些没必要的东西。用适当的排版帮助节省空间。  

2.层次化原则： 

 描述一项活动的时候用“STAR”或者“STARL”原则，各个字母代表的意思是 situation、target、action、

result、learning，分别是活动的背景、目标、行动即做了什么、结果如何、学到了什么。  

3.精简原则： 

 一点一点地描述，而不是散文式地回答。语言要精简，精简到多余的“了”、“的”这些词语或者“；”、

“。”都不出现，删了不违背原意的就都删了。 

4.行为词、关键词原则： 

 看一个企业、对应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比如宝洁公司非常强调 leadership，就在简历里面多写比如

“领导团队…”“带领项目组…”这样的话语。  

5.有的放矢原则： 

 根据不同的公司，职位，定制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简历。可以是一个公司做一份简历，简单地修改一些

内容。可以在简历上面加上公司 logo，页面风格改成和公司主页一样。 

 

 

 

让 HR反感的简历： 

1.空洞、缺乏事实和数字支持： 

 空洞的词句远不如写你做过什么学生工作，组织了什么活动，取得了什么成绩，兼职销售过多少产品，拿

过什么奖学金等一些事实和数据。 

2.偏重学校专业成绩介绍： 

 很少写到个人特点。这样的简历只适合从来没有招过此大学学生的单位。对于绝大多数企业 HR，他们关心

的是应聘者你个人的特点和能力。 

3.散文式简历： 

 简历像一篇散文或记叙文，看起来很费力，找不出重点。诗情画意的词很多，表示态度的词很多，而事实

和数字很少，条理不清楚。 

4.装帧精美内容一般： 

 也许彩色打印、精美的印刷可以让人从一堆简历中拿出来看一眼，但如果内容不合要求，也要扔到一边，

并让人觉得应聘者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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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简历中英文、计算机能力的介绍
 
       最好将你的英文能力贯穿在简历的每一个环节。英文
能力不是只能在语言能力那一项发挥。很多同学都会有出
国交流学习，英语大赛获奖或是接待外宾的经历。那么在
你的实践经历中，你就可以把相关的事件写上去，有时候
这些经历比英语考试更有说服力。例如：

实践经历：
1. 北京林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志愿者。
　    接待来自美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外宾及来自北非的
留学生，全程英文交流，并协助新学期对外国留学生的招
生工作。

2. 独立翻译完成“北京林业大学外国留学生公寓管理制
度”。
       相信看完这段介绍，没有哪个 HR 会怀疑你的英文能
力。同时，提醒大家及早关注目标企业对于应聘者的英语
水平需要，以更好地有的放矢地做好准备。

        在描述自己的电脑应用水平时，中国人最爱用“熟
悉”这样的字眼。“熟悉”就等于知道，是一个很弱的字
眼，说明你不熟练、不常用。建议只写软件名，而且只写
目前最新版的名称，一些已经处于淘汰状态的软件就不用
写了。完全没把握、一点儿不熟悉的软件千万不要写。不
要以为面试房间里没有电脑就不会有人考你，招聘经理会
口头上考你一两个关键用法测试你是否会用。如果确实
对某些软件用得很多，不妨写上“经常使用”。Excel 和
PowerPoint 是公司内外交流中需要掌握的两种软件，但是
Word 千万不要写，因为那无异于在向招聘者说“我会写
字”，这只会降低你电脑操作水平的得分。

3.3 简历中的实习经历
 
      “没有实践经验”打击了多少大学生的豪情壮志，又
让多少大学生对心仪的职位望而却步。于是许多大学生纷
纷踏入社会，通过实习或兼职积累实践经验。但他们往往
发现投出去的个人简历依旧石沉大海。丰富的实习经历为
何没能让他们的简历脱颖而出进入 HR 的法眼？不少 HR
反映说，许多大学生喜欢在简历中罗列个人的实习经历，
但是经历不等于经验，或者说他们的实习经历含金量太低，
根本就不能体现他们的工作能力或个人价值。所以，罗列
实习经历的做法并不能给 HR 眼前一亮的感觉，如果能根
据面试的工作有选择地呈现实习经历并注明实习中所取得
成绩，将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诸位要切记，实习经历一定不要杜撰。
 
        应届毕业生有其特有的职场竞争力，企业更看重的是
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职业道德，实习经历并不是决定因素。
简历包装如果从适度演变成过度，即使开始被单位录取，
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很可能无法达到企业的预期，使自己的
职业生涯受挫。所以在此提醒应届毕业生，与其在简历中
掺杂水分，不如加强自己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增强职场
竞争力。

3.4 电邮投递简历备忘

1) 邮件标题明晰
        
        每天成百上千封的简历，HR 的邮箱面临被挤爆的危
险，首当其冲被删掉的邮件往往是“无标题”。试想，一
家公司可能有 10 个、20 个职位在同时招聘，如果只在附
件中加上自己的简历而不留只字片语，对方如何知晓你要
应聘的职位呢？该邮件自然被视为无效，直接删除。通常，
在标题中可以以这样的形式“姓名 + 学校 + 专业 + 应聘
职位 + 手机号码”。HR 在初筛通过的求职者邮件旁通常
会做上标记，此时贴心地将个人信息列于标题可以免除
HR 打开邮件正文寻找手机号码的繁琐，便于直接有效的
联系。
 
2) 邮件正文得体 

         除了刚才提到的邮件标题和正文“双空白”现象，诸
如“简历见附件”之类的话语也可视为无效。如何有效利
用 HR 在你邮件中停留的短暂 30 秒，邮件正文功不可没。
可以通过 3-5 句话的形式，将自己的个人特色结合职位描
述着重强调。如招聘岗位为“程序员”，则可突出自己的
学校和专业背景，做过的项目，获奖比赛等。结尾处致以
简短的问候，并附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3) 附件正文双保险
       
       经常有同学纠结于要不要在邮件中把自己的简历以附
件形式粘贴。通常这样做并为大碍，但有公司出于安全考
虑，会较少打开附件以免沾染病毒。然而，如果把简历直
接粘贴于正文，又时常因为各邮箱格式不兼容而出现排版
的混乱。所以，较为妥帖的方式是让自己的简历在附件和
正文中同时出现，起到双保险作用。在简历放置于附件时
尤其注意两个问题：
 
a) 有效的文件名。HR 每天要下载很多附件名为“我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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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20090905”之类的简历，然后再花时间来改成应
聘者的名字，此时不妨采用“姓名 应聘职位 手机”三要
素的形式命名。
 
b) 同学们往往走在技术的前端，使用 office2007 等版本保
存简历，但对于银行等出于系统安全和正版软件费用考虑
而升级较慢的机构，office2007，winRAR 等都可能属于暂
不支持的版本。所以，标准的方式是使用 PDF 格式保存
文件，且不打包加载过多的附件。
 
4) 切忌逢岗必投
       
        碰到心仪的公司，同学们往往心潮澎湃，恨不得公司
发布的每一个职位都投一遍。殊不知，逢岗必投给人的第
一印象就是这位应聘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一
个对自己的兴趣特长都不了解的人是很难委以重任的，且
不稳定易跳槽。有了这样的第一印象，HR 是很难再有兴
趣阅读正文了。
    

5) 用正规邮箱
        
        即使都注意了以上几点，有些同学依然可能抱怨自己
收到的回复太少，怀才不遇。此时，请检查一下你使用的
邮箱，是否为 yahoo，Gmail 等较为正规的邮箱。对于一
些客户使用较少或知名度较小的邮箱，大公司往往使用拦
截系统，默认为“垃圾邮件”。即使有细心的 HR 在有余
力时翻阅垃圾邮件，也很可能已过了截止日期。
  
6) 设置“阅读回执”
        
        最后，开启邮箱的“阅读回执”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监测到邮件的最新动向。如发现自己的邮件在截止日期
前被莫名删除，可检视邮件是否忽略某些细节，及时补发。

4. 个人素材的积累

          简历中需要的东西，包含了大学四年充实自我的基本
元素，它们分别是：GPA 成绩、实习经历、社团活动、
项目 / 科研经历、获奖情况以及英语和计算机能力。

         准备出国深造的同学 GPA 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完全“押
宝”在英文成绩和课程分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埋头
苦学，可能只会成为芸芸众“申”的一员而淹没在浩瀚的
申请表中。
       准备就业的同学如果只想让自己的简历看起来“丰富
多彩”，那过多的课外活动却可能让 HR 在第一眼看见
GPA 时就失去了兴趣。毕竟再多的经历，最终也将浓缩
在一页 A4 纸中，所以各项平衡就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觉得才刚进入大学，实习和科研离自己远着呢，
那就是自动对所有的机会关上了门。其实，除了积极参与
各类学生社团，校级、市级甚至国家级的科研、创新项目

也都在向你敞开大门。如果某一门课程得分甚高，也可以
向老师请求做他的助教或是参与老师的课题。

        从身边的小机会做起，当别人在大三大四才回过神来
仓促寻找实习、做科研时，你早已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敲门
砖。

       此外，我们在对学长的访谈问卷中都加入了“若你还
在联院上学，你的大学生活还有什么想要弥补吗”这个问
题。几乎所有学长学姐的回答都包括了“培养人际关系，
增进与人交流”这一条。学长们还谈及了培养自我对社会
的认识，思考如何对社会有所帮助；增进自己的实践经验；
珍惜与同学的相处机会等。林晚笛学长特别强调：“多参
加 EGR，Tauber 等锻炼领导力、组织能力的活动，对找
工作和面试有很高加分。而且通过活动，可以最好地了解
自己的能力和优势所在。”相信学长学姐的真知灼见对我
们能有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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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题 

I :  以下哪一种邮箱不适合给公司发邮件？

a. Gmail 邮箱

b. sjtu 邮箱

c. QQ 邮箱

d. yahoo 邮箱

Ⅱ : 电邮投递简历时 , 以下哪个邮件主题最为合理：

a.  张三 简历

b.  张三 应聘软件开发工程师

c. 简历张三 清华大学

d. 张 三 清 华 大 学 电 子 工 程 软 件 开 发 工 程 师 
18800006666

Ⅲ : 以下哪个简历附件名称最为合理：

a. 简历 final version

b. 简历 6.28

c.  20130628

d. 张三 软件工程师 18800006666

e. 张三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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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立法律意识

          接到 offer 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你了解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细节吗？

        若你在毕业前已经正式找到了工作，大多数公司在发 offer 的时候都会写明什么时候报到，报到之日会先签三方协议
和实习协议，劳动合同则要等毕业证书拿到之后才会签订。如果在此期间违约的话按照实习协议和三方协议约定的方法
处理。

           此外，工作有了收入便要交税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交税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了解现行税法是必不可少的。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含税级距                                                           不含税级距  
1 不超过 1500 元的                           不超过 1455 元的                                    3                         0
2 超过 1500 元至 4500 元的部分          超过 1455 元至 4155 元的部分 10                         105
3 超过 4500 元至 9000 元的部分          超过 4155 元至 7755 元的部分 20                         555
4 超过 9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超过 7755 元至 27255 元的部分 25                         1005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超过 27255 元至 41255 元的部分 30                         2755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41255 元至 57505 元的部分 35                         5505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超过 57505 元的部分                                    45                         13505

* 注：“含税级距”与“不含税级距”通俗理解：

含税级距：需要交纳的个人所得税是从该月工资里出的，实际得到的工资额是在此基础上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工资。

不含税级距：如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公司另外承担，而不减少实际得到的工资。因此，个人得到的工资就是已
扣除税的工资。

2. 学习着装礼仪
 
        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着装礼仪是不可不重视的一个环节，而各行各业都有其不同的着装礼仪，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不同行业的着装方式吧。

体现庄重                                                       

代表职业：公务员

相关行业：政府机关、银行、金融、证券、企业中的行政人员。

缘由：服装应以中性为主，体现自己的亲和力，体现沟通和服务的渴望，款式要简洁，  颜色最好以纯色为主，太过花俏
的服装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判断力和办公效率。这样的服装对于调节自我状态也十分有好处，给自己以冷静、有分
寸感的心理暗示。

推荐：男士最好穿白色或浅色暗格衬衫加深色西裤。女士则穿浅色套裙，挎质量好的单肩皮包，加上恰到好处的淡妆。

体现智慧                                               

代表职业：工程师

相关行业：计算机、网络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

缘由：服装要以能够体现穿着者的独立个性和拓展精神空间为任务，首选大气、还本的颜色。此外，还可以通过配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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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样与同事交流？不妨试试“初次见面都叫‘老师’”
     
