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亲爱的 2018 级同学们：

当你带着亲人和朋友的祝福，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来到美丽的东海之滨，翻开这本

册子的时候，恭喜你，已经成为了一名交大学子！欢迎你，加入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我是上

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2018 级年级思政老师周奇。非常感谢密西根学院学生会事业部的同学们编

排了这本干货满满、诚意拳拳的《启程在 JI》。未来的岁月在前方召唤，梦想将启航，你们的学长

学姐作为引路人精心编辑这本生涯导航手册，他们怀着真挚的心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本手册尽快了

解、融入密院家庭；尽早开启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尽力实现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当你们走进底蕴深厚的交大、走进活力热情的密西根学院，你们可以领略领域内最优秀学者老

师的言传身教，选择启迪心智的课程、聆听深邃前沿的讲座、投身洞察社会的实践、参与拓展视野

的国际交流、沉浸于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这些都将是成长的养料和创造力的源泉。同时，你

们将与优秀的伙伴携手同行、互助互爱，在集体生活中收获值得珍惜一生的友情。在这里通过学术

滋养、文化熏陶，不知不觉中，你就变成了那个自己曾经向往的样子，举手投足都流露出交大密院

人特有的精神与气质。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经历过孜孜不倦的生涯探索后，你们对于自己的志向将会更加

明确笃定：在密院，你可以选择本科期间参加各种交流项目、双学位项目；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参

加学院和学校的本硕连读项目、或者通过申请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还可以选择毕业后参加工作，

投身到祖国的广阔天地……希望同学们学会自我定位，明确发展方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精彩灿

烂的人生之路。

在你们即将进入大学的美好时刻，老师也想和大家分享几点大学生涯带给我的感悟。首先，学

会自律。在大学里，再没有父母每天催你按时起床睡觉，再没有同学每天都喊你一起吃饭，再没有

老师时刻盯着你上课要认真听讲，所以要靠你自己约束自己，规律的作息，营养的三餐，认真的上

课，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你将收益终身。第二，学会坚持。大学里的

诱惑有很多，“百团大战”可能会让你眼花缭乱，请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社团或组织，坚持下去，

完整的做一件事远比同时参与三件事可以收获更多，获得经历的质量远比数量更重要；大学的课程

会很难，最开始的数分可能让你头痛万分，但请不要放弃，坚持下去，一道题一道题的磨下去，你

会发现举一反三其实也没那么难。第三，学会热爱。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身边的朋友，热爱

校园里的花花草草、猫猫狗狗，你会发现，你付出善良总会收到更大的回报；找到自己的激情点，

并不断为之努力，做一个幸福的人，也做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幸福的人。最后，我想说，不要害怕挫

折。面对全新的校园环境、学科学业，难免有迷茫、困惑与压力，但是亲爱的同学们，无论受到怎

样的挫折和打击，都不要一味灰心丧气，因为只要开始改变就永远不晚；每一次挫折只不过是通往

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绊脚石，无趣和一成不变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挫折。要相信所有的困难都是为了铺

陈结局的大反转，比起平铺直叙，苦尽甘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同学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和所有的密西根学院老师都对大家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志

存高远、躬行实干；希望你们独立思考、思源致远；希望你们矢志不渝、守正创新！

最后，再次欢迎你们来到交大密西根学院，从这里开始，你们必将走向更加高远宽广的未来！

2018 级年级思政 周奇



目 录

• 或许我们醉心学术

• 初始学术
申岩峰教授访谈

• 选择道路
校内科创项目                                                                                 
Ve/Vm490                                                                                      
实习中的科研岗位                                                                          
实验室助研                                                                                    

• 在 JI，我们有
ECE/ME/MSE 专业介绍                                                                  
学位项目介绍                                                                                
辅修专业介绍                                                                                

• 或许我们踏遍世界

• 相遇国际组织
初识国际组织                                                                                
[ 转载 ] 如何成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暨 YPP 考试最新解密！          

• 选调生，中国，我
[ 转载 ] 一张图教你看懂公务员、事业单位、选调生、村官的区别    
选调生访谈                                                                                   

• 未来，无限可能

• 毕业去向分析                                                                 

• 学长学姐语重心长                                                          

• 密西根学院就业、实习指南                           

• 附录：如何写好 resume                         

Learning

2

5
8
8
9

10
11
15

18
21

22
25

30

34

42

43



Learning

或许我们醉心学术

对于刚刚步入 JI 的你来说，学术这个词

或许听来有些艰涩。学术到底是什么？

做学术苦不苦？我们怎么做学术？又如

何和学术和睦相处？除了高大上的名声

之外，学术的内涵和价值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揭开学术的神秘面纱，化繁

为简，一步步走进学术，一览学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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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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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岩峰教授访谈

走学术道路是一场持久战。在过去的同学已经投入工作，日进斗金之时，你还需要在某个实验

室冥思苦想，拿着可能只够你每月生活的补贴。在较为困难的研究领域里、在较为苛刻的导师手下，

你甚至 6 年也不能满足毕业要求。而毕业后若选择继续在高校从事科研，你的薪水甚至可能不如本

科毕业的同学的起薪。

然而，虽然听上去 " 性价比 " 如此之低，学术道路却不是一条只有真正热爱科研的人或家境宽

裕的人才能走下去的道路。密西根学院的助理教授申岩峰便出身于黑龙江的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他在 2010 年于武汉大学毕业后便赴美留学，在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并在 2014

年至 2016 年在密西根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任博士后研究员。2016 年回国，来到密西根学院任教。我

们有幸请到他来解答大家对学术道路的常见疑问。

Q: 和本科与硕士相比，攻读 PhD 期间我们做的事情有怎样的不同？

A: 我们假设人类知识的总量是一个大圆。在本科阶段，我们学的都是比较基础的课程，这些课

和其他本科的科研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为你将来的工作或者深造做准备。本科的课程让你的知识范围

变成了在某个方向突出一点的同心圆。而硕士的课程则让那个突出的点继续升高，更接近大圆的边

界。而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科研，会让你的知识触及到大圆——人类知识的边界，并稍稍“拱”出一点。

人类的知识总量便如此扩展。

Q: PhD 能给你带来什么？

A: 最直接的结论是 : PhD 能给你一个更高的平台——读博之后，很多对常人紧闭的职业大门将

会向你敞开。

最直观的便是在学术界。各种研究所的博后研究员与高校的教职只会垂青 Dr. Foo，而对

Mr./Miss. Bar 则只会不屑一顾。进入高校后，教职也分三种，一种是专心于科研的 Research 

Professor、一种是只需关注教学的 Lecturer/Teaching Professor，而更多的也更有挑战的则是

Tenured-Track Professor。Tenure-Track Professor 需要在教学、科研、服务三个方面做出一定贡献，

在几年后经历多名教授的同行审议后决定其是否能成为 Tenured Professor，即终身教授。若未通

过审议，则不允许其在本校留任。

所谓的学术道路，对密院的学生来说，就是读 PhD 后进入公司从事研

究工作的一条人生轨迹。要想在学术道路上获得成功，你所面临的第一个

无法躲避的挑战便是 PhD。即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认知的”博士学位”。学

士学位证明你已经具有理工科的基础知识与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硕士学

位证明你在某一学科拥有可以独当一面的进阶技能，而博士学位则证明你

已经在某一学科领域做出了足够的贡献，拥有充足的能力继续进行科研。

对于多数人，学士学位需要花 4 年获得，硕士学位需要花 1 年至 1 年半获得，

而博士学位视研究领域与高校要求而定，一般需要 4 至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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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通过 Tenure 审议，便会成为 Tenured Professor，如无特殊情况，校方永远无权利主

动解聘一名终身教授。

而在工业界，在本科生 / 硕士遍地开花的情况下，PhD 学位无疑会给你带来超越大多数人的

优势。一名 " 熬过 "5 年的博士无论是在意志还是在能力上都远胜于寻常的本科生和硕士。因此，

公司中的研发项目大多数时候都是由 PhD 来领导，核心技术岗位通常都是由 PhD 来担任——

Research Scientist 这个头衔与职位可不是随意授予的。

Q: PhD 期间的学习与科研生涯是什么样的？

A: (1) 在 PhD 生涯的一开始，我们需要先在高校上相关的高阶课程，以此打好相关领域的理

论背景基础，这一步对跨学科申请的博士生尤为重要。

(2) 同时我们还需要阅读本领域前沿的文章或参加学术会议去”见见世面”，从而形成对目前

研究领域的前沿的认知。在这一阶段，导师通常会派给你一些小的科研任务来训练你接下来的独

立研究能力。

(3) 在深入了解本领域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找课题，即通过同行间的交流、对领域前沿的关

注和自己的思考，来发现本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然后在导师的指引下开始选定课题

研究。

(4) 在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数理基础、灵感与试验，还需要各种相关的软硬件技能，如

matlab 之于化学、python 之于机器学习一样都是必备的基础技能。

而在科研开花结果后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科技交流 (Technical Communication)，具

体来讲便是写论文与各种情景中的答辩 (defense)。科技交流的能力会影响我们的科研成果的关注

度与认可度，好的科技交流会吸引更多投资、让更多同行认可、提升你的声誉，糟糕的科技交流

可能会埋没任何重大的成果。如果选择继续申请高校教职，那么作为实验室的 " 扛把子 " " 老板 "

更是要拥有强大的科技交流能力，在高校、基金和政府面前争取科研经费。

Q: 走学术道路是否意味着经济上会很拮据？

A: 大部分在美国读 PhD 的学生都只会考虑有全额奖学金 ( 全奖 ) 的 offer。同时，导师一般也

会给学生发生活补助，补助的金额大概是”撑不着饿不死”的程度——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开支，

但是并不能省出多余的钱。

而如果在成功毕业后选择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员 (Post doctoral research fellow)，其薪水相

比读 PhD 时的生活补助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在密西根大学做博后研究员时每月的薪水大约有

3500 刀，生活上就有了较大的自由。

而现在，我作为一名 Tenured Tracked Professor，虽然不能透露薪水的具体数额，但是可以

断定在上海生活完全没有压力。我不清楚密院的情况，但一些学院的 Tenured Professor 可能会有

更高的薪水。

总而言之，有志向与能力走学术道路的同学基本不用为经济问题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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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您为什么选择了学术这条路？您推荐哪些人走这条路？

A: 我当时有考虑到许多实际问题。学术道路一开始确实会让人在物质上逊于他人，但是我更

期待的是能达成我最终的人生目标。而学位应当是你追求人生目标的资本，而非障碍。在我通往

人生目标的旅途中，只有学士或硕士学位会成为一种障碍，所以我便选择继续向更高的学位攀登。

至于推荐哪些人走这条路，首当其冲的是人生规划很明确、有志向有热情的同学。而还在犹

豫不决踌躇不定、想读 PhD 只因为可能会带来更大物质利益而并没有热情的同学，我建议你们要

更加慎重地考虑。而对于有着”先出去干两年再去读个博士”这种想法的同学，我建议你最好不

要考虑。在硕士申请上，这种选择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于博士的录取来说，高校会考虑到申

请人的家庭与年龄因素，并且会在心理上更偏爱应届生。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在拿过工业界就职的薪水后，主动进入 PhD 较为拮据的生活状态，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很难跨越

的坎。

如同申岩峰教授所说，选择科研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科研的，

科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密院，更多人选择了读硕士然后直接就业。本科四年的不仅是学习

的过程，更是发掘自己的兴趣与志向的过程，是否选择学术道路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要想

在这条路上顺畅地走下去，除了付出努力之外也需要在正确的事件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一旦认清自己的内心，下定决心申请 PhD，就需要尽快地开始着手准备。除了 GPA，托福，

GRE 等越高越好的硬性指标之外的，一个有志于 PhD 的学生还需要能吸引目标学校招生官的科研

经历与论文。而科研经历与论文则要靠最大化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科研资源来获得，本章会介绍

大部分密院学生能接触到的科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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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道路

校内科创项目
一、PRP

本科生研究计划（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Program，简称 PRP）是学校为使学生尽快接受

科学研究的基础训练，让本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参与课外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从而培养学生

的科研兴趣、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并为本科生进一步参与大学生创新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于 PRP, 你需要了解的

1. PRP 项目由本校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申请立项，每年两期。

2. 执行时间一般为一学期，少数大型、综合性项目可执行一学年。

3. 每半年开放一期 PRP 申请。每期的学生申报分为两轮，第一轮为 6 月 /12 月，第二轮为 3

月 /9 月。每期申报前在 Canvas 与交大教务处网站会放出通知。

4. 每个项目最多可以有 5 名学生参加

5. 项目选题一般上“内容合适，难度适中，研究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

研究成果具有可考核性”

PRP 可能会让你获得什么 ?

1. 1~4 分的 General Electives 学分

2. 结识老师与同学

3. 在项目中需要的技能

4. 可以写进简历的本科生科研经历与科研成果、学术论文

5. 来自项目导师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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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PP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Undergraduate Innovation Practice Program) 在“激

发科研兴趣、发挥科研潜质、提倡创业实践”的原则下，支持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

校学生开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强调选题的科技前沿性、学科交叉性和学术创新性，重视对

学生创新创业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可以在“本科生研究计划”(PRP) 或院级科技创新

项目的研究基础上申报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继续深入研究，同时学校将直接从校级“大

学生创新实践计划”中选拔优秀项目作为“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上海大学生创新

活动计划”的备选项目。

关于 IPP，你需要了解的

1. IPP 由本科学生个人或最多 5 人的团队自行申请立项，必须配备具有本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或博士学位指导教师。

2. 有前期 PRP、大学生创新计划退出和中止记录的学生不允许申请本期项目。

3. 项目执行时间以 1 年为宜，不超过 3 年，且必须在申请人本科毕业前完成。

4. 鼓励学生在已完成“本科生研究计划（PRP）”等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鼓励有科研

背景的学生积极申报。

5. 每半年开放一期 IPP 申请，分别在 3 月与 10 月。每期开放申请前在 Canvas 与交大教务处

网站会放出通知。

6. 每个项目学校报销经费额度为 5000-10000 元之间。鼓励指导教师为申请项目进行经费配套；

鼓励社会团体和企业对申请项目进行经费资助，获配套或资助经费的项目建议优先立项。

IPP 可能会让你获得什么 ?

1. 1~4 分的 General Electives 学分

2. 结识老师与同学

3. 在项目中需要的技能

4. 来自项目导师的推荐信

5. 可以写进简历的创新经历

6. 完成项目且成绩优秀、或完成项目且产生重要知识产权的学生，在申请参加国内外竞赛、

直升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大学生创业基金资助等方面将享受一定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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䇹政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䇹政项目”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科研精英及领袖人才”为目标，

为本科生提供科研资助及尽早进入实验室学习的机会，为今后继续深造和导师发现人才打下基础。

通过参与䇹政项目，学习科研的方法和思想，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动手实践、

科研论文写作等诸多能力。

关于䇹政项目，你需要了解的

1. 䇹政项目由学生立项，立项后即可获得 3000 元 / 人的学习奖励，成功解题后另可获得

3000 元 / 人的学习奖励。学生成功立项后即给予科研启动研究资助 6000 元 / 人，中期答辩后另

行拨付科研二期资金 4000 元 / 人

2. 成功立项后，部分学生有机会赴台湾或大陆其他高校进行科研访问。

3. 每年立项通过的女性比例不低于 50%

䇹政项目日程 : 

前一年 12 月 向䇹政导师库导师征集课题

1 月至 3 月 启动立项学生申请，接受网上报名

3 月 校外科研交流选拔

4 月 师生匹配沙龙

5 月 立项答辩，立项答辩结果公示

6 月 “与校长共话”活动

7 月 中旬 校际科研交流

11 月 模拟国际学术会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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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Vm490
Ve490 与 Vm490 是在秋、春、夏季都会开放的两门 " 课程 "——本科生科研项目 

(Undergraduate Research) ，需要大三或大四才能参加。每学期选课前，密院的教授会提供相关

的研究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需要申请某一课题，得到相应立项教授允许后便可获得选课资格。

         在 Ve/Vm490 中，你能得到的

1. 每学期 3 学分，最多 6 学分的 Flexible Technical Elective 学分

2. 据学长学姐们反馈，这门课的给分通常不会差

3. 结识指导教授，获得更多科研机会以及推荐信

4. 有机会发 paper，丰富自己的简历，获得申请优势

实习中的科研岗位

Q: 作为实习生，如何在公司接触核心科研内容？

A: 如果你想在实习中“掌握核心科技”，你就需要在实习之前仔细阅读职位描述，甄别哪

些实习岗位能让学生得到培养、获得机会，哪些岗位只是让学生做项目外围的辅助工作。学院的

JICareer 微信公众号，Vx423 企业创新，或是一些可靠的招聘渠道，可以提供更为有含金量的实

习

当然，要在实习中接触到核心内容，并被委以重任，需要有较为长期时间的投入。每一年的

寒假和春季学期一定要有效利用，通常在假期前一个月就要开始找实习。并通过调整所修学分和

课程的时间，（不含双休日）确保每周有 2 到 3 天较为完整的时间进行实习。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交大或是密院的实验室进入公司实习。老师们的实验室，与一些公司有

定向合作关系。而且信息不定时发布，有时候要人非常急，所以一定要留意相关信息，并且可以

主动找感兴趣的领域相关老师毛遂自荐。

Q: 在公司实习对 PhD 的申请有帮助吗？

A: 这得分具体领域和内容，以 Machine Learning 领域为例，如果你能以一作二作的身份发了

顶会 [1]paper，那这种实习肯定会给你的申请加分，至于能不能发 paper、发 paper 的质量如何

都要看公司的倾向和你的实力与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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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科生来说，一些科研水平很高或是科研投入

很多的公司能提供锻炼科研能力的机会。公司实习究竟

是什么样的呢？它究竟能对我们的能力有多大贡献呢？

16 级准备在密院申请美国 PhD 的贺思远学长作为曾在

公司长期实习的过来人，有自己的一番经验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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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助研 (Research Assistant)
高校的科研主力永远是以教授为首、包含多名在读博士生与硕士生的科研实验室，而多数实

验室会招募、培养一些本科生来协助教授或博士 / 硕士进行科研。正因如此，从实验室里诞生的

top 高校 PhD 的人数会更多。

在数理能力与相关学科的能力尚不足以胜任的时候，本科生通常只会做一些边角的”打杂”

工作，如基础的批量处理数据、为实验室并行计算平台搭建数据库等技术性工作。然而即便如此，

这些工作仍可以作为研究经历写入你的简历，你也可以从每周的组会、科研项目的文档和一些讲

座中学习到核心知识。而在你的能力足以胜任的时候，便可以接触核心工作，发几篇顶会 paper

也是可能的。

然而根据贺学长的经验，每位导师对于本科生的定位不同，有些导师愿意培养新人，希望本

科生根据团队的节奏，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些导师则希望本科生能承担

团队一些基础的工作。在打算进入实验室前，可以与导师进行详聊，以了解导师的期望，并让导

师了解自己的期待。

如果对某实验室的 RA 岗位有兴趣，可以尝试直接敲教授的门去询问，或是先成为该教授的

TA，获得其赏识。另外，交大的许多实验室会公开发布招聘信息，但目前并没有一个整合的信息

平台 (“密院新青年”公众号，JIcareer，canvas 等渠道偶尔会推送密院实验室招聘本科 RA 的信

息 )。为获取信息可以选择自行关注实验室官网 / 微信公众号或实验室导师的社交媒体账号 ( 如知乎、

research gate 等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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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ME/MSE 专业介绍

ECE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中文名就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在信息快速融合的当

代背景下，世界需要更多的具有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知识的专业人才。JI 推出 ECE 

这一跨学科的专业。本专业重点介绍硬件和软件技术，以及培养学生创造性地利用课堂知识解决

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本专业已通过 ABET 工程认证委员会认证。

ECE 专业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的基本理论概念和技术原理的基础性背景。灵

活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学习很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包括：模拟和数字电路，通信系统，控制系统，

集成电路（微处理器）设计，微机电设备，信号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和嵌入式系统。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位可以带来广泛的工作机会。

ME

Mechanical Engineering，中文名机械工程。ME 专业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核心技术能力基础

和以下学科的知识：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科学，固体力学和材料学，动力学。基于这些优势，我们

非常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中应用这些技术的能力。此外，ME 专业还提供一系列技术选修课程，使学

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制订机械工程学习计划。本专业已通过 ABET 工程认证委员会认证。

在整个课程中，学生们配备有现代化的实验室设备和计算机系统，并能够接触到最新的分析技术

和技术发展。学生有很多机会向杰出的教师学习，其中大多数人将从事研究或专业咨询工作。

MSE

即将推出，请关注密西根学院官方网站获取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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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项目介绍

• 学位项目

• 本科双学位项目：美国密西根大学

- 工学院 16 个专业

- 文理学院 3 个专业

• 全球学位通计划（本硕连读项目）

1. 美国密西根大学

- 工学院：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船舶工程以及集成系统和设计

- 罗斯商学院：管理硕士

- 信息学院：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研究和设计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可持续系统

- 文理学院：应用统计

2.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 电磁、机器学习、互动媒体技术、工程力学等各工科专业

3.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 所有工科专业

• 交流项目

Global E3 全球工程类学生交换项目，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九大校区）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德国埃尔朗根 - 纽伦堡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奥地利林茨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西班牙纳瓦拉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比利时鲁汶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大学

• 短期游学项目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语言类项目，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类项目，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项目

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项目，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项目，日本立命馆大学项目

日本上智大学项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项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理工学院项目

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项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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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

密西根学院的双学位项目让学生们有机会在上海先就读两年，再申请转到密西根大学安娜堡

校区工学院或文理学院学习。一旦成功申请，学生将用两年的时间在密大完成工学院提供的十六

个专业中的一个或文理学院提供的三个专业的学习并得到相应本科学位。完成密大的本科生课程，

参加此项目的密院学生将回到密西根学院来完成毕业设计和修满毕业所需的学分后获得上海交通

大学学士学位。接受和完成双学位项目将使得学生能得到两个学士学位——一个密西根大学学位

和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学位。

申请材料：

• 大学的成绩单

• 英语能力证明（托福或雅思成绩）

• 高中毕业证书原件和英文翻译件、高中成绩单原件和英文翻译件

• 护照个人信息页

• 录取之后需提供相当于一整年在美学费及生活费用的财产证明

申请参考网站：

http://lsa.umich.edu/lsa/departmentsunits

https://admissions.umich.edu/drupal/transfer-u-m

http://www.engin.umich.edu/college/departments/

http://umji.sjtu.edu.cn/global/university-of-michigan

http://www.engin.umich.edu/college/admissionsinternational/um-sjt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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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学位通计划（本硕连读项目）Global Degree Pathway