        并不是老同事不搭理新人，“老人”总有架子，何况
是在充满变数和竞争的职场。因此，新人在见到老同事时
一定要主动打招呼问好，报上姓名，并请对方多多指教，
而且尽量记住每个同事的姓名，免得张冠李戴。另外，不
要对称呼发怵，第一次见面都叫“老师”，也许不太合时
宜，但没有人会对这个称呼不满意，以后了解“行情”再
改也为时不晚。

新人与同事交流应注意三个问题：

一、新人扎堆，新人之间虽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但往往不
利于与老同事交往；

二、只认师兄师姐，有可能导致学校身份认同的延续，不
利于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三、只找距离近的同事交流，难免有小团体之嫌，新人应
利用午餐等时间，尽可能了解每位同事。

4）新人别锋芒毕露，但新人之间可激烈争辩：      
     
        在职场里大智若愚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法宝，新人即使
能力很强也不要锋芒毕露，尤其不能耍小聪明，否则只会
适得其反、招人厌烦。新人应该踏踏实实完成每项任务，
有小聪明可以用来应对客户；或在组织同事周末出游时展
现出自己精明干练的一面。 
 
        若新人发现同事在某个工作环节出错了，可以在私底
下告诉他而不是大吵大嚷。这样既给足了同事面子，同时
也能赢得同事的好感。新人之间出现观点差异和冲突可以
据理力争，甚至形成激烈辩论，让上司和同事看到你是个
有想法、个性鲜明的人。

5）新人不要无目的加训，找到缺陷再“进补”
 
       在老员工眼里，独自加班的新人被认为是急于表现，
却没找到正确的方式。加班并不是努力工作的代名词，新
人只要做到下班后不是第一个走，也不是最后一个离开即
可。

        新人总想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弥补工作上的
不足，使用的方法不外乎上网搜集职场攻略、去书店买专
业书籍。但缺乏针对性往往会使新人陷入海量信息中，削
减工作中的自信心。因此，职场“进补”一定要有针对性，
找到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再补充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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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身体局部以缓解平白感，给单调、连续的工作注入持久
的激情。随意是扮相的精髓，信条也必须前卫：穿衣最大
的快乐在于自由。

推荐：这个行业的女士可以用小细节张扬个性，比如别出
心裁的耳饰、手饰、脚饰或其他金属饰品，达到的夺人耳
目的效果。

体现职业化

代表职业：公关     

相关行业：商贸、保险、房地产、服务业、咨询业。

缘由：外形感觉应该是雅致、职业化，“合身得体”是第
一要义：既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又要符合自己的身材。去除
多余的装饰，体现干练、效率，讲究服装的内在质地、精
致的品味，所以要注意着装的高级感和服饰礼仪，比如穿
西装只能扣最上边的一颗或第二颗扣，扣上所有的扣子是
不礼貌的。色彩的选择上也要讲究，要以灰色、黑色或藏
青色为主，但可以选择相对明亮的配饰。

推荐：男士选择一件淡青色的短袖衬衣加上深蓝色长裤，
这肯定是最保险的搭配。女孩子可以以淡米色套裙为主，
不要为展示自己的年轻以牛仔装示人。

3. 校园职场的过渡建议    

      作为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有没有觉得充满干劲？还是
觉得一片茫然？亦或是毫无感觉？是否会感到各类压力、
挑战“炮弹般”向你袭来呢？下面来看看一些“久经战场
的老兵”给我们这些“新兵”的建议吧。

1）别拿领导的话当圣旨，尝试与领导沟通
 
       新人应明白，领导的话并非圣旨，二者之间是沟通协
作的工作关系，以提高工作质量、达到更高效益为共同工
作目标。因此，新人应尽量多尝试与上司进行沟通，若遇
到力不能及的任务，应提前告知上司，不要硬着头皮接活，
最终却无法完成。也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和恰当的时机与领
导就具体工作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2）工作并不是家庭作业，工作是一种群体行为
     
          新人应放下学生完成作业的心态，遇到问题及时反馈，
别自己硬扛，以便及时调整任务方向和进程。虽说领导要
求独立完成工作，但新人总有不懂之处。新人可以向老员
工请教，不过当然不是把工作直接推给别人。老员工也乐
于充当老师角色，只要新人态度谦虚，他们通常都会“过
一把老师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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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题答案：
Ⅰ : c             Ⅱ : d           Ⅲ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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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足职场的策略建议
   
       进入职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否感到上升发展乏力
呢？是不是自身还缺少了什么素质呢？不妨听听那些快速
受到赏识的职场“前辈”们的心得。

心得一：提高学历
　　 
       在重视文化的今天，如果学历太低，必然升职无望。
要在职场早出头，不妨从学历上突破。例如想要往管理岗
位发展，很多人就会选择进修 MBA，为自己的升职发展
增添筹码。

心得二：提升外语
　　 
         全球国际化的今天，拥有语言优势，越来越重要。国
内企业越来越需要外语良才，很多跨国公司为了寻求在中
国的长足发展，也希望寻找一些具备外语能力的人才担任
要职，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开发市场，另一方面能够跟母公
司实现有效的沟通。所以外语能力，特别是对话能力极为
重要。这往往是晋升与否的一道门槛。

心得三：多学才艺
 
        这里的“多才多艺”不局限在文艺才能上，而是强调
你的综合工作能力。当上升渠道不通畅时，应考虑在公司
内部的岗位实现横向调换，设法获得跨部门跨岗位工作经
验。当你已经具备了多部门工作能力，你在公司里就会拥
有比他人更多的机会。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综合型复合人
才，“多才多艺”始终是获得事业发展的一大选择。

心得四：广泛交际
 
       当在公司内部晋升的可能性不大时，结交一些社会人
士，建立广泛的人脉圈对自己会有极大帮助。一个人的交
际圈有限，但人多之后，人脉交际圈的效用就会显现出来。
当业界出现一些好的职位空缺时，就很容易得到朋友的推
荐和帮助，获得自己在公司内部无法实现的职位跨度。同
时也应多多认识并帮助公司内的新人，传授的意愿和艺术
也是领导必备的才能之一。

心得五：寻找大树
　　 
       在一家组织成熟、结构完善的企业里，当自己找不到
晋升的良机时，不妨始终跟定一个人，等待机会。作为领
导层，机会往往很多。一般情况下，当领导的事业出现转
机时，往往会调用信得过的下属。再有能力的人，如果没
有人用，那他的能力也无从发挥。寻找一棵能够让你发挥
能力的大树，始终是职场晋升的关键。当然，这要靠自己
的“慧眼”，不要跟错人，否则可能一损俱损。

5. 跳槽“六诫”
    
        就像在战场上，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侦察兵的料，就想
去做装甲兵；好像特种兵更有前途，又想去做特种兵；做
工兵太累，想去做炮兵。同样的，在一个岗位干久了，难
免会缺乏动力，于是考虑跳槽。但在作出跳槽决定前，你
有没有想过以下这些告诫呢？

        一诫，不要为了钱而跳槽。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生
计所迫，或者有一个薪水远高于目前工作的职位等着你，
千万不要为钱而跳槽。虽然我们在谋职的时候最容易看到
的就是职业提供的薪资水平，但是职业的发展、自己的提
升、生活状态等却是更加重要的考虑因素。在能力没有大
幅提升，资源没有更多利用的情况下，只是通过跳槽就能
获得更多的薪水，这背后往往有隐情。要么你处于职业不
稳定期，本身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值”，要么高薪水背后
有着更多的付出。如果这种付出只是辛苦一些倒也罢了，
但是如果以错过职业发展时机为代价，那就太不值了。

        二诫，不要频繁跳槽。频繁跳槽会使自己的简历黯然
无光，你的积累不能延续，你对企业的忠诚度会受到严重
质疑，如果不是为了了解不同的职业情况，将来去做猎头、
职业顾问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不同的企业文化以图自
己创业的话，频繁跳槽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职业发展。

        三诫，不要跨行跨职业跳。这种跳槽方式是不值得提
倡的，换行不换职，换职不换行，在一般情况下才能更有
把握实现职业发展的顺利转换，才不会使自己总处于“危
险境地”。

       四诫，不要裸跳。对于企业来说，一个人之前拥有的
稳定的，甚至是还不错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个人的筹码；而
一旦裸辞，对于个人来说，这个筹码就没有了。接下来要
价的主动性就会降低，即便能够进入企业，相应的待遇和
受重视程度也比不上从一个现职跳槽过来的人。所以，在
准备离开一家公司之前，最好先找好下家，裸辞不理智。

       五诫，慎重异地跳。异地跳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家人原因，换城市工作；一种是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
之间的互跳，为了实现梦想，或者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
异地跳无可厚非，但是和盲跳不了解新公司情况一样，对
于新的城市，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在异地跳之前需要做更
多的了解。如果自己没办法做到身临其境地体验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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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要通过同学、朋友把自己对工作的诉求准确地传递出
去，利用人脉关系更好地帮助自己定位。还有可能就是根
据自己现工作找到上下游或者合作伙伴的企业，不仅有更
多的了解，而且通过人脉关系更容易进入。
    
       六诫，跳槽，但是不要归零。跳槽不是隔断，不是自
己的职业发展历史重新归零，而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平台，
更好的职业发展。如何使自己的跳槽变成跳高？重要的是
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资源得到充分整合。面对有些
陌生的工作，以往的经验要发挥作用，关键在迁移能力上。
很难有工作是完全相同的，也很难有不起作用的过往经历。
认真思考，并有意识地运用、迁移能力，会使你的工作更
加出彩。在注重自己的可迁移能力的同时，还要注重以往
资源的整合。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人脉资源。特别是在异
地跳的时候，有很多人脉不能带走，势必造成一种损失。
在通信便利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等手段整合资
源，甚至使资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王莹学姐寄语： 
       “个人觉得岗位稳定性还是比较重要的，精要优先于广，
在工作中努力提升自身价值及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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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题

Ⅳ : 对于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以下哪些行为不
被推荐：

a. 多与同事领导沟通

b. 保持谦虚，多叫“老师”

c. 独自加班

d. 把不会的工作交给老员工

开启自主创业

1. 创业者的基本素质

1) 健康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灵感想法来自于健康活跃的大脑，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认为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成功创业的第
一大前提。在创业之初，受资金、环境等各方面条件的限
制，许多事都需创业者亲力亲为，他们要不断地思考来改
进经营，加上工作时间长，风险与压力大，若无充沛的体
力、旺盛的精力、敏捷的思路，必然力不从心、难以承受
创业重任。

2) 高效的行动力
 
        中国的管理界几年前最流行的词就是“执行力”，指
的是组织的执行力，而非个人的执行力（个人的执行力强
不代表组织的执行力强）。创业者的行动力强有两个特质：
一是做事实在，任何事都尽心尽力去做；二是做事快速，

决定了的事立即着手去做。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做些基础的工作，比如端茶倒水写
简报，认为做小事是浪费时间。其实，这是懒惰的借口，
他不是不知道这些小事的重要意义。当一个人做任何事之
前都去先寻找借口的时候，他的发展空间几乎就没有了。   

      也许你在走出校门之前，便胸怀大志打算自立门户，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或者经历职场挫折之
后的你，感觉自己满腹才学却难寻伯乐，才华无处施展。这时，自主创业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创业同时就业，不同的是你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挥洒才华。下面编者便向大家介绍下看似高深困
难的创业如何起步，创业者们怎样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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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色的学习能力
  
       这一点其实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学习一是对于专业
知识的掌握，二是实践知识的学习与运用，三是向周围的
人学习。学习那么多知识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考
试拿学分，而是为创造出独特的智慧与思想。人这一生，
最终是个人独特的智慧引领你走向成功和辉煌。

4) 成熟积极的心态
 
       创业之路，是充满艰险与曲折的，自主创业就等于是
一个人去面对变化莫测的激烈竞争以及随时出现的需要迅
速正确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这需要创业者具有非常强的心
理调控能力，能够持续保持一种积极、沉稳的心态，即有
良好的创业心理品质。创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
业者的创业心理品质。

        此外，还要有正确的竞争意识。竞争是市场经济最重
要的特征之一，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
人立足社会不可缺乏的一种精神。创业者只有敢于竞争，
善于竞争，才能取得成功。创业者创业之初面临的是一个
充满压力的市场，如果创业者缺乏竞争的心理准备，甚至
害怕竞争，就只能是一事无成。
 