根据项目设置的不同于大三或者大四进行申请，被录取后赴国外学习，完成双方的学习要求

后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文凭和全球合作伙伴大学的硕士文凭。全球学位通计划将有针对性地

给学生提供更为直接的本硕连读机会，从专业跨度以及时间上满足学生多元化的要求。现已加入

该计划的学校以及可申请的专业包括：

1. 美国密西根大学

- 工学院：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船舶工程以及集成系统和设计

- 罗斯商学院：管理硕士

- 信息学院：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研究和设计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可持续系统

- 文理学院：应用统计

2.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 电磁、机器学习、互动媒体技术、工程力学等各工科专业

3.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 所有工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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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密西根大学

申请时间：大三秋季学期，或者大四秋季学期

申请对象：大三或大四非双学位学生

申请专业参考网站：

工学院电气工程：http://www.eecs.umich.edu/eecs/graduate/ece/ji-sgus.html

工学院机械工程：https://me.engin.umich.edu/academics/graduate/handbook/masters#JI-

SUGS

工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 : https://name.engin.umich.edu/academics/gradprogram/

requirements/sequentialgraduateundergraduate-studies-sgus/

工学院集成系统和设计：http://isd.engin.umich.edu/

罗斯商学院管理硕士：https://michiganross.umich.edu/programs/master-of-management

信息学院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研究和设计：https://www.si.umich.edu/content/msi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可持续系统：http://seas.umich.edu/admissions

文理学院应用统计：https://lsa.umich.edu/stats/undergraduate-students/undergraduate-

programs/StatisticsAM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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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申请时间：大三秋季学期，或者大四秋季学期

申请对象：大三或大四非双学位学生

申请专业参考：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on elective courses during 

bachelor studies for some KTH master programs 

KTH Machine Learning 

KTH Media Management 

KTH Electromagnetics, Fusion and Space 

Engineering 

KTH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KTH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Engineering 

KTH Systems, Control and Robotics 

KTH Embedded Systems 

KTH Communication Systems 

KTH Medical Engineering 

New from 2017: Interactive Media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KTH Engineering Design 

KTH Engineering Mechanics 

KTH Naval Architecture 

KTH Vehicle Engineering 

3.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申请时间：大四秋季学期

申请对象：大四非双学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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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密院提供企业管理的辅修，以此鼓励学生学

习实用技能，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

这项辅修最少需要 15 学分的课程，包括 :

        必修课程 : (5 学分 )

Vx402 商业管理

Vx420 创业管理

        以下课程列表中的实践课最少 6 学分：

Vm/Ve/Vg450 毕业设计 (4 学分 )

Vx423 企业创新 (3 学分 )

Ve449 面向创业者的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3 学

分 )

        以下课程列表中的选修课最少 3 学分：

Vx203, Vx251, Vx351, Vx421, Vx422, Vx440, 

Vr208, Vf457

此列表可能会添加更多课程。

         辅修资格：

第二学年或以上的学生

 已经选择主修专业 

学业水平良好 

         其他：

如果在第四学年前规划好选课，此辅修专业

不会导致你在密院学士学位所需学分外修读额外

的学分。 

 

选择此辅修的学生应在所有辅修所需课程中

获得 C 或更高的等第。

此辅修需要在毕业前确认选择。

对于此辅修的选修课程，可以用所转学分来

代替。

同一课程的学分不能被用来同时满足两个以

上辅修的需要。

辅修专业介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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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

密院提供数据科学的辅修专业，以此在计算

机科学、统计学、数学方面为学生们提供分析大

量复杂数据集的能力。

这项辅修最少需要 15 学分的课程，包括 :

        必修课程 : (8 学分 )

Ve414 贝叶斯数据分析 (4 学分 )

Ve401 工程概率方法 (4 学分 )

        选修课 : ( 以下课程中最少 2 项 )

Ve484 数据挖掘 (4 学分 )

Ve406 应用回归分析与 R 语言 (4 学分 )

Ve445 机器学习导论 (4 学分 )

Ve492 人工智能导论 (4 学分 )

Ve572 大数据分析及工具 (3 学分 )

Vv409 金融数据的模型与方法 (3 学分 )

此列表可能会添加更多课程，例如 AI/ 机器

学习课程 

         辅修资格 :

第二学年或以上的学生

已经选择主修专业 

学业水平良好 

         其他 :

同企业管理其他要求。

计算机科学

密院提供计算机科学的辅修，以此在不同的

学科领域拓展学生的职业生涯，使学生更受雇主

青睐。

这项辅修最少需要 15 学分的课程，包括 :

        先修课 :

Vv116/156/186 微积分 II/ 高等数学 A1/B1

Vg101                   计算机导论 

        必修课程 : (12 学分 )

Ve203 离散数学

Ve280 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 

Ve281 数据结构与算法

        以下课程列表中的选修课最少三学分 :

Ve445, Ve475, Ve477, Ve482, Ve483, 

Ve484, Ve485, Ve487, Ve492, Ve493

此列表可能会添加更多课程，如 AI/ 机器学

习课程。

         辅修资格 :

第二学年或以上的学生

已经选择主修专业 

学业水平良好 

专业为机械工程或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密院学

生 ( 电子计算机与工程学生无法选择此项辅修 )

         其他 :

同企业管理其他要求。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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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踏遍世界

大学，正是开拓眼界的时光。从书堆中

抬起头，你会发现，JI 把整个世界放在

了你眼前。你只是一个人，但你将遇见

千千万万人，或许你的声音能让这些人

更加幸福。

心之所系是我国，心之所向是四海八荒。

我们跟随心的指引，找寻自己的使命。



或许我们踏遍世界

初识国际组织

吴晓淳：就业中心学生辅导员，学生全球参与和国际组织发展项目专员，国际组织训练营辅导员

Q: 国际组织是什么？

A: 国际组织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间的国际组

织就是大家所称呼的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目前社会各方所重点讨论的是政府间的

国际组织，它们起到政府间沟通协作的桥梁的作用。

Q: 为什么期待同学们进入国际组织？

A: 在全世界范围内，NGO 可能有六七万个，但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实只有七十几

个。如果能够更多地输送人才去这特定的七十几个国际组织工作，就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发出中

国的声音，帮助国家形象对外的树立和传播。

Q: 国际组织在世界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A: 国际组织在世界上的作用其实很简单。任何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比如一些公益

慈善类的相关组织，都希望能够推动某一地区的人权问题或者人民生活的改善，进而维护整个世界的

基本秩序。就联合国而言，它的目标是维护整个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二战后形成的比较好的政治经济

秩序，并平衡好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在一些专业上，比如说人道主义、教育文化等方面，去

促进人类的发展以及和平。

套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其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同住在一个地球村，分属不同的国家，有

不同的宗教、人种、文化习俗等等，所以就需要国际组织去克服一些交流上的问题，去构建一个美好

的世界村，去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

Q: 希望通过国际组织为中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A: 这个就要看特定领域了。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常说你的实力

多大，你就要承担多少责任。目前整个世界格局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存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担心的

文化霸权、政治霸权等等问题。现在需要中国来站在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去为这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发

出声音，为大家争取更好的利益政策和未来发展。

对于中国自己而言，其实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国际组织能够帮助中国在国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在职人员越多，

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力就越大，就可以更多发挥中国的作用，发出中国的声音。

第二个方面，希望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来纠正外界，尤其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

刻板印象以及误解。比如外界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低下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需要一些

特定的专家学者和在职人员，通过他们在国际组织的工作，去不断地纠正和改善外界对中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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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外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文化传播，通过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去把中国特有的一

些文化发扬光大。

Q: 在国际组织工作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A: 第一，过关的语言能力。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西班牙语、法语等其他的几种官方工作语言，

都需要工作人员有比较好的熟练应用语言的能力，尤其是口语方面。这样才能确保和当地人以及当地

工作人员无障碍地沟通。

第二，以联合国为例，他们在招募过程中特别强调了四个要素：才干、效率、忠诚、正直。无论

在哪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工作，需要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国际公务员不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

上去工作，而是服务于整个人类。国际公务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克服自身惯有的刻板印象。因此，在这

样的情况下，一个国际公务员需要忠于他所在的组织，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比如，联合国的目的是为

了人类更好的发展，构建人类的共同未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就需要摒弃他们自己原来的政治立场，

因此忠诚和正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需要比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跨文化的包容心态。国际组织要求它的职员在多元的

文化环境中工作，跨国别、跨人种，不同于职员自己原来生活工作的社会环境。国际公务员需要去融

入当地，融入一些特定的文化背景，去了解当地人的所思所想所为，如此才能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这

要求比较好的沟通和包容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在国际组织工作一定要有好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也要一直秉持第三方中立原则。

国际公务员不是代表政府做事，不为国家服务，而要为整个人类服务。

这些都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基本素养。

Q: 密院的同学们拥有英语语言能力与工科背景，是否意味着我们更适合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组织

呢？

A: 交大，包括密院，都是比较偏重理工科的。对于这些院系来说，同学们的确是更适合去做研发、

研究类的一些特定的工作，这需要比较强的专业背景和技能。

这要求大家在具备基本素养的基础上有比较强的专业技能。很多组织有一些特定的研发项目。举

个例子，红十字会有时需要工程方向的专业同学进行研发，对他们有着非常高的专业要求。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进行调研工作时，更多地需要社会科学、教育一类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

密院的同学完全可以从事这些专业性强的工作。世界银行有能源方面、工程方面的专项，是与密

院专业相符的。由中国主导成立的 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有很多工程、建筑建设类的要求。工科同学会相对适合去 AIIB

和新开发银行等专项机构，做研发、科研调查一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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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国际组织的薪资待遇如何？

A: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薪资待遇是不亚于一般的国家公务员。联合国的待遇甚至可以堪比美国的政

府公务员，P3 级别以上的年薪可以到达 7.5 万美元及以上，还包括两年一次的两个月探亲假，孩子百

分之七十五的学费也由联合国承担。

Q: 加入国际组织之后的职业前景是什么？

A: 进入国际组织之后的发展路径，应该用具体的某一级别来说。比如联合国有 G 级、P 级、D 级

三个等级，其中 P 级是联合国的中坚力量。P 级又分为 P1 到 P5，P1 是最低的级别，P5 最高。对于

非政府借调的职员来说，升级其实是很难的。很多时候，P3 是一个人的极限。在那之后，大多数人

会选择转行。国际公务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选择去智库、大学研究院进行学术工作，也可能去

NGO 从事一些慈善公益的工作。

对于工科专家而言，他们基本上都拥有 PhD 学历，也有自己主导研发研究类项目的经验。他们可

能会回到学界，进行一些学术研究。他们也有可能会被政府聘请为顾问，或者去政府智库进行一些政

策上的分析调查。

Q: 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去了解一个国际组织，乃至于去实习工作呢？

A: 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去联合国或者去相关国际组织实习，都是有可能的。联合国任何的实习岗

位都会在一个叫做 UN career 的网站上统一公布。可以先在网站上进行注册备案，完善个人简历和基

本信息，然后再申请相应的岗位。

能不能成功申请到实习，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联合国公开岗位的招募都是非常透明、公平公

正的。而 Local service，即当地服务行政类支持人员，会更多的采用内推的形式进行招聘。联合国多

个下属机构的驻华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的当地实习生，会更多地通过

内推在北京当地高校招募。

实习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工作。一定年限的正式工作经历是必要的，最好是与国际组织有关的、

国外的研究经历。基于这些经历，才可以去申请联合国或者相关国际组织的正式岗位，成为它的正职

人员。

最后一句话总结：只要有足够的能力，有为全人类或者为某一特定领域服务的远大志向，国际组

织作为一个可以奋斗终生的大目标，是终究可以被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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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什么是 YPP 考试？

A: YPP 考试的英文全称是 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面向希望成为联合国一员的青年人才。

点击阅读原文，深入了解 2018 年 YPP 考试详细内容。

Q: 我有报名资格吗？

A: 请问自己以下问题：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吗？能流利使用英语或法语吗？拥有当年 YPP 考试参

加国的国籍吗（今年，中国是 YPP 考试参加国之一哦）？今年底之前未满 32 周岁吗？

如果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那么恭喜你，你具备了报名的基本资格。

Q: 考试形式如何呢？

A: 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将测试你的专业知识、分析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包括一般

性试卷和专业试卷。如果你能顺利通过笔试，你将被邀请参加口试。最终成功通过 YPP 考试的候选人

将被放入储备库，并可能被招聘为联合国的初级专业职员。

Q: 我还不准备找工作，有实习机会吗？

A: 是的，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联合国实习方案可以使你亲身体验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与联合国工作

人员共事的机会，还有可能见到正球级的秘书长哦。

Q: 成为联合国实习生，你只要符合以下条件：

A: 联合国实习方案面向最后一年在读或毕业不到一年的本科生、硕士、博士；所学专业与联合国

工作相关，如国际关系、国际法、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新闻、翻译、公共行政、计算机等；购

买医疗保险；实习期间，对接触到的一切未公开信息保密，不得泄露任何与之相关的文书。

实习期为 2-6 个月不等，参与实习可能获得相应学分（需与所在学校确认实习学分相关政策）。

But 由于联合国没有经费用来支付实习生，所有费用需学生自己承担。

Q: 我既不想考 YPP，又不想实习，还想了解联合国，怎么办？

A: 你可以参加模拟联合国或有关联合国的培训。据悉，中国联合国协会作为热心联合国事务的全

国性非政府组织已经成功举办 13 届模拟联合国大会，每年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由不同高校轮流举办。

第 14 届大会已于 2017 年 10 月 27-29 日在浙江大学举行。中国联合国协会还举办国际公务员培训班

和联合国知识培训班等。此外，中国多所高校也会不定期举行模拟联合国等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当然，联合国官方网站（www.un.org），联合国青年议题网站（www.un.org/zh/events/

youth/）和联合国微博、微信也始终伴你左右，为你提供所需信息。

引用 : https://mp.weixin.qq.com/s/nt95ALakoOSJ9O0nyUk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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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业单位考试

1.1. 事业单位

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

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1.2. 事业单位分类

• 按收入来源：

政府全额拨款

部分财政补贴

• 按考试种类：  综合类    教育类    医疗类

1.3. 事业单位招考

• 比较分散，非国家、省统一招考

• 招考越来越正规化，有统考趋势

• 有省级统考：如浙江、陕西和福建教师

招聘

• 有部门统考：如一些部属事业单位就按

部门统考

[ 转载 ] 一张图教你看懂公务员、
事业单位、选调生、村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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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试科目

• 综合类岗位笔试科目：

一般为《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

测试》、《申论》。

• 教育类岗位：

在综合类岗位笔试科目基础上，或考查教育

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等。

二、选调生考试

2.1. 选调生

是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

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及其以上毕业生、

选拔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村官”

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

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

养的群体的简称。 

2.2. 报考流程

一般由各省级党委组织部门发布招考简章、

通知、报名、考试、考察、体检、录用、分配派遣、

档案转递、职位工作安排。考试时间多集中在 3-5

月。

2.3. 卫生类岗位：

在综合类岗位笔试科目基础上，或考查医学

基础知识，以及工作内所要求的专业知识等。

2.4. 考试科目

基本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科目相同。大部分省

市考察《行测》和《申论》两科。部分省市考察《综

合知识》和《申论》。

2.5. 招录工作

一般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单位组织部

门负责组织和实施，可通过相关省（直辖市、自

治区）政府网或人事人才网获取信息。

三、大学生村官考试

3.1. 大学生村官

是指到农村（含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或助理或他村“两委”职务的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届生或往届大学毕业生。工作

多为社区（村）事务。

3.2. 招录程序

                                                                  

                                                                             

3.3. 招录发布时间

各省发布招录公告时间不一，多在上半年举

行，面试和专业科目考试由招录机关确定考试方

式和题型；详情登录各地人事考试网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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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支一扶 " 考试

4.1. " 三支一扶 "

是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

4.2. 重点专业

农业、林业、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

4.3. 优惠政策

优先招募家庭困经济难的毕业生；优先安排高学历毕业生，优先安排已考取研究生的毕业生等。

4.4. 招募程序

制定计划、组织招募、确定人选、培训上岗。

4.5. 笔试科目

《职业能力测试》和《综合知识》，面试和专业科目由招录机关确定方式和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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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有什么区别？

相同

同属公制单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待遇往往和财政挂钩，带有编制。

不同

公务员是行政编制：主要是管理人才。行政编制按级别划分，如：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

事业单位是事业编制：主要是专业人才。事业编制按职称划分，如：正高级、副高级、中级等。

Q2：选调生与公务员有什么区别？

相同

二者都属于公务员系统，录用后直接为公务员编制。

不同

选调生 公务员

报名

条件

选调生除符合一般国家公务员的报名条件

外，还要求政治素养好，有志于从事党政工作

并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生。主要选调本科生、

研究生中的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

生。

     公务员符合一般国家公务员的报名条件。

培养

目标

选调生主要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

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

公务员一般招考的是非领导国家公务人

员。

选拔

程序

选调生的选拔采取本人自愿报名、院校党

组织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试考核相结合

的办法。

公务员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

行，不需要院校党组织推荐。

培养

管理

选调生到基层工作采取岗位培训、脱产轮

训等多种形式，选调生在基层工作期间，至少

要脱产培训一次，时间一般不少于 3 个月。

公务员主要采取岗位培训的形式，在工作

初期一般不安排脱产培训。

管理

使用

选调生人事权归省委组织部管辖，委托接

收单位考评。调动范围是全省建有党组织的各

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社团。

公务员是针对具体职能的职位，人事权一

般归该单位人事机构或上级单位人事机构或人

事厅管辖。

发展

前景

选调生是省、市、县委组织部掌握的后备

干部。

招考录用的公务员是机关工作人员。

选调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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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大学生村官与 " 三支一扶 " 有什么区别？

相同

二者均为签约就业，不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没有编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均享有一定的考录公

务员的政策优惠。

不同

大学生村官 “三支一扶”

主要工作

目的

大学生村官主要是为了培养锻炼新农

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

" 三支一扶 " 计划主要是通过开展支

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促进农村基

层社会事业发展。

牵头单位及

实施主体

大学生村官工作由中组部牵头，省区

市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

" 三支一扶 "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牵头，省区市人事、教育部门组织实施。

" 入口 " 条件

及程序

大学生村官要求是全日制普通高校专

科学历以上毕业生，重点是本科以上学历

和中共党员、学生干部，程序是个人报名、

资格审查、考试考察、体检公示等。

" 三支一扶 " 计划要求是普通高校应届

毕业生，招聘程序是公开招募、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

报酬待遇及

经费来源

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比照从高校

毕业生中新录用乡镇公务员试用期满后的

工资水平，办理医疗、养老、人身意外伤

害等保险，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

担。

" 三支一扶 " 计划的待遇各地差距较

大，办理医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费

由地方财政安排。

聘用期限及

期满 " 出口 "

大学生村官聘用期为 3 年，期满后的

" 出口 " 是鼓励留任村干部、择优选拔基层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扶持自主创业、引导

另行择业、继续学习深造。

" 三支一扶 " 计划总的原则是自愿服

务、期满自主择业，服务期为 2 年，期满

后事业单位拿出一定职位专门聘用，报考

研究生、公务员加分、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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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

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

Q: 选调生是什么：

A: 选调生是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

Q: 选调生招收的规模：

A: 定向选调生是从 2009 年开始，而面向我校招收定向选调生是从 2012 年开始。期初面向我校招

收定向选调生的省份只有广西，之后陆续有四川、贵州、青海等省份定向我校招录选调生。2018 年，

定向我校招录选调生的省份规模已达到 28 个省份。

Q: 选调生的具体政策与任务：

A: 每个省份针对选调生的政策会有些不同。大部分省份需要将选调生放到基层锻炼两年，如果表

现优异，则会有破格提拔的机会。而选调生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部分就是有机会在基层锻炼，可以通

过这段时间对基层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只有在了解基层以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更好地工作。

Q: 选调生在基层的工作类型：

A: 这对于每个省份而言是不一样的。有的省份会提供给选调生平台，挂职区县和乡镇的副职或者

助理等岗位。而与这些岗位相对应的就会有特别多需要负责的工作。除此以外，就是扶贫。扶贫工作

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性工作，所以很多选调生在基层也会接触到扶贫这一块工作。俗话说“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国家很多政策最后落实基本都在基层，所以说选调生在基层会做很多很多工作，并不

是仅仅说涉及到某一块。而这些工作对他们来讲同时也是一种经历和财富。

Q: 选调生在经历了基层工作以后的职业发展：

A: 首先来说呢，绝大部分的选调生是直接下到基层锻炼的，也有部分省份，是先在省或市里的职

位做一年，等到进入工作状态以后，再到基层去锻炼两年。在基层锻炼两年后，大体来说有这么两种选择。

一部分会回到省直或市直工作。也有一部分，可以在自己的挂职岗位上转为实职。相对而言，因为经

过了两年的锻炼以后，能力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容易得到组织的认可。

Q: 我校选调生招录的流程：

A: 学校的选调生宣传工作从上一年度选调生工作尚未结束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就业中心会组织选

调生训练营，会有许多有关政策解读、校友分享和技能培训的讲座。到了九月底一直持续到十二月，

各省份会陆续将选调生招录公告发到就业中心并通过就业信息网陆续发布。而具体报名工作，一般需

要经过院系和就业中心的审核推荐，然后再由具体的省委组织部审核；之后就是各省组织笔试、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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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经过政审和体检。这些环节如果都能顺利通过，那么就基本可以签约了。换言之这其中是有一

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的，所以一定要提早做好准备。

Q: 了解选调生的渠道：

A: 学校的就业中心会做很多的宣传推广，可以通过就业信息网、“交大就业”和“交大基层就业

与服务”公众号、各学院就业办以及就业中心组织的各种讲座和宣讲会等获取信息。所有关于选调生

的讲座都是开放性质的，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同学参与。这些讲座一般包括校友回校分享工作经验与招

生宣讲会。

Q: 选择选调生的优势：

A: 选调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与高薪无缘，所有的待遇都与公务员相同。但作为选调生可以影响

一方水土，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去不同，这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是其他职

业所不能比拟的。

Q: 选调生工作与理工科专业的相关度：

A: 各省省委组织部会针对学生的专业进行一个岗位单位的分配，其中也包含个人的选择。同时，

大学生活中所历练的学习能力也将成为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关键。所以，选调生工作对于学生能力的

要求是多维的。能利用所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去造福一方百姓，是选调生工作的终极意义。所以

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专业不能在工作岗位上派上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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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三是个小房间，那么 JI 就是一扇

门。通过它，你看到的不是另一个房间，

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在这里，没

有什么是既定的，你可以在这里自由漫

步，走出专属于你的路。

这是一片梦想的土地，无论你选择向哪

里走，前方都会是希望与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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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2017 届毕业生共 288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259 人，硕士毕业生 25 人，