【小结】 这四点是创业者的基本内在素质，加上冥冥之
中的运气，基本就能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成就高度。小编
相信联院的学子都能够满足这四条基本素质，所以渴望创
业的同学们，大胆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吧！

2. 开启创业的必要准备

       在走上弱肉强食的创业道路之前，要冷静地规划自己
的发展路线。以下几条步骤是小编整理的创业走向成功的
必要准备。

1) 自我分析，明确自己的方向
 
       与就业相同，成为出众的创业者首先要了解“我想做
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最适合做什么”，“什么

是我喜欢的”。了解了这四个自我认知的问题后，便要定
位自己的发展目标与方向，扬长避短。目标要明确，没有
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有了方向我们才能展开行动。

2) 做市场调查
 
       孙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完成自我分析目
标确立之后，我们便要开始对目标市场的调查与分析。创
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你的产品是否有市场，只有了解了市
场的所需所欲，你的产品才有销路，你才能取得成功。

3) 掌握好人脉关系 
 
        在今日社会，关系网依旧是中国特色，而商场更是如
此。创业不仅仅是靠创业者体力和智力来实现的，有时更
要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广阔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创业者
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资金帮助等，所以创业者在做创业准
备工作时要充分地注重这一点，建立广阔的人际关系网，
这将有助于创业发展。

4) 实践储备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想要自主创业，要
多去社会见识，磨练意志，可以先去帮别人打工，经历一
两份相关的工作积累经验。这样有了基础，有了阅历，有
了信心，创业起来就会多一份成功。

5) 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所谓创新，就是要源源不断创造新产品。制造大众化，
消费者能接受的产品，没有创新，没有新意，最终只能走
向衰落。所以创业之前头脑要把握住创新的思想。

3. 创业相关活动

       创业的成功不仅需要出众的想法构思，而且更需要拥
有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先进的管
理理念等等。所以对于极早便有创业打算的同学，这些问
题往往是成为阻碍思想成就现实的鸿沟。

       但其实大学生活中有很多实践自我想法的时间，有很
多学习成功创业经历的机会。以下，是编者为读者推荐的
有关创业的大学生活动，相信无论是希望创业的同学，还
是打算磨砺自己能力的同学都能有所收获。

1) 机会多多的创业竞赛
 
       与各式各样的理科、科技竞赛相比，大家对于创业竞
赛可能并不熟悉。但实际上在创业得到极大支持的现在，
各种的创业比赛给予渴望创业的同学极好的机会来实践自
我的想法。创业计划竞赛源于美国，是借用风险投资的实
际运作模式，要求参赛者组成优势互补的竞赛小组，提出
一个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围绕这一产品或服

开启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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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获得风险投资为目的，完成一份完整、具体、深入
的商业计划。完整的创业计划应该包括企业概述、业务展
望、风险因素、投资回报、退出策略、组织管理、财务预
测等方面的内容。
 
       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创业比赛有：挑战杯大学生创业
计划大赛（又称“小挑”，与科创的挑战杯“大挑”相
对）、江阴杯创业计划大赛、“昆山杯”技术创业大赛等
等。如今的创业比赛层出不穷，同学们只要留心学校官网
和 Sakai 上的消息，及时报名参加即可。

2)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面向所有具有创新创意想法、且对创业
有所兴趣的在校本科同学。因为其参加门槛很低，而且获
得了学校极大的支持，所以非常建议同学们报名参加。
项目以团队形式进行，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
个或多个具体角色，完成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
究、模拟企业运行、进行一定程度验证试验、撰写创业报
告等工作。

         这个创业训练项目不像创业比赛那样是淘汰制的，而
是类似于 PRP、IPP，流程上包括立项、期中检查以及终
期验收，周期一般为半年，项目结题后，可申请获得相应
学分。参与创业训练项目可以算作一种科创类项目经历。

        此外参与的同学还可以得到资金的赞助（平均资助强
度约 5000-10000 元 / 项）以及来自资深导师的指导机会。
对于做出优秀项目的同学，学校根据项目开展情况，择优
推荐若干个项目上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及“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所以有如此
优厚条件的项目，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3) 海峡两岸创新创业交流营
 
        此项活动源于上海交大在台湾地区创业教育交流方面
的长期积累和传承。“海峡杯”两岸大学生创业计划邀请
赛的前身便是海峡两岸学生创业交流营，始于 2001 年，
由上海交通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和台湾科技创新竞赛联合发
起，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并互派优秀团队观摩交流。

4) 交大创业学院的大平台
        对于交大的创业学院，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该创业
学院创立了“宣怀班”，每年 9 月招收 50—60 名有强烈
创业意愿的同学，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体系，培养
未来的产业巨子。学院采用无形学院的方式，不涉及学籍

和院系调整，面向全校学生中有创业意愿的同学。学员在
校期间，可申请获得创业学院 “预孵化资金”（2 万元左
右），进入创业苗圃开展实践；学员在毕业前后，可申请
“天使基金”，并携公司和项目在紫竹科技园区、交大科
技园等创业园区进行孵化。

 
       此外创业学院还定期举办电梯演讲比赛，邀请成功企
业家参加创新与创业大讲堂、创业沙龙等活动，欠缺经验
与渴望学习的同学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多多利用创业学
院的平台与资源。

小问题

Ⅴ : 创业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a. 明确创业目标

b. 积攒人脉

c. 吸取前人教训

d. 市场分析

e. 多做实习

小问题答案
Ⅳ :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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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业与对应行业

1.IT 业（EE&CE&CS 介绍）

         IT 业仍是当今美国理工的主流——收入较高，失业率

较低。软件，数据库，网络，硬件，芯片，无线通信等领

域就业形势都不错。硕士毕业做软件研发人员的较多，年

薪 5-8 万美元。（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年中位收入为 $75000，

而收入最高 25% 的专业毕业生年收入超过 $100000。）不

过同时 IT 业工作强度较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 50 小

时）、时间灵活性较低、淘汰较快。

       关于 EE，CS，CE 之间的区别与取舍 :“CE 跟 CS 是

比较相似的；CS 偏软件，CE 偏硬件，EE 偏电路以及芯片，

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理解。”（学长  陆森）

        EE 的优点是使用范围广，而且学 EE 这一传统工业不

容易被泡沫化。与 CS 相比，EE 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EE 对于职业专业度和工作经验十分看重，刚走出校园的

毕业生比较容易遭遇公司拒绝。

         CS 不论什么方向，写代码编程做软件开发都是比

较 常 见 的“ 归 宿”。 选 择 上 可 以 做 开 发 的 developer/

programmer，也可以是更重测试薪水略低的 software QA（质

保）/testing，还可以投身数据库或者网络管理。

        “CE 比较灵活，算是 EE 和 CS 的综合体 , 往两边转

都方便。读 PhD 的话，因为很多导师都和业界联系紧密，

如果能在自己的方向找到导师的帮助，毕业后就业很容易，

而且薪水较高。”（学长  陈铭）

        CS，CE 在美国容易直接找工作，而且收入很高。EE

做 VLSI，电路等比不得 CS，但是比其他专业好就业。但“CS， 

CE 不好回国，因为待遇和美国差的太多。EE 做芯片电路

也不好回，国内根本没有产业。”（学长  关东）

2. 机械类（ME 介绍）

        可能很多人觉得 ME 发展前景不大，实际上，旧的领

域中总会有新的发展。UM 的 ME 涵盖非常广，设计，制造，
加工， MEMS（微机电系统），流体，热能，控制，机电
一体化，材料性能，生物医疗。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对什
么感兴趣，那机械会是个中规中矩的选择——这么多总有
一个中意的。同时，机械众多的工作选择也带来了各有差
别的薪酬福利、工作强度、以及就业形势。

        “作为一个从 ME 起家的学院，我们院很多实习的项
目资源，以及和交大合作的项目，针对 ME 的比较多。
在美国的实习项目，比如 Borgwarner（汽配公司），以及
Covidien（医疗企业）。”（学长  关东）

       “个人认为 ME 找工作不难，在国内国外就业形势都
很好，当然这里是说产品设计这个方向。类似 thermal， 
control， FEA（有限元分析）这一类方向的话职位相对没
有那么多，Phd 会比 master 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方向
都属于比较专的那种，单纯的拿个 master 去企业的话比较
鸡肋。如果个人比较倾向于学术的话，可以去应聘大学教
授或者到公司里去做技术研发。当然，创业也是一条不错
的道路。不过 ME 专业的的创业难度在于要把东西加工出
来，这就要求一个强大的供应管理。此外，也有很多 ME
专业的人选择转行从事咨询业。”（学长  隋少龙）

3. 金融、咨询业（IOE 介绍）

       金融、咨询业一直是很多同学感兴趣的职业方向，而
我们工科生扎实的数理、编程基础，出众的分析能力也是
我们能够与本科“科班出身”同学们竞争的独特优势。

       与制造业相对安定的就业环境相比，金融、咨询在受
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就业不很稳定，对国际学生尤为如此。
同时作为几乎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这两者对应聘者的
快速学习能力、沟通（包括很强的英语交流、写作能力）、
数学的要求也高于 ME 等制造业。在咨询行业工作一段时
间再读 MBA 以补充专业知识的发展路线是很常见的。（林
晚笛学长）UM 的 IOE（工业工程与运筹学）专业，则在
一定程度上为想进入这两个行业、尤其是咨询业的同学们
创造了一个“科班出身”的机会。

        “一句话来概括 IOE，就是决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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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在国内一样，选择专业和行业始终是逃不开的关键话题。太多的原因使它往往比选择一所好学
校更加重要。薪水与福利，压力与幸福度，行业前景与个人发展空间，以及最关键的兴趣和能力都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不 难 看 出 工 程 学 科 工 资 其 实 很 不 错。 比 如 化 工 的
$84000、IEOR 的 $82000、以及机械的 $75000、建筑工程
Civil Engineers 的 $71000。

4.2 国际学生就业指数

        CS 的就业容易指数一枝独秀，甩下其后的 EE 好远。
而生物两个就业指数都是最低的。EE 现在最好就业的方
向是 VLSI/ASIC 设计与验证，学微波、控制等方向的人很
多但在美国就业较难，肯定要拖累 EE 整体就业情况。（上
图“0”表示数据暂缺）。

（数据来源于 myvisajobs 和美国政府机构，
一亩三分地论坛）

  

  

  

        IOE 的许多课题源自工业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实
问题，比如生产操作规范，质量控制，生产安全，仓储管理，
定价策略等。总的来说，学科可以分成两大专业方向：1）
与工业制造直接相关的“工业工程”；2) 与工业生产有间
接联系的“运筹学”。

        工业工程方向的就业非常广泛，Industrial Engineer 对
企业领导人提供资源分配建议，在传统的制造业，监管加
强的金融业，不断发展的 IT 产业，和正在进行革命性改
革的医疗管理产业，都起到愈发关键的推动作用。此外，
咨询公司让大量 IE 工程师依靠数理基础和专业独有的的
商业嗅觉，帮助企业领导人解决商业问题。

        运筹学方面，本科生由于知识比较基础，因此比较适
合宽泛的运筹分析师或者咨询师的工作。历年咨询公司招
聘有相关背景的本科生的人数还是很可观的。若是 MS、 
PhD 学位的运筹学毕业生，可从事的多为高端分析师工作，
例如 Amazon、Microsoft 的供应链 / 仓储分析师。（孙思远、
陈子潇、王昊、郭金帅学长：IOE&IEOR 科普贴）

        借用林晚笛学长对咨询行业的描述：“工作时间长，
周期短，产出效率需要极高。想和做要结合起来，在实习
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寻找方向。需要很强的逻辑思考能力，
加上在事实基础上的决策手段。”

4. 各专业对比——薪资及就业

4.1 各专业基本工资水平

        CS 的 9 万是估计的，并不准确 , 原因有二：1. IT 行
业 职 位 过 于 杂 乱；2. 只 算 了 software developer 和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 tester 两类头衔的——其中 developer 人
数远超过做测试的，也是 CS 的主流就业方向，把整体工
资稳稳拖过了 9 万美元这条线。

小问题
 
Ⅵ : 以下属于 ME 范畴的是：
  
  a. 生物医疗
  
  b. 无线通信
  
  c. 热能，流体
  
  d. 机电一体化

海外篇

美国专业与对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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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寻找实习的渠道

1.1 教授推荐

          准确度：  

          易操作性：

        当你没有任何经验，简历并不让人印象深刻的时候，
教授推荐是最好的渠道 ( 在此假设各位并没有特别硬的在
美国的关系 )。首先，你需要在课堂上给教授留下深刻的
印象。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课上课下多跟教授互动。教授们
都会有 Office Hour，当你跟教授有过那么 3 到 4 次单独聊
天以后，你就可以往介绍实习这个问题上带了。

        开始的时候，谈自己的职业理想。询问教授这种职业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素质 , 问教授是否认识这个行当的人
可以做你的 Mentor( 导师 )。总之，抱着好学的态度，不
要太功利。（美国人工作都建议找一个 mentor，类似于
有经验的人生或者职业导师的角色。）有的时候教授自己
就是在你想要进入的行业做事情，那他就可以成为你的
Mentor。跟自己的 Mentor 在一起，好好表现，也顺便表
达自己希望得到这个行业的实习机会。这样一般问题就不
大了。

        最后说一句，走教授这条路，做学习成绩好的“乖宝宝”
是很重要的。

1.2 学校的资源

         准确度：  

         易操作性：

        Career Center( 职业中心 ) 会发布实习和工作的新闻。
除了学校的大职业中心以外，有些学校还会各个学院都有
自己的职业中心。学院的职业信息一般对投递简历都更有
针对性，但是这种职业信息一般要单独订阅。大家一定要
去问问。

       有一个小窍门。公司在学校发的职业信息大多数情况
下都会留下 HR 的联系方式。所以，即使那个职业信息发
布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你又实在想去这个公司，不妨还是
把简历发过去，有时候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机会。

       职业中心还会不定期举办一些面试技巧学习会和职业
规划的相关讲座，偶尔可以去听一听。有时候主讲人本身
就是某些大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给这些人留下印象也会
对你找工作或者实习有帮助。有的学校还会不定期举行不

-29-

      留学美国的童鞋们很多都想在毕业之后找到好的职业平台。即便是以后打算读博士的同学，在本
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也应该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充实自己的学术档案。在国内很大的集团里工作或者实
习过会有一些优势，但美国人还是比较看重你是否有在美国的工作经验。这不但考量你能否适应美
国的工作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你是否有能力在美国的公司工作。
       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想在美国找实习，首先要确保自己有竞争力、比美国学生更优秀，其次就是关
于工作的手续和证明也更加复杂一点，所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工程，金融，建筑等领域的实习一般都有报酬，在非营利性组织如慈善机构，智囊团 (think 
tank) （从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研究的组织）等地方实习则大多为无偿的。
       从很茫然地四处去寻求帮助到能够自己搜索信息，从练习回答面试问题到自如应对，过程是艰辛
和充满挑战的，但也必然是会有很多成长和收获的。最重要的是，寻找实习的过程与求职是有很多
相像之处的。



海外篇

实习及求职准备

-30-

海外篇

实习及求职准备
同行业的 Internship Panel（实习座谈会），直接会有公司
的负责人过来招实习生。也是很好的完善简历的机会。

       此 外， 职 业 中 心 都 会 帮 学 生 修 改 Resume 和 Cover 
letter。

         学校的 OIS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 一般
也会设立专门的 Adviser 来为学生讲解和解答具体的问题。
不妨早点约他们一聊，弄清整体情况。

        ENGenius Jobs 是 UM 的 Career Center 给学生们提供的
网上求职平台，大多数顶尖公司都会不定期在这上面发布
一些招聘启事。在附录 UM career manual 摘录部分会有详
细的使用介绍。作为一个寻找实习的密大学生，一定要把
此网站加入收藏夹，并保持不低于人人网 1/10 的在线时长，
定会受益匪浅。（学长  陆江浩）

1.3 公司网站和行业分类网站　

         准确度：  

         易操作性：

       大公司都有自己的 Internship Program。有的是只有暑
假有的，有的则是滚动招人的。反正大家去自己想去的公
司 Career 这栏下面找就可以找到了。方便快捷。

       公司网站外，各个行业还有不同的分类实习网站。比
如说，工程类工作和实习的网站 http://www.engineer.net/，
找 NGO（ 非 政 府 组 织） 实 习 和 工 作 的 网 站 http://www.
idealist.org/。

       但是如果公司也通过学校的 Career Center 招人了，最
好是用学校的工作信息系统来申请，这样就不大容易被过
滤掉。
        一般来说，网投的成功几率比较小，无报酬的实习几
率大一点。
 

再和大家分享几个实习求职的有用网站：

   

  

  

        其他的比如 glass door（很多面经），snagajob.com（实习），
job.com，dice.com（科技类），beyond.com，还有比较大
众的 monster，monster track，dootstang，Career Builder 等。

      【隆重推荐】本章第八节中，UM 就业指导老师推荐
了一个美国各工科专业求职的链接，非常有用。

1.4 参加各种 Mixer

          武器准确度： 

          武器易操作性：

          Mixer，简言之就是聚会，这个事儿呢还是有好处的。
除了可以免费吃饭外，还可以认识很多人。

       介 绍 大 家 一 个 很 有 用 的 网 站 叫 http://www.meetup.
com/。这个网站属于同城聚会网站。你们可以去上面寻找
跟自己相同兴趣的人，或者在做你感兴趣的行业的人，然
后出来跟他们聚会，可以不经意地得到实习机会哟。跟师
兄师姐的聚会也很重要，他们往往已经在美国找到工作了。
如果你有能力，给你介绍个实习他们还是很乐意的。在自
己寻找的同时，告诉所有有可能给你介绍的人“我需要实
习机会 !”知道的人多了，机会也就相对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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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题答案：
Ⅴ : a b c d e          Ⅵ：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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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面试，投简历，询问有经验人士的建议，积累人脉，
自身根据职位要求的提升和改进等等，都是需要长期的积
累的。

3. 实习许可
 
          这里我们第一次提到身份的问题。（链接：本章第 5 节）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你的身份问题的国家，美国移民局规
定，国际学生不能随意在校外工作，一旦违反就有被取消
F-1 学生身份的危险。因此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
你都需要申请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或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毕业实习）的“实习许可”。

         在本节，我们先介绍一下 CPT（课程实习）。

       CPT 是允许学生在校外合法打工的一个许可，且工作
领域必须和学习专业相关。CPT 要求雇主必须和学校提前
签署合作协议，并且要求提供 CPT 的院系必须在课程信
息中列出工作机会。申请 CPT，学生应至少已经有一年的
全职学生状态，并且 F-1 身份是有效的。注意，如果学生
参加了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全职 CPT，就没有资格再申请
OPT 了。

4. 寻找实习的技巧分享

       我们将在这一部分和同学们分享一些寻找实习的技巧
和经验，其中一些内容都是学长们的亲身体会。应该说，
找实习的技巧和求职技巧是有很多相似、共通的地方的。
这一些共通的内容我们在求职部分将不再提及。

心态 & 态度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来了
美国，很多情况下都需要从零开始。所以，第一份实习机
会要好好珍惜，就算是很小的美国公司，就算是无偿的，
但至少你简历上有了在美国工作的经验了，以后的路就会
好走起来。

       其次，一定要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热情，求知欲！这
是美国人十分看重的。你的所有行动必须要贯穿一致地向
招聘单位表达。要注意 follow up（跟进），如果有收取简
历的人的电话号码，最好在投递 2 天左右后打电话或者发
电子邮件去询问。

       与之相对应的，不要尽问一些很幼稚的问题。美国人
的说法就是 keep asking stupid questions, dumb questions。这
个其实不仅仅局限在面试中，想想一个人在你面前尽问一
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答案的问题，你会怎么想？答案
就是：对方是个不努力，没有热情，没有思想的人。

1.5  LinkedIn 网站

          武器准确度：  

          武器易操作性：
        
        LinkedIn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工 具。 很 多 大 公 司 的 HR
会 每 天 花 一 些 时 间 看 LinkedIn。Windmill Networking: 
Maximizing LinkedIn 的作者说 LinkedIn is a powerful way to 
build your network and your professional brand。下面给大家
介绍一下 LinkedIn 使用中的要点。

1. 把你的 profile 填完，附上一张职业的头像。

2. 让你的 profile 看起来独特。让雇主一眼就可以看出你为
什么特别，和你想寻求的职业目标。

3. 在分项中使用 Headline。让你的资料看起来明确和醒目。

4. 寻求推荐。LinkedIn 里有一栏是 Recommendation，记住
要 Ask for recommendation ！

        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LinkedIn 在最新的状态，也
要 细 心 不 要 有 什 么 打 错 字 的 现 象 出 现。LinkedIn 上 面
可以认识你想进入的职业的人和管理者。有一个叫 Get 
Introduced 的功能，可以让你们的朋友互相介绍，发站内信。

PS：在 on-site 面试之前查一下面试官的背景和 project，
对面试准备有帮助。

 PPS：隋少龙学长的 LinkedIn 主页 ~  http://lnkd.in/7binA9

2. 实习的时间

       实习经历对于工程学的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般本
科生大二或大三暑假，研究生研一暑假时为最佳时间。因
为绝大多数公司的 summer intern 项目也是在 7 月到 9 月。
很多同学往往到那时才想起自己该到实习的时间了，毕了
业了才想起该找工作了。一般认为，要给找实习留出至少
4-5 个月的提前准备时间，找工作或许更长。

       首先，正式找实习的过程大概从一月底的校园招聘会
前的一周到两周开始，到拿到 offer 后把其他公司拒掉为止，
基本上在二月底到三月底，也有延期到四月的可能。有的
公司三月才开始招人，甚至有在四月还招人的，所以大家
在这漫漫的几个月里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有机会就投简
历，有面试就全力以赴。 第二，大家都知道找实习找工
作不容易，但是笨鸟先飞的话总是有好处的。 简历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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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人际联系，都可以是你直接或间接寻求内推的对象。
即使只有一面之缘，，也可以大胆地要求对方内推，因为
对方也能够从中获利。

5. 求职技巧分享

5.1 关于 career fair
 
       和国内类似，career fair（校园招聘会）是较实用的求
职渠道。“美国校园招聘依学校而定，时间大概 9 月或者
10 月一次（偏向全职），然后 1 月份一次（偏向实习）。
基本流程就是这一两天里面，各个公司过来学校摆摊，然
后学生带着自己的简历，穿的很正式的去跟公司代表聊天，
表述自己的能力以及更进一步了解公司，等公司发面试通
知。”（隋少龙学长）career fair 有两大好处：第一，面对
面的交流更能够向 HR 展示你的热情，甚至可以掏出 iPad
展示你的项目，这是网投无法比拟的；第二，career fair
之后公司往往都会利用在校园的时间进行几次 on-campus 
interview，其效率、作用远远大于一次次的电话面试。（陆
江浩学长：从安村走向梦想公司） 
 
5.2  offer 谈判
 
        国人一般不太了解这个步骤，然而基本所有的公司都
是可以协商要求提供更高的薪水，对方可能会同意，可能
会涨一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以及用人部门的急需等
情况。很多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连给自己争取更多收
益的勇气都没有，那他怎么能为企业去赚取更大的利润
呢？ 

PS：在美国找工作和实习的时候必须要有车，不是自行车
啊，是汽车！否则很多情况下你就会因为交通问题而被排
除出局了。没有汽车在美国没有办法生存。同时大家必须
在国内有驾驶经验，不然来美国就很容易出事故。在美国
出了事故的费用会是十分惊人的。 

PPS: 王宏宇学长的 "best advice"—"Work on your side   
projects.  Keep a portfolio of what you did.”