博士毕业生 4 人。性别分布如下图所示。

截至 2017 年 9 月，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9.66%。其中，本科、硕
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 99.62%、100% 和 100%

1. 本科生毕业去向

2. 本科生深造情况

截止 2017 年 9 月，2017 届本科毕业生共计 259 人。总毕业生中，218 人继续深造，继续深造率
84%。 其中，200 人（77.2%）出国（境）深造，18 人（6.9%）国内深造。

• 目的地分布
交大密西根学院出国（境）深造本科毕业生 200 人中，186 人选择美国高校，其它出国（境）地

区依次为瑞典 7 人、瑞士 2 人、日本 1 人、澳大利亚 1 人、中国香港 1 人、加拿大 1 人、德国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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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深造情况
186 人赴美深造，其中，151 人（81.2%）在全美工程专业排名前 20 学校深造（103 人在全美工

程专业排名前 10 学校，48 人在工程专业排名 11-20 的学校）。

• 直博就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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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就业情况

就业同学 40 人（14.4%），其中，海外就业 21 人（美国 20 人、日本 1 人），国内就业 19 人。

分别被谷歌、亚马逊、脸书、英伟达、英特尔、微软、华为、中国移动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录用。

海外就业 21 人（美国 20 人，日本 1 人）。平均年薪 $90,000 - $130,000，约合人民币 620,000 - 

895,000 元。

国内就业 19 人。平均年薪 90,000 – 160,000 元。

3. 研究生毕业去向
硕士生出国（境）深造目的地分布：美国 1 人、澳大利亚 1 人、英国 1 人

博士生出国（境）深造目的地分布：美国 2 人、中国香港 1 人

就业同学 22 人（75.9%）。分别被华为、百度、依图、壳牌、斯伦贝谢、Cadence、上汽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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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密西根学院合作企业
密西根学院合作企业包括互联网及软件服务公司、硬件及半导体公司、汽车及配件供应商、工程

能源类公司、制造业、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咨询和金融公司、科研 / 教育 / 国际组织等。 

部分合作企业列表：

5. 毕业生评价

6. 用人单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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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学姐语重心长

[ 转载 ]09 级付悠然 Don’t settle down easily

采访付悠然的契机是在泰晤士小镇举行的“523 创友会”。这是一个 JI 校友会活动，邀请到了 JI

各届的优秀校友，付悠然理所当然地是被邀请的“优秀校友”之一。“付老大”肤色略深，黑色披肩

中长发，那天穿了件深灰色衬衫，配着金属手表。而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凌厉的气场，不华丽而略显

深沉的装扮，更像是一个女生随性自得的状态。如她所想，这次的专访，是利用了校友聚餐的时光，

我们坐在付悠然的旁边，采访就犹如餐桌上轻松的攀谈。然而付悠然轻松却不随意，从点餐直到满桌

杯盘狼藉，她都在认真配合我们的专访，连筷子都顾不上动几口。为了保证喧闹的饭局上的录音质量，

她甚至一直为我们刻意提高了嗓门。她从 GPA 讲到了学生工作，从高中讲到了博士，从中国讲到了美国。

讲到她的努力，她的愿景，她的人生。对我而言，她就是一位随和的学姐，一位很优秀的学姐，一位

在饭桌上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并能让你收获颇丰的学姐。强大而不强势，做自己爱做的事，并努力

把它做好，这便是她内心的满足。如果你的内心也在现实中挣扎过，迷惘过，就来听听这位亲切的“付

老大”娓娓道来她的故事……

• 这是我要的

付悠然总能清楚地说出：现在做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

现在说话时常夹带英语的付悠然很早便有美国情结。去美国之前，她的想法便是去美国。在青春

都被教科书和习题占据的高中时期，付悠然的美国情结种子就这样埋下了。在交大附中就读高一时，

参与了美国的暑期交流项目，枯燥机械的学习之外，付悠然隐隐地感觉到美国是个广阔的世界，如果

有机会念本科，将是值得珍惜的体验。可惜高中期间未能好好给本科留学作准备，留给 SAT 考试的时

间也所剩无几，本以为这颗留美的种子要留到四年后的考研，“密西根学院”的 2+2 项目点燃了了本

科留美的希望。而受工程师父亲的影响，自己理科又较文科有优势，本科能读工程，学门技术，不管

以后会选怎样的路，“走遍天下都不怕了”。那么密院，真是完美的选择。

“其实我对密院的认识也是比较‘浅薄’的啦，”付悠然自己承认，“当时只知道要牢牢把握出

国的机会。”付悠然知道美国是个更广阔的世界，和所有懵懂的年轻人一样，她并不知道美国究竟是

个怎样的更广阔的世界。她现在所能做的，便是竭尽所能，打开通向这个世界的大门。

“这个前提就是保证成绩。所有人都觉得学习任务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跳开学习任务直接谈职

业规划。”她一再强调了“目标”，“对想出国的人来说，密院已经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短期目标，不

可能不朝着目标走。或许这看起来有点功利，但这只是追求目标而已。”付悠然在大学依旧是个学霸，

获得过国家奖学金，这归因于那个坚定不移的目标：留美。

然而学习不仅是提高 GPA 那几个冰冷的数字。付悠然提到她的同届高中同学，JI 另一位杰出校友

王雨舟：“王雨舟在高中就是光环围绕的标杆人物，成绩拔尖，学生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选上模联

副主席，经常在升旗仪式上讲话，那是觉得他真是好学生的典型。我呢，就是一心读书的那种。”进

入大学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她开始了“一心读圣贤书”之外更全面的拼搏。参加学生活动时，她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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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届 密西根学院本科生 

18 届 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生 

现任职于美国亚马逊科研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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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很有“企图”：“我很早就知道，光有 GPA 是不够的。就算从功利来说，申请 2+2，申请美国学校，

死读书而自荐信空空，会成为阻挡你去美利坚的坎。从综合素质来说，学习成绩是一方面，能力是另

一方面。”就连参加何种学生工作，加入哪个部门，付悠然也经历了一番“精心盘算”：“我当时报

了两个部门，外联部和宣传部。外联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比较内向的，想锻炼锻炼沟通能力；宣传部

是因为当时想学 PS，加入进去可以多点技能点。”最后付悠然进了外联部，如她所愿，她蜕变了，曾

经内向的付悠然在饭桌上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说起大一时在外联部拉的赞助，付悠然至今还津津乐道：打电话、找经理、探访交大周边小店……

她说印象最深的两件事，是和一个同学拉到了交大附近的 KTV 礼品赞助；还有就是跟着外联“传奇人物”

刘响一起找到一家公司面谈，这个公司后来成了这一年外联部最大的赞助商。付悠然把这些忙碌和“业

绩”归于“目标”：“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拉不到赞助，迎新晚会就办不了，那就努

力做呗。”

“虽然事情多，蛮辛苦，有活就做，并不多想。”说起学生工作和学业的平衡，她又一次提到了

“目标”：“联院的模式是每周，每天都有清晰的‘目标’。就算某个下午的时间花去了学生会的工作，

那么就补时间把今天的目标完成了。”付悠然就是凭一个一个目标的累积，铺平了去往美利坚的道路。

与其仰头望天，不如踏踏实实走好脚下每一步。

甚至比起后来在美国参加的交大 UM 校友会，付悠然依旧怀念大一大二时学生工作的凝聚力。

“现在回想起在交大的这些经历，觉得自己真是能干。”付悠然笑得很自豪。

磨炼成了“能干的学霸”，密西根学院成全了她的美国本科梦，尽管此时，付悠然已把能做的都做了，

却依旧并不知道等待她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她幻想着，好好学习，在美国工作，把钱赚回来，

大概就是这样了。对于十七八岁的中国学生，未知的东西太多，不管是另一个国度，还是未来。或许

是我们的视线都被习题分数蒙蔽了，或许只是因为太年轻。我们凭道听途说走马观花就妄想了解另一

个国度的一切，凭现实的蛛丝马迹浮光掠影就臆想能看到未来的缩影。事实上，你只有来到它的面前，

亲手推开它的大门，才得以见得其庐山真面目。密西根学院便给了学子们这样一把钥匙，在历经磨练

之后，去打开那一扇厚重的、通往全新世界与无限可能的大门。对孜孜不懈的学子来说，这不是目的地，

而是出发点。这是开始，是彷徨的开始，迷惘的开始，也是成长的开始，精彩的开始。

• 这不是我要的

付悠然最后写给我们的寄语是：“Don't settle down easily." 似乎她也确实如此，总爱打破既定的

轨道，去追求新的东西。而她的转变来源于实践中对自我的反省和发现。她总结了人生的三层思想觉悟：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知道你不想要的是什么；知道现在做的是不是你想要的。”

付悠然特地分享了自己逐渐觉悟的过程。大一第一个学期的秋季便选了机导，为的是看看对 EE 有

没有兴趣。“还好吧，不讨厌，也没特别喜欢。”而夏季的工导则是她非常 enjoy 的过程”，但她享

受的却不是钻研工程技术。在两男三女的小组里，付悠然担任的是组长，干的是 project 进度规划，统

筹 report 大纲，而技术操作就交给了另外两个男生。那个时候，她已经隐约感觉出自己要的是什么了。

“现在想想，有点像产品经理的角色。那是就发现，自己不适合技术流。可能更适合整体性掌控，比

方说做产品或管理。”

等到大二上了固体力学，付悠然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不要的是什么。

“原来啊，一个东西不喜欢的时候真的会有学不进去的感觉。”付悠然笑着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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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 drop 这门课的时候，付悠然忐忑了很久，“因为自己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以往一直是这样的，

学校让上什么，就认真上好。后来想想，人要学会取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发掘

出付悠然潜藏的果敢与勇气，挣脱出父母安排的、世俗期待的“优秀”轨道，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渴望

的优秀。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盲目学霸。

真正到了美国，便是豁然开朗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她重新寻找，重新思考。没有在 JI 时“2 出去”

的小目标，付悠然开始放眼自己的未来，思索自己长远的职业规划。长期浸泡在工科氛围中，她却慢

慢地看清了自我：原来工科不是我要的，工商管理才让她着迷。她开始责问自己，死守自己不爱的专业，

辛苦为 GPA 的几个数字操心，究竟有何意义。是继续纠结于并不感兴趣的工科，还是转去学习自己所

喜爱的工商管理？心乱的时候，付悠然就去咨询学长学姐。

她的一个标杆学姐林婉迪不想搞技术于是转向了 IOE 专业方向。而另一位传说级的学姐直接跑到

UM 中校的 Student Union，直接向新入学的美国学生打听专业信息，如愿转到了和工学院完全无关的

心理系。

“总结一句话，如果你不想做 engineer，就没必要在 UM 继续读工程学专业。”

付悠然跟上前辈们的步伐，最终从 UM 北校到中校，转到了数学金融。

这种“不将就”的倔强，在她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博士时愈发挥得淋漓尽致。密大

毕业后，付悠然得到机会进入公司实习，是一个偏向商科咨询方面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汇报公司现阶

段存在的问题。她本以为能大展宏图，却很快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自己的提案优先级太低，

领导只是认可了这样现象的存在，而不会落实到实处解决。”她决定读博并走商科类的 research（科研）

方向。在她看来，Industry（进入公司）,Academia（进入学术界），Engineer（工程师）都有其难以

投入实际应用的局限性。

“在公司，也只有高管才真正有主动权解决问题。好比工导，有时候你 prototype（概念图）都

画出来了，成品却和其一点关系没有。你的一个 idea，要等很久很久，或者根本永远都看不到它被

投入的那一天。”付悠然分析着，“Academia 做深入研究发论文也与实际工业领域有一定距离 , 而

engineering 在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也经常因为成本等原因难以投入生产应用。”她选择商科，正是

因为商科研究成果能在企业管理中应用并被检验。付悠然喜欢把问题落实到实处的满足感。

比起局限在一方天地的办公室文化，她更崇尚有着自由精神的大学氛围。“继续在学校走科研路线，

这才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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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心

正如大二决定退固体力学时的犹豫不决，付悠然转专业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爽爽快快。

对于转专业，付悠然考虑过两条路：IOE 或数学金融方向。IOE 还是偏技术，课业繁重，又需要付悠然

在大二时所逃避的固体力学课程，于是选择只剩下了数学金融。然而转数学金融也是个冒险：密院只

有一个一心进投行的学长这么做过。当时学长对她说，转出工学院，可能连交大的文凭都拿不到了，

这是付悠然所不舍的。

“似乎没有哪条路是完美的。”

付悠然一度嫌麻烦，也曾对转专业之事产生过动摇。毕竟工科已经让她付出了大半的青春。沉没

成本告诉我们，倾注得越多，放手越难，更何况未来又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可是，既然想改变，就要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付悠然最终还是决然地这么做了。金融数学剩下自由安排的 8 学分，付悠然都上了商学院的课。

UM 毕业那年，她回国补齐了交大的学分，拿到了交大的毕业证书。

付悠然讲述她的这些经历时，用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词：本心。去美国，是想拓宽视野；进外联，

是想锻炼能力；转商科，仅仅觉得这样更适合自己。在看似具有目的性的努力背后，藏着的是内心最

本真的渴望。人在俗世，不可能纯净如白纸不掺杂功利之心。但功利不会是终极追求，功利只是妥协。

付悠然加入了 SJTU-AA-UM，即交大在密大的学生会和校友会。“在这个校友会工作多来源于本心，

因为这个组织对职业发展并不会有 bonus。”没有上级的督促和推动，付悠然学会了调动队友的内心

驱动力。利益并不是所有关系的纽带，心也是。

跟随自己的本心，找到自己最想要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学便是一个寻觅自我的过程，有人在外

人眼中“功成名遂”，却被鲜花与掌声蒙蔽了真我；有人浑浑噩噩，从未迈开腿踏上寻求自我的步伐。

“许多人对于自我和现实的态度就是那么模棱两可。你问他现在是不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他会

说还好吧，喜欢，好像算不上。那不喜欢呢？他们会说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我认为一旦有这个觉悟

发现现在做的不是自己要的，就要勇敢作出改变，尝试新的东西是不是适合自己。”

现实常常并不会讨好本心。付悠然说，现在想想，当初对专业领域的认知太狭隘，缺乏知情人士

分享信息，导致走了很多弯路，但她始终不后悔。虽然她不是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设计好了清晰蓝图，

她也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剖析自我，不断地接近自己想要的状态。

“现在我是很满意的，但是回过头来看，还是走了不少弯路的。工程……当初做选择时……怎么

说呢……”一向侃侃而谈的付老大竟然在这里卡了壳。

“就是不喜欢吧。工程，不是我喜欢做的。”

付悠然送上了乔布斯的那句话：Don’t settle down easily.““如果有可能，那就试着改变。”

付悠然说自己和先前采访的传奇式创业学长不太一样。对于创业，她欣赏，但目前不会实践，一

方面是因为技术储备所限，一方面也是自己不够“ambitious”（野心勃勃）。“可能因为我是个女生吧。”

付悠然莞尔一笑。“我觉得做研究和创业一样，都是做自己的老板，为自己打工，都是做自己爱做的。”

人生的大海上，付悠然永远是自己的舵手。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听到了心的声音，

不妨放手让它把你引向未来，遇到风浪，也无悔。

“成功失败的路太多了。对于成功这种东西，每个人的感受都是 personal 的。”当被要求献上一

句成功的箴言时，付悠然如是说。“当然如果非得讲一条的话，”付老大沉思了，“那就是不做不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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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 陈媛：带一颗真诚勇敢的心上路

尽管因为远程语音访谈的缘故没看到学姐本人，但她一开口，便立马让我们感受到一股特别的气

质——轻快而有力，有夏天的清爽感，使我们一下子便对应起她朋友圈里爽朗的笑容。

• 冒险与机遇

作为密院第一届学生，陈媛坦言：" 我们这一届的人是敢于尝试和冒险的。” 初生的学院尽管充

满了前途的未知性，但也同样提供了机遇和可能性，尤其是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和“DD”等学位项目吸

引了有出国意愿的陈媛。接受风险更是把握机会，高考后陈媛选择了密院。

录取伊始，她又不断面临一系列新选择：

——是否要加入“前无古人”的密院学生会？

——专业分流何去何从？

面对这些纠结，陈媛做起决定却显得非常笃定，看似顺其自然的背后是理性的思考。

提起加入学生会的经历，陈媛笑称最开始只是隔壁寝室的女生（也是后来的好闺蜜）喊自己一块

儿参加学生会主席团竞选，“帮忙壮壮胆”，经过几轮民主投票，两人凭着出色的能力最终竟双双入选。

学生会从无到有地操办起来各方面挑战都很大，陈媛没有退缩，“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想把学院的

风格带起来。”作为主管文艺的学生会副主席，她先后组织了新生晚会、毕业晚会等等，这些经历如

今成了她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奇妙的是，现在回想这些当初累到快崩溃的经历竟会觉得较纠

结的部分都随风而逝了，剩下的都是有意思的回忆，还结识了许多一辈子的好朋友。” 无疑，学生会

工作加上学业的双重压力对密院学生来讲是个不轻的担子，两样都抓可谓一场刺激冒险，但理性思考

使陈媛在挑战中看到锻炼自己的机会。

「首先我想到的是自我定位。」

她提到在不确定性中的选择其实取决于个人更追求什么，与其说人在决定选择什么，不如说是决

定放弃什么。把精力分到学生工作上会有影响成绩的可能性（只是幅度因人而异），如果对 GPA 有完

美主义执念想做超级学霸，自然分给其他活动的时间会缩水。但陈媛的选择是在确保 GPA 到足够申请

标准后，剩余精力分配在其他感兴趣的活动里。

「 我把平衡学业和课外活动作为一种训练时间管理能力的机会，如果我从大学就早早有意识地这

样培养自己，对未来的我应该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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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媛认为做好时间管理没有什么很神奇的诀窍，就是灵活地调整具体阶段的 priority（优先级）。

工作时认真工作，学习时认真学习，玩儿就认真玩儿，所谓 “work hard, play hard.” 最终，她完成

了这场冒险，成功 DD，也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获评密院“卓越领导力奖”。毕业后，平衡学业与课外

活动变成了平衡家庭与工作，陈媛认为道理相似。生活与工作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像薯条和番茄

酱的搭配：工作开心，家里气氛更和谐；家里和睦，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做好整体规划，再专注于眼

前的 priority，或许就是掌握平衡的要旨吧。

谈起专业，陈媛提到她在密院选机械工程专业更多出于优势科目的考量。参加 DD 项目后，她在

密西根大学攻读化学工程。尽管当年 DD 热门专业是就业面广的 ECE 和 IOE，“我不想轻易随大流，

也许想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吧”，对她而言，化学工程一方面和机械工程课程较为相似，另一方面没有

浪费自己的兴趣。虽然在当时较为小众（第一批 DD 的 73 人中只有她一个人选择攻读化工系），但这

个选择对她而言倒并非一个“hard choice”。进入密大后，她对化学工程专业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知

道了它的涵盖面远比想象中广，职业选择面也很宽，能源公司、化妆品、车厂、材料、视频、半导体

方面都可以选择，甚至有些同学暑假实习去了冰激凌工厂，假期回来长了 10 斤（笑）。化工专业往往

会被贴上许多标签，如“污染重”、“高危险”、“不适合女生”等等，陈媛认为这些认识有失偏颇，

希望能用内行人的眼光做一些科普，她也参加了一些为高中生举办的 "Xplore Engineering" 活动，介

绍化工专业，听到许多孩子在分享会后表示“想当化学工程师”后，她会有小小的成就感。选择非热

门专业在许多人眼里算是场冒险，但经过理性的自我认识后，陈媛在所谓的冒险里看到的是发掘自我

潜力的机会。也许就像她说的——

「生活应该有些挑战，要是刻意选了看似容易的路，其实也可能有隐患；如果受挫了更容易自我

质疑，即使得到了也可能在短暂的开心过后还是觉得不满足。」

 

突然想到人们常说的“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那些精彩青春的背后，或许早已铺垫好了许多深

层理性的思考及强大的执行力吧。正因这些强大内在，冒险成为了一场充满机遇的优质生活体验。

• 尊重迷茫感

无论是傲人的学业 level，还是丰富的工作经验，陈媛一路的人生轨迹应该就是那个传说中 “别人

家的孩子”本孩了。惊艳之余，我们不禁好奇：要怎样严丝合缝的规划才能完成学业与活动并举，同

时又维持良好的心态和对生活的愉悦感。

“我其实很想和你们谈谈这个，”陈媛稍作停顿，缓缓说道：" 我不是一个从不迷茫的人，而且我

不排斥迷茫。"

「回顾过去，我想对刚进大学的自己说：希望你能珍惜并尊重自己的茫然感。」

陈媛坦言：“我承认我其实一直是个很茫然的人，而且是特别茫然；当然了，也有些人是很幸运的，

他们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也有意愿有能力去为之努力。就是有这样的人。这就像去餐厅吃饭，

有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吃什么，不用多加思考就可以直接去点，吃得也很开心。但有的人呢，光是选餐

厅就选很久，好不容易进去了也不知道该点什么，吃完也可能觉得不合胃口——可是你不能说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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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错的，或者觉得他们的人生就是不顺利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是很正常的。” 

「 茫然感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思考，它只是思考不得后的一种结果。虽然思考不

得，但不去思考就更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你可以恭喜你自己，茫然体现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特性。

另一方面，有茫然感是一种幸运，这至少说明你有多于一个待选项供你纠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她都没有机会茫然，因为别无他选。」

陈媛认为茫然的背后，是过于急切地想要达到某一个终点的心情。初入密院时她便体会到这一点，

“学费比其他学院高，我自然会有更大的压力，对自己有个更高的预期，我会很急切地希望自己不走

弯路达到成功。现在想想，那种特别渴望捷径的心情其实不容易让人在这条路上很快乐地去追逐，反

而会带来一个从焦虑到迷茫再到焦虑的恶性循环。”

了解茫然的本质更有利于自我开解和自我容纳。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迷茫感而自我贬低或是逃避，

反而该尊重这份茫然感，因为它是自我探索的痕迹和必经之路。既然人生是连续的迷茫和离散的开解，

尊重迷茫就显得更为重要。

• 温柔而有力——谈“去标签化”

「 自从选择了理工科，总有一些标签伴随着我，先是“工科女”，然后“女博士后”，接着是“女

性工程师”，作为一个反标签主义者，我的态度是：“温柔回应”。」

在美国工作的陈媛曾被同事问道：“你看起来个子小小的，年轻高学历，外国女生，又是高级工

程师，这些特质都放在你身上，会不会觉得大家会对你有一些 judgement ？” 这个问题提醒了陈媛标

签对人的影响，标签会导致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可能是质疑，也可能是欣赏。但在陈媛看来，所谓“女