          林晚笛学长的建议—“了解清楚自己想要的工作，了
解清楚公司想要的人才。比如咨询公司，要跟各业人士接
触，做产出高、有成效的工作就会更胜于在实验室长期研
究的工作。针对自己想要的工作，能够好好挖掘的经历非
常重要。”

        很喜欢一句话：" 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
费力 "，小编在此和大家共勉。

交流，交流！ 

       优秀的沟通能力经常是美国的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第一
条要求。美国人十分重视沟通交往能力，所以你经常会看
到在公交车上两个素不相识的乘客聊得热火朝天，马路上
擦肩而过的行人言语投机，相见恨晚。而这一基本素质在
参加面试时会被要求有充分的表现。尤其公司在雇人时，
对外国人的语言是有一定顾虑的。所以咱们要相信，咱们
智力上比他们强，在说话上一定要大胆，美国人可以听懂
你的英语，所以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大胆的讲出你的见解！
 
Networking & Refer 

       有的人有能力别人未必能发现；职场上有些职位仅在
公司内部流通，外人很难知晓；一份好的简历也未必能被
招聘人员看到。但如果有 network 的帮助，求职就会变得
简单很多。

       谁说中国人爱“靠关系”？到了美国才会发现，美
国 才 是 爱 关 系 爱 到 大 张 旗 鼓 写 书 探 讨、 办 讲 座、 开 课
程 的 国 家。 而 中 国 学 生 总 体 来 看 不 aggressive， 不 知 道
networking，往往是一大群中国人整天在一起，英语口语
没有什么起色。关键是，你学校里中国人再多，也没有说
英语的人多。

        说到人脉，隋少龙学长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
同学们应该积极参与更多讲座和社交活动，并在其中勇于
和人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学习与自我推销的过程，既能掌
握更多的资料，也能让别人更好的了解自己。此外，敢于
厚脸皮向人索要名片也显得很重要。这也是一个积累人脉
资源的过程，说不准有朝一日这些名片会成为你获得理想
工作的敲门砖。与此同时，在交流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当
面交流 / 网上交流）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比如，关于自
己面临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或是关于他经历过的技术方面的
问题。这类问题通常会让你和对方在共同领域产生共鸣，
从而促进对彼此的了解。

        Networking 比其他找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来的重要。不
仅仅在于其效果明显，更在于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
有时比较漫长，需要耐心。但是 networking 一旦有小成，
收获就会紧跟而来。

         Refer（内推），堪称在美国最有效的求职方法。基本
运作方式是，企业里面的一个人帮你递交简历到 HR 或者
HM 那里，如果最后企业雇佣了你，你的推荐人会得到一
笔奖金。内推和国内“走后门”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不需
要付出任何金钱，对方感觉你有希望，就推荐你，因为他
想拿奖金。所以这是一种双赢的健康的推荐制度。内推可
以帮助你的简历直接通过计算机海选，所以十分重要。很
可惜，最有效的一种途径却是大部分中国学生的缺点，因
为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没有任何 industry network。其实你
身边很多有工作经历、家人关系的美国同学，以及实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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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1. 传达出职业精神

       作为初出校园的毕业生，就应该通过简历让 HR 感到
你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充分准备。有针对性的内容和规范
专业的格式都是你的简历必须做到的。Remember to be 
business-like professional. 

2. 裁剪你的简历：PRI 原则

        什么是 PRI 原则呢？成功的简历无非说明了两个问题： 
1. Why you? 2. Why me? 记住招聘经理筛选候选人的标准：
Position-Relevant Information (PRI)。对方需要你具备什么
软性素质，你就可以给他提供什么，因为软性素质是可以
替代，可以转化的。而对方不需要的，你可以删除于你的
简历之外。删除与保留的标准，则参照你要申请的职位。
面对自己众多的经历，恰当的删除和保留才能去粗取精，
留下昀美的钻石来抱得“美人”归。

       而在剪裁你自己的简历中除了明确的按照职位要求
（Job Description）来选择相关的经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
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行业或者你应聘职位中的潜规则，
在你的简历中通过各种经历来暗合这些潜规则。

        越是针对性强的简历越容易受到认可。每个求职者，
都必须为特定企业、特定职位，“量职打造”简历。一份
合格的求职简历应该是“求职意向”清晰明确，所有内容
都有利于你的应聘职位的。

3.  充分表达自身亮点
        
       下面是几个在简历中展现自身 unique selling points 的小
建议。

1. 关键词说话（Key Words）：关键词是描述你专业活动
或成就的表示技能的名词或动词词组。HR 们对每份简历
的审查不是“阅读”而是“扫描”。扫描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关键词！ HR 们从简历中挑出所希望见到的关键字，并
最终挑出合格的候选者来。

2. 动词说话（Action Words）：避免使用“I”、“me”、“my”、
“also”、“feel”或“because”之类的词语。使用过去时
态。动词要多使用实意动词。例如在表达“做”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选择“conducted”、“managed”、“acted”、
“worked”，而不要使用“did”之类的非实意动词。

3. 数字说话 (Numbers’ Saying): 一定要把包含数或百分比
的陈述用量化方式表达出来。例如 :Increased membership 

by over 25%; 或 Achieved sales of over $1500 daily。此项尤其
针对于表达自己工作成果中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和时
间节省。

4. 结果说话 (Results’Saying): 表明以往工作的业绩，业绩
就是个人能力的最好证明。

4. 罗列学历与经历

        一般以倒叙罗列内容，最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放在最
前面，并且学校或者实践单位大写并加粗便于招募者迅
速识别你的学历和经历。时间罗列在左侧或者右侧都可
以，格式如 2007-present。如果是正在工作的人，简历中
的 experience 应该写在教育背景前，而对于在校生则将教
育背景写在 experience 之前。

       将社会工作细节放在工作经历里，这样可以弥补工作
经验少的缺陷。例如，作为某学生组织里的成员，你组织
过什么活动，参与过什么事情等都可以一一列出。如果只
做了一件事，你也可以尽量分开来写，例如带领过多少人，
完成了什么任务，起到什么作用等。如果你在校内获奖学
金，那就在简历上填写一项奖学金。很多学生每年都有，
这样就能给人一种学业优秀的感觉了。

5. 投递简历

       亲手将简历提送到 HR 手中的机会毕竟不多。更多的
时候我们需要：

1. 网络申请：网上填写申请表格
       选择网速快的时间和地点上网，注意阅读填写指南；
线下事先写好，保证填写的质量可以在网上查找名企的网
申攻略；尽早提交，有些公司在截止日前就已经启动简历
筛选计划。

2. 电邮大行其道：用 Email 发送简历
        按公司的要求选择 word、txt 或 pdf 等格式；按照公司
要求选择以附件或正文发送；主题注明应聘职位；确认你
的简历已被接收。

3. 传统老字号：邮寄简历
       使用牛皮纸大号标准信封；不要折叠简历；在信封上
注明应聘字样以及必要个人信息及应聘职位；使用比较别
致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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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申请的建议

          网络申请是面试前的第一步，要点是要突出你的优势。
优势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学校、成绩、专业、实习经历、
学术或是比赛经验等。要把这些闪光点放在醒目的位置，
因为第一印象至关重要，好的印象会不知不觉为你加分。

       尽可能地了解公司文化。在网络申请前，提前看看公
司的企业文化以及公司强调和偏好的方面，便可以在网申
回答问题时投其所好，让回答更贴近公司的需要。

2. 面试基本要求

       着装：正装。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穿正装并充分利
用你的知识技能可以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

        肢体语言：首先要无条件自信，其次要与面试官进行
眼神上的交流，不要东张西望。要用手势等肢体语言抑制
内心的慌张。体态语言直接影响面试官对应聘者的印象，
身体摇晃、抖腿等动作万不可出现。

       遵守时间：在面试这个阶段，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要
迟到，最好能够提前 10 分钟到达面试地点，以表明你对
本次应聘活动的足够重视。

3. 面试的类型及流程

       编者注：各个公司面试的轮次数、流程各有差别，这
里列出的只是对各种面试环节的一个基本涵盖，供大家参
考。

3.1 筛选面试（screening interview） 
       

        筛选面试往往是面试的第一步，它用来测试你是否是
该公司需要的员工。面试时要明确透露你的就业目标。明
确的就业目标会让面试官清晰地判断你是否是他们所需的
人才。通过提问了解更多职位、公司、行业等信息、切忌
提出幼稚问题。

3.2 电话面试（phone interview） 

       电话面试用来缩小面试范围。其难度不大，多涉及基
本概念以及技术性问题，如果提前有所准备还是比较容易
通过的。面试时可以利用 Google，假装没有听清要求对方
重复问题，从而快速搜索自己不了解的知识性问题。而且
每次电面完最好弄清楚这些问题，因为电面中问题重复率
比较高。除此之外可以用利用网络搜索一些常见的电面问
题。

3.3 一轮面试（first interview） 

        一轮面试往往是一对一面试。面试官的问题可能会涉
及申请者的经历、技能、工作经验以及是否具备该公司最
佳候选员工的资质等。思考问题尽量全面，对待特殊情况
要说出来。一定要弄清楚问题，有不懂不清楚的地方一定
要问，因为有时候说出你的想法，面试官会告诉你你的思
路对不对，引导你往正确的方向想。

3.4 二轮面试（second interview） 

       二轮面试依旧是一对一面试，但是面试会更具深度。
你可能会和该公司员工一同开会，面对管理部门，执行部
门或是其他公司部门。对问题的回答一定要突出你的思考
过程，让面试官看到你思维进展。说出你的想法，如果实
在没有想法，可以问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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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三轮面试（third interview） 

       当你通过了第一、二轮面试后，你或许以为面试即将
结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三轮面试的问题难度会大很多，
侧重于综合实力的考察，需要我们平时侧重于对课题经验
与知识的积累，重点突出思维过程。

3.6 晚餐面试（dining interview） 

       晚餐面试主要考察你的交流、餐桌礼仪以及人际交往
能力。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面试环境，面试者不用过于拘
束。可以将其当作平时朋友聚会，正常聊天就可以。

3.7 最终面试（final interview） 

        最终面试是决定你是否能拿到工作的最后一步。主要
是对综合能力和团队精神的考察。面对问题依旧是要重点
突出你的思考过程、思考能力、面对压力和解决问题的创
新方法。

        这一环节可能会问及你的职业规划、发展方向等，还
可能让你做以前项目的 presentation，这需要我们提前准备
好。这不仅仅考察知识能力，还有承受压力的情况。

4. 面试后的跟进

       了解如何联系公司和联系谁。如果将来你没有收到回
复，你需要知道联系谁，能否通过电话询问是否被聘用。
建议面试两周后如果没有任何消息，给招聘人员或曾经面

试过你的其他人发信 follow-up，打听一下他们的决定。如
果还没有消息，要么直接打电话，要么再发封信告诉他们
你会在哪个具体时间给他打电话。

5. 面试常见问题

          咨询、营销类的面试主要有 case interview 和 behavioral 
interview 两种。前者主要考察面试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后
者会侧重对面试者已有的经历进行考察问答。无论哪一种
面试形式，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做过的项目细节，能够畅谈
自如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就职于波士顿咨询的林晚
笛学长对同学的建议是：对简历上的细节都了解清楚，并
且在参加面试前多练习，建议用两个月的时间。

       关于各类面试的普遍问题，UM Career Manual 上面
有一篇文章列举了一些面试经典问题，请参考第七节中
的”Questions Asked by Employers”。问题没有最好的答案，
可以留给同学自己准备。

6. 其它准备建议

        Glassdoor 这个网站很不错，一般面试前可以在上面查
一下该公司，里面包括这个公司各个职位的薪水，还有
很多人总结的面经， 还有不少评价和打分，链接：http://
www.glassdoor.com/Reviews/index.htm

        有的学校的 career center 会有模拟面试系统，或者可以
约见顾问进行帮助模拟面试，希望大家如果发现有的话多
多运用此资源。另外个人发现的小渠道是可以先申请一些
不大重要的公司，刚开始并不用重视结果，把去面试当成
一种锻炼，每次回来总结面试的过程、问题和自己表现好
和不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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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背景知识：

1.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毕业实习）的缩写，是美国给所有 F1
学生毕业后的实习工作期。因为 F1 身份不能在美国工作，如果毕业了申请
到 OPT，就可以通过 OPT 身份工作。每个级别的学位只能申请一次 OPT，
有效期为 12 个月。但 08 年开始，美国国土安全局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 ,
将理工科学生毕业后的实习期延长至 29 个月。该规定目前只适用于自然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 总称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类的学科。

2. 工作签证：以美国为例，工作签证分为 H，L，O，P，Q。
“H” 签证 : 适用于在美国短期工作者。目前最普遍的 H 签证是工作用 H1B 签证和培训用 H3 签证。
“L” 签证 : 适用于由中国公司派遣至美国分部或相关公司工作的人员。
“O”,“P” 或 “Q” 签证 : 适用于参与演出，授课，训练或文化交流活动人员。

3. 绿卡：绿卡是一种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许可证。持卡人拥有在签发国的永久居留权，同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免去入
境签证。

2. 办理注意事项：  

1. 【 F1 → OPT 】

        申请 OPT 必须先由学校批准，然后再由美国国土安全局批准，最终获得 OPT 资格。一般在毕业前 3 个月开始申请
OPT，因为这有时候会办理比较长时间。另外，申请的 OPT 工作必须和本人所学的专业相关，否则视为非法工作。F1 签
证有 60 天的缓冲期 grace period，如果学生在这 60 天内仍未申请到 OPT，那么必须离开美国。
         
         对于 OPT 的持有者来说，法律规定在整个 OPT 期间，不能一共有超过 90 天的 unemployment 状态，否则 OPT 就自
动失效，更没有资格再申请 H-1B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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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业注意事项

   

2. 【 OPT → H1B 】

       如果学生在 OPT 有效期内已经找到了正式工作，便可以申请 H1B 签证，在美国合法工作。美国移民局每年 4 月 1 日
开始接受 H1B 申请，如果申请获得批准，当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H1B 身份持有人可以待在美国的唯一原因是其工作身份。
一旦 H1B 身份持有人失去工作，按规定，其必须在第二天离开美国。不过美国移民法也给出了 180 天的灰色期，即如果
在失效后 180 天内自动离境，移民局不予追究其非法滞留。

       H1B 是如何发放的呢？由于 H1B 的数量往往不能满足所有想在美国工作的申请者，因此有人发明了万恶的随机抽签
系统，在此系统面前，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和一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中签的概率是一样的！抽签主要分两个区：硕士
以下的申请者，有 65000 个名额；硕士以上（含硕士）的申请者，有 20000 个名额。此外在大学工作的申请者，例如博士后，
不用抽签，可以直接获得 H-1B。所以如果收到的申请大于上限，那么就需要抽签。还有，这 65000 个名额里有 6800 个是
预留给新加坡和智利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咱们能申请的，就大约只有 58000 了。

        当然，stem 专业由于可以将 OPT 有效期申请延长至 29 个月，所以在第一年申请失利的情况下仍可以申请保留 OPT 身份，
到第二年继续申请。

3. 【 H1B →绿卡 】

         持有 H-1B 签证后，可以边工作，边申请绿卡。H-1B 签证的有效期是 6 年。如果在此身份到期前 365 天没有办理绿卡申请，
则此签证申请人必须离开美国本土至少一年，然后才可以再次申请 H1B 签证。

        绿卡持有者在美国住上一定时期后可以申请加入美国籍。绿卡与永久居留权是划等号的，取得绿卡也就是取得了在美
国的永久居留权。但绿卡持有者与美国公民所享有的权益差别还是很大的，绿卡持有者一旦在美国犯罪或离开美国 1 年
以上，绿卡就直接失效，而美国公民在同样的情况下却不会失去美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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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问题及解决方案
1. 毕业时间与国内招聘时间冲突

国内校园招聘高峰期时间： 

企业校招：8 月——12 月
企业补招：次年 3 月——5 月
政府事业单位：11 月——次年 5 月

（注：2012 校招并不是在 2012 年举行的，而是从 2011 年
的 8、9 月份就开始了，会持续到 2012 年的 6 月份。）

解决方案：
          多关注 2 中的招聘渠道，尤其注意企业的补招。

2. 有关海归的招聘途径太少

解决方案：

1) 通过水源 bbs 中的 info 版寻求机会
2) 通过社会招聘网站发布个人简历
3) 通过学长或是朋友的介绍，进行网申内推
4) 参加大型招聘会
5) 有一些公司会有专门针对海归的招聘

3. 有关笔试的问题

        相比国内学生，海归往往应试能力差一些。

解决方案：
       准备回国的同学可以在网上做一些相关的笔试题目，
熟悉国内笔试类型以及题型，以缩小与国内学生应试能力
差距。

4.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是回国办理学位公证的必要文件之
一。留学人员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主要是为进入国内职场做
准备的。

解决方案：
       留学生的学历认证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的大使
馆教育处去办理。
       详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renzheng.cscse.
edu.cn/ 

5. 留学生落户政策

解决方案：
       公派或自费出国的留学人员，回国后要求在原户口所
在地恢复户口的，派出所可以凭归国留学人员的出国护照，
依据原户口注消登记直接办理恢复户口手续；理由正当，
需要在本市、县内其他派出所辖区登记户口的，落户地派
出所可以凭归国留学人员的出国护照及原户口所在地派出
所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证明中应载明户口注销前户口
登记的详细内容），办理落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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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Resumes
Ann Powers

734-555-7160                                                                                                                                                                                 19Main Street
annpowers@umich.edu                                                                                                                                                   Ann Arbor, MI48013

OBJECTIVE
    To obtain a summer 2013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ternship specializing in water waste management.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MI
                 B.S.E.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pril 2011
 GPA: 3.6/4.0

 Technische Universitat Berlin
 Study Abroad 
 ·  completed classe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German language
 ·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excursion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German culture 
                   and industry
 ·  Volunteered in a local underprivileged elementary school, gaining cross-cultural and teamwork skills.

EXPERIENCE
 Research Assistant                                                                                                                                           May 2012-Pres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  Analyzing impacts of biofuels on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situations 
 ·  Conducting experiments with a small team to better comprehend different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  Researching past situation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  Modeling different biofuels and their emissions to find possible future dangers

COURSE PROJECTS
 Analysis of Solar Power                                                                                                   September 2012-December 2012
 ·  Researched the use of solar power in residential areas                                
 ·  Compared the costs of different solar cell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ax refunds and different energy
                   outputs
 ·  Compiled results in a formal report and presented findings to a local company

 Water Remediation                                                                                                                           January 2012-April 2012 
       ·  researched pollution leakage into local water systems after a local company
 ·  presented plans ensuring pollution spill prevention for the future
 ·  Worked with a team to implement cleanup of affected waterways

LEADERSHIPS
 Vice President                                                                                                                                September 2011-April 2012
 Hopps Research Scholars Program
 ·  Developed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to establish first private corporate scholarship for Hopps Scholars 
 ·  Improved program efficiency by leveraging best practices across similar campus organizations nationwide

COMPUTER SKILLS
 ·  Language: C++, Matlab, Fortran
 ·  Applications: Microsoft Office, AutoCad, RISA 3D

ACTIVITIES
 ·  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s                                                                                                             September 2010-Present
 ·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Student Advisory Council                                      September 2011-Present
  ·  BLUElab                                                                                                                                                          January 2012-Present

UM Career Manual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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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Schmoe
(734) 555-4713 ·joeschmoe@umich.net·190 Fosco Drive · Ann Arbor, MI 48103

  
OBJECTIVE Seeking a full-time position as an electrical engineer specializing 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PROFILE Varied experienc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Graduate concentration
  in communications. Primary strengths include biosystems, mobile satellite systems, data imaging, and 
  high frequency circuits. Strong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xtensive teamwork 
  experienc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April 2013
  M.S.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ystems                                             GPA:3.74/4.00
  Major: Communication, Minor: Biosystems
  Relevant Coursework: Advance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Wavelets and Time-Frequency    
  Distribu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Estimation, Filtering and Detectio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Richmond, VA                                  April 2011                          
  B.S.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strumentation                         GPA:3.81/4.00
  Relevant Coursework: Microprocessor System Design, High-Frequency Circuit Design,    
  Automatic Control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iomedical Ultrasonic Lab, Ann Arbor, MI                 September 2012-Present
  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    Developed real-time DSP algorithms for motion tracking
  ·    Wrote simulation programs using C/C++ for ultrasonic imaging systems
  ·    Participated in a team effort to develop a VXI memory board using Altera FPGAs for capturing 
       real-time RF data from ultrasound scanners and interface it to workstations
  ·    Assisted in Windows system administration and lab website maintenance

  General Electric Medical Systems (GEMS), Waukesha, WI      April 2012- August 2012
  Safety & Regulatory Engineering Intern
  ·    Performed EMC testing on X-Ray, Ultrasound, MR, Nuclear, CT and IIS modalities in order to ensure
       proper functionally
  ·    Eliminated or reduced RF emissions of medical equipment
  ·    Assisted with setup of equipment in an Open Air Test Site

PROJECTS Iterative Decoding of Product Codes: Stimulated the performance of a sup-optimal iterative
  receiver for product codes and compared it to the theoretical upper bou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ic Viterbi Algorithm: Implemented the generic Viterbi Algorithm
  in C and used it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oft and hard decision decoding of convolution   
  codes over AWGN channels

COMPUTER  Platforms:  Windows Vista/7, Mac OS, UNIX: Solaris, HP-UX
SKILLS  Languages:  C/C++, Matlab, Assembly (incl. Real-time DSP), HTML, JavaScript, Perl, Java,    
    Visual Basic, Shell Scripts, Labview, x86/8051/8098
  Applications:  Microsoft Office, Altera MAX+PLUS II, Spice, Protel, SPSS

AWARD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ECS Department Summer Fellowship, 2011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Russell Scholar, 2009-2011

LANGUAGES  Fluent in German and Spanish 

UM Career Manual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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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Verbs for Your Resume
accelerated
accommodated
accomplished
achieved
acquired
acted
activated
adapted
added
addressed
adjusted
administered
admitted
advanced
advised
aided
alleviated
allocated
allowed
altered
ameliorated
amended
analyzed
appointed
apportioned
appraised
apprised
approved
approximated
arbitrated
arranged
ascertained
assembled
assessed
assigned
assisted
attained
attested
audited
augmented
authored
authorized

balanced
bolstered
boosted
brainstormed
budgeted
built

calculated
catalogued
centralized
certified
chaired
charted
clarified
classified
coached
collaborated
collected
commissioned
committed
communicated

compared
compiled
composed
computed
conceptualized
concluded
confirmed
consented
consolidated
constructed
contracted
contributed
converted
convinced
cooperated
coordinated
correlated
corresponded
counseled
created
critiqued
customized

debugged
deciphered
dedicated
delegated
deliberated
demonstrated
designated
designed
determined
devaluated
developed
devised
diagnosed
directed
disbursed
dispatched
displayed
drafted

eased
eclipsed
educated
elevated
elicited
employed
empowered
enabled
encouraged
endorsed
engineered
enhanced
enlarged
enlisted
enriched
enumerated
envisioned
established
estimated
evaluated
examined
excelled

executed
exercised
expanded
expedited
explained
extended
extracted

fabricated
facilitated
familiarized
fashioned
figured
finalized
forecasted
formulated
fostered
founded
fulfilled

generated
grew
guaranteed
guided

hired

identified
illustrated
implemented
improved
improvised
increased
indexed
indicated
inferred
influenced
informed
initiated
innovated
inspected
inspired
instituted
instructed
integrated
interceded
interpreted
interviewed
introduced
invented
investigated
involved
issued

judged
justified

launched
lectured
led
licensed
lightened
linked

maintained
marketed
measured
mediated
minimized
mobilized
modeled
moderated
modernized
modified
monitored
motivated
multiplied

negotiated

officiated
operated
orchestrated
organized
originated
overhauled

performed
persuaded
pioneered
planned
polished
prepared
prescribed
prioritized
processed
procured
produced
programmed
projected
promoted
publicized
purchased

queried
questioned

raised
rated
realized
recommended
reconciled
recorded
recruited
rectified
reduced (losses)
refined
referred
reformed
regarded
regulated
rehabilitated
reinforced
rejuvenated
related
relieved
remedied
remodeled

repaired
reported
represented
researched
reserved
resolved (problems)
restored
retrieved
revamped
reviewed
revised
revitalized
revived

sanctioned
satisfied
scheduled
screened
scrutinized
secured
served
set goals
settled
shaped
smoothed
solicited
solved
sought
spearheaded
specified
spoke
stimulated
streamlined
strengthened
studied
submitted
substantiated
suggested
summarized
supervised
supplemented
surveyed
sustained
synthesized
systematized

tabulated
tailored
traced
trained
transacted
transform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updated
upgraded

validated
valued
verified
visualized

wrote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Career Resource Manual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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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I Write a Resume That Captures Employers’ 
Attention? 
    Before we answer this question, it’s helpful to point 
out that a resume is not a comprehensive composition of 
your life experiences. It is made up of key experiences, 
described in succinct, action-oriented, achievement state-
ments that demonstrate your skills and motivation to per-
form the job. 