性工程师”，首先是工程师，一个合格尽职的工程师。

「过分的质疑和赞赏都不是很健康的态度。我当时只想说：用成绩说话。」

 

陈媛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部门峰会的经历，出席的都是公司智囊团中的人物，当时她是与会仅有

的三位女生中唯一作报告的一个：“我很明白，作为公司的 minority，就很容易被推上风口浪尖，做

得不好会被更多质疑，但做得好也会得到更多关注。我告诉自己不能给女生丢人，我不需要听别人说 '

值得鼓励 '，而是一定要高要求地完成工作。我也不想过度渲染我是‘女性工程师’，最希望的是大家

能看到我所做工作的价值。” 

“那次报告完成的不错，后续有很多人来咨询更细的内容，并请我谈谈理解和看法，这让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

• 学姐科普时间

1. 对于读博的看法

要不要读博，这也是一个曾经让我很纠结的问题，希望通过这个采访帮到很多跟我相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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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生身份本科毕业找工作太难了，一般人本科读完会选择继续读 master 或是 phd。两者相比较：

master 较快（1-2 年），但多数要自己交学费，有一定经济压力；phd 时间相对长（4-6 年），比较辛苦，

并且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博士的头衔还会被误解和吐槽。

我也咨询了学长和老师，被建议直接申请难度更高的 phd，到时候不顺利或是不合适可以转到

master；当然也有人是因为不确定，先申请 master，再通过资格考升级读 phd, 不过这也要很大程度

取决于导师的项目和经费情况。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不如先做难度更高的事情，到时也有更多的选择。

1. 关于博士后

博士后不是并不是一个比博士更高级的学位，而是博士用来进阶和深造的中转站，许多人利用这

个阶段拓展自己的科研领域或是学习新的技能，为以后的工作尤其是申请教职做好准备。当然也不是

说博后岗位就只是培养未来教授的孵化器，我之前做博后所在的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就是

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很好的结合。那里有工业界式的管理和对员工的评估制度，在项目上也有比较

广泛的定位：有的项目偏重科学理论，可以有机会和许多专业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合作攻克一些比较超

前和有影响力的课题；而有的项目也是与企业合作，偏重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难题和一些优化的应用。

2. 关于职业——学姐的个人观点

教授这个职业非常考验综合素质：在博士 / 博后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能力后，教授需要更多的

是独立的管理和统筹的能力，因为要带领一个课题组往前跑。在早期争取 tenure( 终身教授资格 ) 的时

候需要把经费申请，科研，教学，带学生，行政工作都做到位。顺利获取 tenure，就不会有任何“失业”

的后顾之忧。辛苦之余，教授的优势在于，可以教书育人，影响一批学生，走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前沿，

做自己认为有影响力有意义的课题。

国家实验室这样的科研岗位更专注于科研，需要你尽量保持旺盛的创造和产出能力，可以有机会

利用高端精密的仪器，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合作去攻克有影响力和挑战性的课题。也会有机会和企业

界合作，用科研手段解决工业生产中的难题，影响未来创新的潮流。

工业界的岗位最多，所以也是最普遍的选择，根据企业的规模，文化不同，职业发展的途径也并

不是单一的，简单总结，入职初期，你会在某个或某几个部门做好一颗“螺丝钉”的工作，与整个团

队通力协作。经过几年的锻炼，评估自己想从事偏重技术或是偏重管理的岗位，然后继续积累相关的

经验技能，有一个慢慢晋升的过程。

不过刚刚毕业初入社会的我们，可能也想不到这么多，所以不用过于纠结，把握自己当下能拥有

的最合适的机会，努力把自己做好。有时候，你想要在某一个领域得到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也可以

得到。

起初我也把工业界误解为一个与学术界截然不同的领域，后来发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用科研手法

解决很多实际重要的问题，也有 teaching 的部分（提供培训和咨询），也有需要发表专利的部分，你

也通过的不同的项目影响了很多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从大局来看，也许从事什么工作，拥有什么头

衔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的工作体现了什么价值，如何的影响了他人。

“真诚”和有“勇敢”是我最看重的品格，带着他们上路，相信自己会拥有的一个有趣和有意义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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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实习指南

简历投递时机和数量

1. 投递时机

找到一份合适的全职、实习职位，约需两周至一个月

的时间。从投递简历开始，请保持手机通畅，以便

HR 能随时进行联系。

2. 投递数量

至少需投递 10-20 封简历，以获得面试机会。简历内

容需根据投递公司与行业，进行相应调整。

3. 投递格式

邮件标题：姓名 + 年级 + 专业 + 手机号码 + 上海交

通大学 + 全职 / 实习职位名

邮件内容：以对公司尊称，根据职位描述，撰写 2-3 

条自荐理由。

简历命名：以附件形式，将中英文简历放在一个 PDF 

中，命名为：姓名 + 职位名 + 手机号

全职、实习职位信息获取渠道

1. 密西根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umjicareer

密西根学院职业与生涯发展中心面向全体在校生和校

友，分布求职实习、生涯发展、个人成长类相关信息，

助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2. Canvas-JI Career

该板块发布学院合作企业招聘信息，职位直接或仅面

向密西根学院学生开放。同时，可通过该板块查阅历

年合作企业招聘信息，大多数公司常年招聘实习生。

发送简历至 ji-career@sjtu.edu.cn， 邮件标题：姓名

+ 年级 + 手机 + 意向公司：**+ 可实习时间：**，询

问该公司近期是否招聘，并在邮件正文撰写自荐理由。

3.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中心

1）微信公众号：sjtucareer

每日更新宣讲会及招聘公司信息。参加公司宣讲会，

是快速熟悉职场世界的极佳途径。通过与 HR 和来

访交大校友们面对面交流，可尝试递交简历，询问

是否可申请成为实习生。

2）网站：http://scc.sjtu.edu.cn/

交大就业中心网站中，有更为详细的公司和职位介

绍。可在网站定制感兴趣的行业、公司，获得信息

推送。

4. 上海交通大学 BBS

该 BBS 多为交大校友、在校生发布信息，信息量大，

且更新快。但公司类型、层次较为参差不齐。

https://bbs.sjtu.edu.cn - 社 会 信 息 - Work-JobInfo

（全职）/PartTime（兼职）

5. 面向在校生 / 应届生的招聘网站

网站中有来自各大院校 BBS 的招聘信息汇总，并有历

年同学总结的公司求职攻略。

应届生网 www.yingjiesheng.com

大街网 www.dajie.com

6. 面向社会人士的招聘网站

多面向有工作经验人士，偶有面向应届生和在校生的

实习职位。

中华英才网 www.chinahr.com

51job www.51job.com

智联招聘 www.zhaop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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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醒目的简历

• 如何写作一篇醒目的简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指出：简历不是你的自传。你需要用你的关键经历来填充它。为

了体现个人能力和对工作的动力，简历中要涉及个人重要经历，简历应辞藻凝练，着眼于行动，突出

个人成就。

• 如何证明我是理想的候选人？

如果你想要证明自己是毋庸置疑的选择，那你就应该清楚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应该先描述你的

技能、你的知识和任何符合职位要求的能力。然后，解释你是如何获得某些成就的。你必须对自己有

清楚的了解——你曾解决过什么问题？造成了什么影响？

部门经理和人事专员们希望在简历上看到你的成果。清晰地将成果展示给他们，告诉他们你曾做

过什么，你将为他们做什么，以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此外，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带来的贡献，

也表明你对自己的价值有所了解。你必须从雇佣方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公司组织招募员工，是为

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减轻他们的负担，并提升他们的运营表现。你应该证明自己正是他们所渴求的人才。

你可能已经多次听说过这个理论：雇佣方并不仔细阅读简历，他们只是扫视，用大约 30 到 60 秒

的时间看看你是否具有他们需要的的技术、能力和成就。比起花大量的时间来寻找你的信息，他们更

宁愿看一份新的简历！向他们展示你为什么是最佳的候选人吧。通过简历，让你的故事映现在他们眼前。

你必须先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让你的成就和这些需求匹配上。

有些雇佣方会寻求一些特质，其中最多的就是团队精神、工作动机、工作伦理、交流能力（口语

和书面）、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主动性。当你撰写简历终稿时，选择合适的语句，委婉但又

清晰地展现你的这些特质。

很多学生在撰写简历时倾向于忽略“无关”的工作经历（比如非工程领域的）。然而，这些经历

其实可以传达你的个人特质、技能和动力，它们对于雇佣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分析你的经历时，

突出其与众不同的部分。并且，你要确保自己强调了那些雇佣方所谋求的特质。

• 如何让别人记住你的简历？

针对你的每一个主要成就，你都要问以下问题：

1. 在你达成这项成就之后，什么事情变得不同或者更好了？

2. 当你在事件中扮演某个角色时，你遇到了什么阻碍？你是怎么处理它的？

3. 在这项事件中，你是怎么提升你自己的？（它提升了你的技术？它提升了你的创造力？你学习了

他人的长处？你的人际交流能力得到增强？记住——想想那些你能在今后用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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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让人印象深刻的表述

格式

• 行动：你曾做了什么？（使用一些有力的词汇）

• 内容：你是如何做的？（表明你想体现的技能、事件的复杂性或
事件的环境背景）

• 结果：此事结果如何？你为什么做这件事？（解释你做这件事的
动机）

表述成功的范例：

夏令营辅导员

前：

为青年夏令营计划活动项目

监督指导初级辅导员

后：

为新志愿者制定和实施引导，以确保
所有营员都能安全地完成学习目标。

招募和培训更多的志愿者，以改善营
地运营并扩大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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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推荐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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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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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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指导
简历是你向一个组织解释为什么你是一

个理想的职位候选人的机会。以下提示将助

您在求职路上迈出最好的一步！

词语选择

• 少用科技术语以确保普通受众也可以理

解你的成就

• 用各种动词来描述工作和任务（比如：

设计，增加，促进）

证明信息

• 之前工作的日期

• 你的地点，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使用

专业的邮箱地址）

形式

• 合理页边（0.5-1 英寸）

• 将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和邮箱放在开

头

• 使用一致的，易读的和专业的字体（不

小于 11 号）

• 全文使用一致的强调方式（加粗，斜体

或者下划线）

• 不要过度使用大写，斜体，下划线或者

其他的强调方式

• 全文使用一种项目编号类型

• 确保项目符号与开头排列一致（全文缩

进一致）

• 在每一部分中按反向时间顺序列出经

历。

• 在申请过程中以 PDF 形式保存文件

内容

• 教育信息包括学位，毕业日期，GPA（如

果超过 3.0）( 详见下文 )。

• 技术技能。

• 过往工作经验。

• 工程课程项目。

• 学生组织或其他活动。

GPA

大多数雇主最终都会想知道你的 GPA。

如果你的 GPA 高于 3.0 分，你应该把它写在

简历上。即使它低于 3.0，列出它也可能是

个好主意。请与一位职业生涯导师谈谈您的

个人 GPA，以便为您的情况得到最好的建议。

省略内容

• 个人信息，如照片、性别、种族、年龄、

性取向、宗教、政治派别、婚姻状况、

子女人数 ( 见“潜在敏感信息”)

• “根据要求提供的推荐信”—雇佣方将

假定它们是可用的。

仔细考虑

• 你的副标题 - 如何分类你的经验是最有

效的？

• 潜在的敏感信息 -- 并不是所有雇佣方都

会和你一样，对你所在的特定群体、组

织和生活方式持有相同的意见。如果你

参与了一个小组，并且通过小组获得了

合适的技能，那么在你的简历上列出它

是合适的。然而，你应该仔细考虑它是

否值得列出。

• 医疗 / 健康信息 -- 尽管这可以证明你简

历中的具体内容 ( 学业间断、GPA) 是合

理的，但雇佣方可能会担心你的健康问

题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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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