How Do I Convey That I am the Ideal Candidate? 
    You present yourself as the obvious choice by articulat-
ing your value proposition. Describe your skills,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that satisfy the posted requirements. Then, 
explain how you have achieved successful results. You need 
to be clear about the problems you’ve solved, the impact 
you have made and how you made a difference. 
    Hiring Managers and HR Reps love this language. It 
makes their jobs easier—they don’t need to pull it out of 
you in the interview because you’ve stated it clearly on 
your resume. In addition, clearly stating your contribu-
tions demonstrates your awareness of the value you bring. 
You’ve shown that you understand organizations hire peo-
ple who will solve their challenges, ease their burden, and 
improve operations. You will make their lives easier if they 
hire right. 
    You have probably heard this many times before. Em-
ployers don’t read resumes; they quickly scan them, 
spending roughly 30-60 seconds looking for evidence of 
skills, abilities and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their needs. If 
they have to spend too much time figuring out what you’ve 

done, they are likely to pass you by! Show them why you’r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em. Create a visual representa-
tion of your story through words.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match your achievements to their 
needs. 
    Recognize that many employers seek common traits. 
Top among them are teamwork, motivation, work ethic, 
communication (verbal and written), analytical abilities,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initiative. As you craft your 
final resume, choose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llow you to 
demonstrate evidence of these skills. 
     While many students may be tempted to omit “un-
related” (non-engineering) work experience from their 
resumes, these experiences convey character traits, skills 
and motivation that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employ-
ers. As you analyze your experiences, draw out things that 
distinguish you from other candidates. Be sure to highlight 
what is unique about you—relative to what the employers 
are looking for.

How Do You Uncover Your Impact?
    For each of your main accomplishments ask: 
• What was different or better when you finished? 
• What got in your way as you performed this role? How 
did you get around it? 
• How did you improve yourself in this process? (Did you 
increase your technical skills or creativity? Learn from oth-
ers? Improve y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Remember—think 
transferable skills!)

Examples of Impact Statements

Summer Camp Counselor
Before
Planned activities for summer youth camp

Supervised junior counselors

Tennis Instructor
Before
Taught beginner through advanced tennis 
lessons to children and adults.

After
Recruited and trained additional volunteers to 
improve camp operations and expand scope of 
offering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orientation 
program for new volunteers to ensure safety and 
learning goals were achieved for all campers.

After
Developed individualized skill-based instruction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to achieve optimum 
skill development and prepare students for team 
competition.

Coached 90%of students to achieve advanced 
level within 3 months.

Resume Writing for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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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t?
A curriculum vitae,  also called a CV,  is  a 
job search document that gives ext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applicant’s qualifications and 
background. Whereas a resume should be limited 
to one to two pages, a CV can be many pages in 
length.

Who Needs One?
A CV is used most often by PhD students who 
are applying for either positions in academia 
or research positions in industry. For most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a 
resum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a CV.

What to Include?
All CVs should begin with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What follows will depend on your 
background and the type of position you are 
seeking. Here are some common sections to 
include in a CV:
     
Education
List your degrees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Include:
• Degree
• Institution and location
• Graduation date
• Any minors, concentrations, or other types of    
specialization
• Dissertation or title of thesis (optional)
• Advisor’s name (optional)

Experience
This s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n your 
CV. Include:
• Title of position
• Name of organization and location
• Dates
• Description of your responsibilities (this can be 
in a bullet point format)
• Research experience can go in this section
• Tip:You can also include unpaid experiences 
under your experience section. Just because  
you didn't get paid for it, doesn't mean it  isn't 

valuable experience! 

Teaching Experience
This is an especially valuable sec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 career in academia.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Depending on how many presentations or 
publications you have, you may want to list the 
most relevant ones first or divide this section 
into categories.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e sure 
to include membership in an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kills
Highlight your technical skills and language skills 
in this section.

References
References should be included on the final page 
of your CV.

Do not feel as if you need to include every section 
listed above. Also, feel free to add additional  
sections that make sense given your experiences 
and the positions you are applying to. For 
example, you may consider adding a Leadership 
section or an Academic Projects section. 
Finally, be sure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with 
an ECRC Career Counselor for a professional 
review of your CV.

The Curriculum Vi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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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meticulously preparing you cover let-
ters and resumes, you send them to carefully se-
lected companies that you are sure would like to 
hire you. You even get a few job interviews. But 
all of your return correspondence is the same: 
“Thanks, but no thanks.” Your self-confidence 
melts and you begin to question your value to an 
employer. 

    Sometimes, we begin to dread the BIG NO so 
much that we stop pursuing additional inter-
views, thereby shutting off our pipeline to the 
future. We confirm that we couldn’t get a job be-
cause we stop looking. Remember, fear of rejec-
tion doesn’t have to paralyze your job search ef-
forts. Let that fear fuel your determination; make 
it your ally and you’ll learn a lot.

Eight Guidelines to Ward Off Rejection 
1. Depersonalize the interview. 
    Employers may get as many as 500 resumes   
for one job opening. How can you, I and the other 
498 of us be no good? 

2. Don’t make it all or nothing. 
     Don’t set yourself up for a letdown: “If I don’t 
get this job, I’m a failure.” Tell yourself, “It could 
be mine. It’s a good possibility. It’s certainly not 
an impossibility.” 

3. Don’t blame the interviewer. 
     Realize interviewers aren’t in a hurry to think 
and behave our way. Blame your turndown on a 
stone-hearted interviewer who didn’t flatter you 
with beautiful compliments, and you will learn 
nothing. 

4. Don’t live in the past. 
    When you dredge up past failures, your 
nervous system kicks in and you experience all 
the feelings that go with failure. Unwittingly, 
you overestimate the dangers facing you and 
underestimate yourself.
 
5. Don’t get mad at the system. 
    Does anything less pleasurable exist than 
hunting for a job? Still, you must adjust to the 
world rather than make the world adjust to 
you. The easiest thing is to conform, to do what 
400,000 other people are doing. When you sit 
down to play bridge or poker or drive a car, do 
you complain about the rules? 

6. Take the spotlight off yourself. 
    Sell your skills, not yourself. Concentrate 
on what you’re there for:  to find out the 
interviewer’s problems and to show how you ca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m. 

7. See yourself in the new role.
    Form a mental picture of the positive self  
you’d like to become in job interview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what scares you. All therapists 
agree on this: Before a person can effect changes, 
he must really “see” himself in the new role. Just 
for fun, play with the idea. 

8. Keep up your sense of humor. 
    Nobody yet has contracted an incurable 
disease from a job interview.

Written by Roseanne R. Bensley, Career Service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Dealing With Rejection in the 
Job Search



You Have an Offer, Now What?
    First,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offer! Take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the offer and perhaps 
explore the pros and cons of accepting it. Is the 
compensation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Where 
is it located, and is this a place you want to live? 
What kind of work will you be doing, and is it 
what you want to do? If the offer does not meet 
one or more of the things you want, consider 
negotiating. Not every company may be willing 
to negotiate, but you can certainly try. Companies 
do not typically revoke offers when candidates 
negotiate. When negotiating, be positive, polite 
and reasonable. If you decide to negotiate, plan a 
strategy after speaking with a Career Counselor 
and using the tips in this manual.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alary 

Other topics you can negotiate include: 
• Vacation, Paid Time Off (PTO) 
• Shorter probationary period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 Training or certifications 
• Moving expenses 
• Signing bonuses/annual bonuses 
• Stock options/profit sharing 
• Retirement plans or contributions 

Always maintain a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tone in negotiation

Tips 
• Do your homework before entering into a 
negotiation. Conduct research using ECRC salary 
data, websites such as Salary.com, cost help you 
in determining how much to ask for and why. 

• Plan your strategy around your research, your 
leveraging tools, and who you are communicating 
with. We recommend negotiating with the 
company representative you have had the most 
contact with/are the most comfortable speaking 
to. 

UM Career Manual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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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sure to practice before negotiating. 
Practicing will  decrease nervousness and 
increase your ability to articulate your desires. 

• ALWAYS maintain a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tone in the negotiation. You do not want to 
jeopardize your reputation o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mployer. 

Accepting an offer  

    Accepting an offer of employment, whether 
verbally or in writing, represents your (good 
faith) commitment to join the employing 
organization and to honor the terms of the 
employment agreement. Once you have accepted 
an offer, you should discontinue all further 
interviewing and search activities, including 
withdrawing from previously  scheduled 
interviews. 
    
    The ECRC maintains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many employers,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damaged when students retract committed 
offers. Reneging on offers can also damage 
your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reput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he ECRC. We expect 
all students to conduct themselves professionally 
and ethically in their job search. Please see 
the Job Search Code of Ethics for mor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retracting committed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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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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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UM 就业指导老师的访谈

        Kerri Boivin 是密西根大学 Engineering Career Resource Center 的 director，我们有幸通过邮件对她就国际生就业实习的问
题进行了一次访谈。以下是访谈内容：

Q: What is the job market nowadays 
in US, especially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Q: What do people value most in the 
US when they decide whether to hire the 
interviewee or not?

Q: Do you have any tips for Chinese 
students when they start working in the 
US? 

Q: How do students find jobs or interns 
through ways other than career fair and 
website? Can you please recommend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on it? 

A: Overall, the job market is very good for students with increased employer activity 
and job availability for the new college graduate. Unfortunately, the job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not at good than that of the domestic student. I asked the 
companies on our Advisory Board about this and one said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way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classifie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llege graduate. The way 
she explained it is when her company hire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they can work for 
the company during their OPT allotment (let's say for 2 years). After that 2 years, the 
company can apply for a green card for that person. When they do, they have to explain 
how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is more qualified than a domestic student. Unfortunately, 
they cannot use the time they worked for the company over that 2 years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qualifications, so in essenc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is not as 
qualified as the domestic person. Therefore, the company quit hi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ll. We often here that companies will not hir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 
an internship if the company would not be able to hire them for a full-time job. Many 
companies are moving to a model where they hire full-time based from their internship 
pool. With that being said, I am seeing a little bit of a turnaroun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becoming available. 

A: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employers rank following skills as Top 5 Candidate Skills/
Qualities
1. 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2. Strong Work Ethic
3. Teamwork Skills
4. Analytical Skills
5. Initiative

A: Continue to network and build your communication skills. Communication is so 
very important. Go to a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lass or group. Find a language 
partner to practice with. Learn the cul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you are working for.

A: In addition to our job posting system, job posting networks, and career fairs, we 
offer a lot of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such as a panel discussion with 
networking time with the recruiters. We often will work with student on their resumes 
and interview skills by offering mock interviews. We also have a nice link list on:

http://career.engin.umich.edu/studalums/search/job-search-links

P.S. 这个链接是各个工科专业求职网站链接的汇总，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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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龙哥”讲那美国求职的故事
——斯坦福学长隋少龙就业访谈节录

 

        最近在网络上，一篇题为“龙哥找工作”的日志被疯狂转载数千次。文章的作者，人称“龙哥”的隋少龙，从密院机
械工程专业、DD 航空航天专业毕业，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这位“大牛”先后获得斯伦贝谢研发总部（REMS），
美国特斯拉电动车（Tesla Motors），美国英伟达公司（Nvidia）等多家公司的录取通知书。

        隋学长的美国顺利求职与他在美国期间的实习经历密不可分，他曾在特斯拉等国内外多家公司实习，并有众多知名公
司，如苹果、思科、斯伦贝谢等的求职经验。他对于美国求职和实习有着丰富经历和独特感悟。近日，我们有幸以邮件
的形式对远在美国的隋少龙学长进行了采访。

Q：你本科阶段的专业是航空航天，想问一下此专业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A：中国学生学航空航天在美国不好找工作是不可否认的事，然而这也取决于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一般来说，涉及到航空
领域的美国大公司是很少招外国人的，因为他们大部分跟政府有合约。然而也有部分小的商业型航空企业比如 Cessna 之
类的，还是会招学航空航天的外国人的，只不过这一类的公司对经济气候比较敏感，稍有波动便会调整裁员，所以机会
很难找，但暑期实习是个好方向。

       回国的话当然是非常有前景的，国内的各种研究所应该都会很欢迎。不过收入可能会略低一些。（编者：CS，CE 其
实回国也有这个问题吧。。）

       身边的同学目前来看想去咨询业的还在尝试中，也有读博士的，也有回国的。目前还没见到在美国拿到航空类就业的
同学。

Q：您觉得美国面试中都有什么忌讳，或者说您自己有什么亲身的经验教训？

A：忌讳最后问你有没有问题问面试官，你说没有，或者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忌讳吹牛，没做过的项目也硬着头皮说做了，一旦被追问就哑口无言了。
 