这是什么？

个人履历（英文简称 CV），是一种找

工作时可用于提供申请人更多信息的文档。

个人履历上的信息可以反映申请人的资质和

背景。个人履历和个人简历（resume）不同，

后者通常需要精简至一到两页，而前者对于

页数没有限制，长度由其内容决定。

什么人需要准备个人履历？

当博士生申请学术职位或是工业界中的

科研职位时，需要提供个人履历。而对于大

多数本科生和硕士生而言，个人简历通常比

个人履历更加合适。

需要包括什么？

所有的个人履历都需要在开头提供你的

联系方式，随后的东西取决于你的背景和你

申请职位的类型。下面是一些通常需要在个

人履历中包含的内容：

1. 教育

按照时间倒叙罗列你取得的学位。这包

含：

• 学位

• 取得学位的学术机构和地点

• 毕业日期

• 任何辅修专业，或任何形式的专业

技能

• 学位论文或论文标题（可选）

• 导师姓名（可选）

2. 经历

这是个人履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之

一，包括：

• 职位名称

• 任职的机构名称和地点

• 日期

• 描述你在工作中的具体责任（可以

分条按要点呈现）

• 研究经历可以放在这一部分

• 提示：你也可以在这一部分下加上

一些志愿服务类的经历。仅仅因为

你没有在这类经历中拿到工资，并

不代表它们不宝贵！

3. 任教经历

这一点对于任何有志于学术生涯的人来

说尤其重要。

4. 出版物和演讲稿

这取决于你有多少演讲或是出版物。你

可以先列出最相关的那部分。你也可以

将这一部分分割成各种类别。

5. 活动

除了课外活动外，不要忘记加上任何专

业协会的会员身份。

6. 技能

在这部分，你要突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

语言能力。

7. 参考

个人履历的最后一页应当是参考文献。

不要认为你必须包含上面的所有部分。

同时，你也可以自由添加任何你认为可以帮

助你申请到职位的经历。例如，你也许可以

考虑加上一个描述你自己领导力的部分或是

有关学术项目的部分。最后，不要忘了让学

校的职业顾问从专业的角度审查一下你的个

人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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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范例
SWETHA GUPTA

xxx-xxx-xxxx                                                                                                                                                2121 Bonisteel Blvd.
email@umich.edu                                                                                                                                         Ann Arbor, MI 48109

OBJECTIVE
Seeking a summer 2018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ternship with Siemens with a focus in water waste management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in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pril 2019
GPA: 3.2/4.0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Berlin, Germany
Study Abroad                                                                                                                                             May 2017-August 2017

• Completed classes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German language
• Participated in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excursions to understand intricacies of German culture and business
• Volunteered in local elementary school, gaining cross-cultural and teamwork skills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Research Assistant – Love Biotechnology Research Lab                                                                         September 2017-Present

• Assess the efficacy of using urine and urine derived product (struvite) as agricultural fertilizers
• Evaluate the fate of nutrients and biological contaminants after storage and once products are land applied
• Develop methods of testing concentrations of nitrogen, ammonia and phosphorous to be implemented after receiving 

sample runoff from the test site

Midland Community Center                                                                                                                                   Midland, MI
Camp Counselor                                                                                                                                       May 2016-August 2016

• Led summer programs and camps for children age five through thirteen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d learning
• Designed lesson plans and activities to enhance each child’s experience based on age, gender and interests
• Worked collaboratively with counselors, supervisors and parents to provide a fun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all
• Collaborated with counselors, supervisors and parents to ensure participant safety and provide over 80 campers with 

unique, high quality summer experiences

PROJECT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Analysis of Solar Power                                                                                                                          January 2017-April 2017

• Compared costs of diverse solar cell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ax refunds and divergent energy outputs
• Compiled results in formal report and presented findings to company CEO and leadership team for further study

Water Remediation                                                                                                                     September 2016-December 2016
• Analyzed potential high pollution areas in local water systems following heavy storms
• Presented comprehensive structural revisions to water systems to prevent future pollution spill
• Recommended cleanup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for second phase of project

LEADERSHIP
Hopps Research Scholars Program                                                                                                                     Ann Arbor, MI
Vice President                                                                                                                                     September 2016-April 2017

• Developed corporate partnerships to establish first private corporate scholarship and secured $25K in funds
• Improved program efficiency by leveraging best practices across 21 similar campus groups 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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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IES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Student Advisory Council                                                               September 2015-Present
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s                                                                                                                   September 2015-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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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范例
JUSTIN TIME

2121 Bonisteel Blvd., Ann Arbor, MI 48109
email@umich.edu • (xxx) xxx-xxxx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in Industrial & Operations Engineering                                                               May 2019
Minor in Entrepreneurship, Engineering Honors Program                                                                                    GPA: 3.89/4.00
Coursework: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 Operations Modeling,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Basics,

Intro to Optimization Methods, Sustainable Engineering Principles,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EXPERIENCE
Engineering Advising Center & Career Resource Center, Ann Arbor, MI
Peer Advisor                                                                                                                                                    May 2017 – Present

• Lead 1,300+ first year engineering students through summer orientation to ensure smooth transition to college
• Facilitate both large group discussions and individual advising sessions, leading students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expand their knowledge of college resources
• Advise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students on academic and career topics including class-planning, registration, and 

resume writing to support individual student success

PROJECT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Ann Arbor, MI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Start-up Simulation                                                                                              Sept 2016 – Dec 2016

• Brainstormed and finalized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Tetherbit, a location tracking bracelet for child safety monitoring and 
a software bundle for supervisors

• Conducted research utilizing online and personal resources on the design of our product solution, costs, market for 
wearable technology, as well as competitors to determine optimal pricing and launching strategy

• Created a five-year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MS Excel, formulated a business plan to pitch in the final presentation to 
potential investo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n Arbor, MI
Bio-logging: Persistent Monitoring of Daily Life                                                                                        Jan 2016 – May 2016

• Assesse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training tools on horse’s gait height using self-developed housing and sensors aiming to 
improve horses’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 Performed a series of on-site tests and executed data analysis using software including Matlab, MS Excel, and Kinovea 
to deduce final conclusion

LEADERSHIP
Michigan Chapter of Triangle Fraternity, Ann Arbor, MI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hair                                                                                                                   Dec 2015 – Dec 2016

• Organized a serie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events, including the Strength Finder Workshop and the Culture Presentation 
to develop and foster leadership qualities within each of the 50 members

• Informed and encouraged members to become involved with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Michigan community 
and national organization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impact of the fraternity

SKILLS
Computer: C++, Matlab, MS Excel, Minitab, AMPL, SolidWorks, Kinove
Languages: German and French

ACTIVITIES
Global Scholars Residence Program                                                                                                               Sept 2016 – Present
Acoustic Guitar Club                                                                                                                                       Sept 2015 – Present
Michigan Hybrid Racing Team                                                                                                                    Sept 2015 – De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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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信模板
常识：求职信的长度不应超过一页，并且应按照不同的职位写相应的求职信。 不推荐使用一封求职信
来申请多个职位。

当你发邮件时：将你的求职信作为你的简历的第一页，并在简短的电子邮件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电子
邮件可以简单地陈述你对某个特定职位的兴趣，并感谢他们考虑你的申请，并附上你的简历和求职信。

Your name and address as they appear on your resume

Date

Contact Person, Title
Company Name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ear Mr./Ms./Dr./Hiring Representative (Contact Person):

First Paragraph—Introduction
Establishes the purpose of your letter, explains why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position, and why the 
employer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you for the position (interests, previous experience).

• State why you are writing by naming the specific position or larger career aspirations.
• Explain how you heard about the position/employer and why you are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their 

group in this role.
• Insert a brief sentence that gives your degree, major, college affiliation and graduation date.
• Mention the contact person from who you learned about the position (if applicable).

Middle Paragraph(s)—Body (1-2 paragraphs depending on background)
Generate interest with content that demonstrates you have researched the company, and that you are able
to align your skills and interests with the company as well as its offered position.

• Indicate how you can help the employer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oals in your specialty. Focus on what 
you can do for them rather than why you want the position.

• Highlight your most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s,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s that are specifically relevant 
to the employer and job requirements.

• DO NOT SIMPLY RESTATE YOUR RESUME. Rather, elaborate and explain important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that cannot be indicated on a resume.

Final Paragraph—Closing
State your commitment to action.

•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ke clear what happens next. For example, indicate that you will be contacting 
them to ensure that they received your resume and/or to clarify any additional questions.

• Indicate that you are grateful for their consideration, and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back from him or her.

Sincerely,

Your name

En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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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信范例

JACKSON BARBER
xxx-xxx-xxxx                                                                                                                                     2121 Bonisteel Blvd.
email@umich.edu                                                                                                                             Ann Arbor, MI 48109

September 24, 2017

New Computer World
77 College Blvd.
San Francisco, CA 94132

Dear New Computer World Representative:

I am writing to apply for the Systems Engineer position available at New Computer World (NCW). As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 recent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recruiter, Jose Cabrere, describe 
NCW’s exciting developments during a corporate information session on campus.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you to deliver innovative computing platforms to your global clients. Currently, I am pursuing a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 plan to graduate in April 2018. I am confident that my 
backgroun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cluding three relevant internships, makes me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this 
opportunity.

My thorough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ursework and previous industry experience will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work of a Systems Engineer. I have experience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testing code in both assembly 
languages and C/C++ during my internships at Hewlett-Packard an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 each case, I was 
recognized by the project leads for my ability to quickly troubleshoot and resolve issues without impa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timeline. I also successfully led a reliability verification process on a McKinley microprocessor, and 
designed a 32 adder on a K8 microprocessor.

In addition to my strong technical skills, I posses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evidenced by my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National Society of Black Engineers (NSBE). I supervised the activities of four teammates, completed 
projects on time and compiled comprehensive, accurate technical reports. As the New Programs Chair for NSBE, I 
tasked each of four committee chairs with the goal of finding and implementing a meaningful service opportunity for 
our members. This involved creating a timeline, reviewing proposals and budgets, and scheduling meetings to check 
each group’s progress. During my tenure, I was able to effectively launch three new programs aimed at connecting our 
members to over 200 high school students.

I believe my unique combination of skills and experience makes me a great fit for NCW. I appreciate your time and 
considerati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my qualifications with you further during an upcoming on-campus 
interview.

Sincerely,

Jackson Barber
Jackson Ba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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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SPECIAL THANKS

《启程在 JI》作为事业部的品牌项目，至今已迈入第六个年头。在今年的杂志中，我们一改创

作理念，重新设计板块结构与内容，让我们的杂志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讲述生涯发展的点点滴滴。这

一次，我们不仅仅关注密院的学习生活，更把目光投向了将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本简单的小册子，

向同学们展示密院人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在此，我们要感谢每一位为杂志供稿、分享心得、建言献策的老师、校友、学长学姐们。因为你们，

《启程在 JI》才能够提供宝贵而真实的资源，成为同学们生涯成长的伴行人。

密院学生会事业部秉承“经营事业，更经营人生”的理念，不断地为密院的同学们带来生涯发

展上的帮助。这里已经是这本杂志的尾声，但《启程在 JI》不会就此止步，我们始终在密院人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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