        忌讳面试中问薪水，这会让面试官觉得你在意的是薪水而不是工作本身。
 
        忌讳说自己不会。当遇到自己确实不会的情况，要说明自己饥渴的求知欲，要说明你找实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学这个东
西，如果能扯到自己具有快速学习能力就更好了。
 
        最最最忌讳：英语说不流利，特别是自己做的项目一个词一个词地蹦着去解释。机械工程这一大类不像计算机科学那
样有很多套路一样的问题。面试官在考核的时候会更加注重你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你做过的项目。很多面试官在面试的
时候会像连珠炮一样的发问：“你用的什么材料做这个东西的？”“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而不是那样？”“你这个东西
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等等，用此来考察你对自己做的项目和相关技术的掌握程度。所以你的简历是你准备面试之前最
重要的材料。要准备充分，就需要能够用流利的英语把简历中列出的所有项目都详细的介绍出来，并且多问问自己“缺
点在哪”，“怎么改进”，“我学到了什么”之类的问题。在这里建议机械工程背景的同学在课堂上或者学术团体里做
项目的时候，不仅仅要重视你做的项目，更要在项目完成后，按照以上提到的一些问题及时整理总结，这将是你简历中
的血和肉，也是面试和就业的敲门砖。
 
Q：如何通过实习经历提升自我，积累人脉呢？

A：多认识一些人：这些人可以不是你这个部门的，但只要有机会认识就认识。相逢何必曾相识，将来都是人脉。中午吃
饭的时候可以一起吃，顺便聊聊天。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交往那就更要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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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一定要问明白：我第一个实习犯的错误就是没明白老板到底让我设计什么，或者说我那时候能力还不够，思路
跟不上老板的思路。但是他以为我懂了，这样我不懂而且也不敢老是去问，效率就特别低。所以，如果有机会实习，一
定要搞明白需要做什么，不懂就问，问懂了，就是学到手了。
 
         主动勤奋：早来晚走，做完了项目就去再要，机会难得，多学无害。
 
         英语交流：这是国人普遍的弊端。比如印度同学其实技术上不比我们强，但是人家英语说得老美听得懂，就有很大优势。
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练多说，模仿老美的语音语调。

Q：您的研究生阶段在国外就读，您觉得国内的本科教育对于您的海外求职有什么作用吗？

A：我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担心自己所学和未来的工作会脱节，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交大本科阶段教的很多课程，回过头
来想当初没好好学很后悔。
 
        从我产品设计这个方向来说：
   
      《固体力学》是一定要学扎实的。很多设计涉及到每个部件的装卡、受力等等，这个跟设计时候的选材相关度很大。应变、
应力之类的问题绝对是面试热门问题。

    《材料学》也要用心去学，很多当时没好好考虑的问题后来发现都非常有用。比如设计户外用品，需要考虑腐蚀、紫
外线防护等各种问题。又比如设计要长期使用的产品（5 年以上），就需要考虑蠕变、应力保持之类的问题。设计动态部
件或者反复受热多次的产品，就需要考虑疲劳等等。很后悔当时上课没问教授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设计与加工》是绝对的好课。我也做过 VM350 的助教，感觉凯哥讲加工方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睡觉，这是非常不明
智的。250 和 350 一定要用心去学，最好是上课完了去找视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不懂加工方法就无从谈设计，
没用过各种加工器械也无从谈设计。这个行业最看重经历，最好是亲自上手的经历。

   
后记：

         从看到网上热帖《龙哥找工作》，到有幸采访到龙哥。跨越太平洋，16 小时的时差并没有成为交流的障碍，
而龙哥的耐心、诚恳和热情，更是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他顺利在美国寻找到工作的秘诀所在：

1. 踏实有条理的工作态度和方法让他在工程类的工作中思路清晰

2. 提早的规划准备让他始终先人一步

3. 主动交流、积极建立人脉让他能够抓住职场大大小小转瞬即逝的机会

4. 时常思考与总结的习惯则让他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少走弯路……

         祝福更多的同学能从从隋少龙学长的经验中汲取养分，找到满意的实习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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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这是我在 Tesla Motors 做实习的时候做的项目之一，是一个检测箱。我的 Mentor 看我做的东西 work 了之后非常高兴
的爬到桌子上去拍照，他这体重爬上去的时候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右：这也是我在 Tesla 设计的一个检测装置。因为供应商在国内，这个检测装置需要运到深圳的厂子里做测试。结果我当
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运输问题，倒置这个玩意托运的话容易坏，抱着直接上飞机又很像个炸弹，只有把连线小心翼翼
的标注好，拆了之后分批运到深圳再组装起来。于是我学到了除了 Design for manufacturing，Design for assembly 之外的一向，
叫 Design for shipping.

附隋少龙学长美照若干（福利啊福利 ~）

龙哥圣诞节在美国大峡谷 ~

斯坦福春晚剧照                                                                               JI 毕业典礼上与倪军、Robert Parker 合影

龙哥在金门大桥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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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Your Heart
——密西根学院校友金钟书就业访谈

关键词： 海外就业  创业公司  CS  移动开发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在海外深造，并在当地就业。带着国内求职的思维惯性，“大公司”成为了同学们
的首选。然而，国外的价值观中，更强调 Follow your heart，“随心而动”。小公司，以及一些创业初期公司，有着不可
比拟的机会和成长空间。

        那么，留学生们到底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又要在就业前进行怎样的准备呢？这次我们有幸以采访到了学院 2008
级校友金钟书。她在本科时参加了双学位项目，获得了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后，她遵从自己的兴
趣，在一家创业公司 Mobiata 工作。（笔者注：Mobiata 是一家开发手机旅游应用程序的公司，其产品包括广受欢迎的
FlightTrack。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于 2010 年 11 月被 Expedia 收购）。让我们聆听金钟书对于海外创业型公司就业的经验分享。

工作经验：

Q:   您为什么选择了创业公司？ 创业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A:   现在公司已经被 Expedia（笔者注：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收购了，严格来说已经不能算是创业公司了，但我可
以说说像这样的小公司的好处。
        
        工作自由：在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等方面都会更加自由和灵活。

        直接参与产品研发：这样能高效地集中小团队的全部力量在一个产品上，并且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每个
产品的发布都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让人对产品很有责任感和荣誉感。

       内部沟通效率高：团队不大，阶层较少，和上级沟通效率高。我团队的老板更是非常棒的一个产品经理，让人对公司
很有归属感。

Q：说说您在这样的小公司工作的感受体会和一些有趣的经历吧。

A：要主动找事做：工作压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虽然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但是目标清单并不是排得满满的，这时候
就需要自己去找事做，或者向产品项目经理找事做，也可以自学之后做一些产品雏形，这一点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参加头脑风暴：我们去年春天着手新产品之初，团队把各个地方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两天的头脑风暴，和众多开发
人员、设计师、项目经理一起讨论产品的构想、功能、细节、交互界面和体验等，非常地有参与感。这样的头脑风暴其
实很常见，不过第一次印象特别深。

        赞美与鼓励为主：我的老板和同事都非常友善，偶尔犯错也不会有批评的声音，在公司中听到的更多是溢美之词。我
的项目经理还经常鼓励我把自己做到一半，但有进展的产品录成视频，给大家分享，这样做当然就会得到很多赞美声。
不过要注意这些赞美或者鼓励，甚至包括公司对工作地点和时间的灵活性，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信任，一方面这也十分考
验一个人的能力和自觉意识。

        要多与人交流：如果需要克服英语交流问题，方法就是多和同事中午一起吃饭、晚上去酒吧聊天、周末多参加活动。

人才要求：

Q：您在国外大学期间对就业做了哪些准备呢？ 

A：做项目、做兼职：我在大三暑假跟着教授做了苹果 iOS 的项目，暑假临近结束时，在学校 TechArb( 笔者注：为学生
创业提供服务的组织 ) 的一家创业公司兼职，也是 iOS 开发。大四上的毕设自选项目也有关 iOS，毕设课的教授安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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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公司的创始人给我们的小组做了一次当面指导，讨论我们做的产品，就这样和这家公司结下了缘分。（注：参加
就业时的面试是另一个流程，与创始人并无关系。）

      参加宣讲，主动提问：参加感兴趣的宣讲会，每次听完后和招聘人员或者来的技术人员亲切聊天，提问或者提建议，
如果给他们留下不错的印象，很有可能直接得到面试机会。

        平时锻炼自己的能力：参加各种 hackathon（笔者注：即“编程马拉松”，很多程序员聚在一起，合作地编写程序和应用），
锻炼自己能力，增强团队意识。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捣鼓点感兴趣的东西。

Q：就你的目前工作而言，你觉得 IT 业需要我们工科生哪些能力、素质呢？就业压力大吗？

A：就移动互联网方面需要创新能力、沟通能力、产品意识、团队意识，还有自觉读专业、工作方面的记录和文档的意识。
CS（计算机科学）的就业压力相对较小，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求职技巧：

Q：在美国求职时简历和求职信等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A： 做过的项目是重点：面试官在你简历上感兴趣的无非是你上过哪些课、做过哪些项目，后者是重点。所以一定要好
好回顾自己做过的项目，在简历上列最重要的三个，多写无益。每个项目下面写 2-3 个 bullet points（笔者注：如用●等
符号列出重点），注意每个点的动词选择很重要，要体现出自己的能力。

Q：您觉得美国的面试中忌讳的有什么，或者说您自己有什么亲身的经验教训？

A：写代码是重头：无论是电话面试还是现场面试，都是以写代码为主，对于 CS（计算机科学）来说往往这关比较难。
并且面试中切忌不讲话，在分析问题前先和面试官确认清楚细节，不管做不做得出题，也要把思路说出来让面试官听，
在动笔前把算法描述一遍最好。

Q：对在美帝找工作，你能否给学弟学妹们一条你认为最重要的建议？

A：Follow your heart：当然前提是你知道你想做什么。所以一定要想想清楚再找，找工作很费时间，不值得花在一些你不
是真心想去的公司上。

随文附上金钟书在美工作照片若干：

  

                    

左：2012 年 8 月 9 日于密西根州安娜堡，金钟书在 Mobiata 全程参与的第一个产品 FlightTrack Free 上线当晚和工作同事的
合照。
右：2013 年 3 月 28 日于旧金山，在索玛市售食品公园租了一辆校车，在校车里工作，周围有近十辆快餐车，不愁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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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 日于旧金山的新开放式办公室。

后记：

        与金钟书通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真的能从她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她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对公司的认同。就像金钟书
在文中提到的那样，在一家像 Mobiata 这样的创业公司，每一个产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同时自己也会与公司一
同成长，感觉到自己是公司的一份子。也许，在小公司工作会有不稳定或者压力大等因素，但是与公司一同奋斗、一同
进退，这份归属感和拼搏的动力也是许多大公司所换不来的。而且相比来说，小公司更加灵活，也有着冒险和创新的基因，
很多事情尚未起步，要每个员工亲身去探索去钻研，去带着公司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也会得到更多磨练。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最终看着自己任职的小公司成为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百强企业，这时就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其实，每个人所适合的选择不一样，追求的事业也不一样，金钟书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很透彻，Follow your heart. 就是
要找到你真心想做的，然后去做。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罢，只要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都充满热情，每天早上起来都能
充满干劲，就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如果我们能看清自己，找准目标，我们收获的就不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我们能够
一直对此充满热忱的事业。希望同学们在听完金钟书的介绍后，对海外就业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事业道路上找到正确
方向。

                                                                                                                                                  The End

特别鸣谢
        
        在此特别感谢为本手册的编写做出特殊贡献的企业、老师和学长学姐们，是他们提供的素材和分享的个人经验充实了
本书的内容，使得本手册更具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老师：交大密西根学院院长   倪军
              学校校企合作与就业指导老师   刘燕吉
              学院教学事务办主任   杨艳春
              学院教授   Shane Johnson
              密西根大学 Engineering Career Resource  Center 负责人   Kerri Boi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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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  林晚笛  金钟书  钱家伟  郭金帅  隋少龙

企业：上海大众，微软，英特尔，通用电气，长江电子

          再次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