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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INTERVIEW

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
導讀 羅運治 歷史學系教授

掌握關鍵眉角 破解求職密碼
社會新鮮人 照過來
記者歐書函、吳泳欣、藍硯琳、謝孟席／專題報導
即將到了鳳凰花開的畢業季，將要踏入社會的新鮮人準備好了嗎？找工作是許多畢業生邁入
社會的第一步，在求職過程中，不僅看重個人所擁有的學科知識與專業技能，能遞出一份「言
簡意賅的履歷表」更是求職的墊腳石！不僅較能從大批應徵履歷中脫穎而出，更能讓審核者有
耳目一新的感覺；因此，運用關鍵的精華簡介為自己創造差異，再附上數據和推薦信，說服力
更是倍增。
另一方面，面試時的應對進退，也是博得面試官關注的技巧之一，如何把握時機展現自我特
質和優勢，本專題將分述中、英文履歷寫作要點，並提供面試技巧及校友經驗分享，為即將步
出校園的社會新鮮人掌握關鍵眉角、破解求職密碼。

履歷怎麼寫才會勝出？
個人履歷表
姓名
出生日期
畢業學校
通訊處
聯絡電話
證照及
特殊經驗
興趣

學歷

經歷

自傳

履歷表該如何下筆呢？即將畢業的企管四黃純宇提問，不
知該呈現何種內容，也擔心學經歷不符合企業主需求；再
者，參考網路的表格範本後，又該如何形塑出自我特色？
中文系副教授古苔光表示，履歷表的架構可分成企業主觀
點和應徵者角度，其撰寫內容應包含個人基本資料、教育程
度或學習歷程、工作或社團經驗、專業能力及技術檢定、自
傳及檢附相關文件等6大類，且須與應徵職務有關。
古苔光認為，「個人基本資料」的填寫，主要讓企業主得
知應徵者的基本資訊與聯絡方式，切勿謊報或擅用他人名
義；「專長」敘述應凸顯自我能力，藉以彰顯自身優勢；
「教育程度或學習歷程」的撰寫，則須充分展現「應徵者的
角度」，提供另一層次的線索給企業主，例如附上在校成績
單、畢業證書和推薦函，或是各類專業技能及語言的檢定證
照，不僅增加履歷表的真實感及說服力，也讓審核者得以從
中了解應徵者的學習態度與能力。
談到「工作經驗」，古苔光提示這是企業主衡量應徵者實
作能力的關鍵；其中，也可看出應徵者對於職務內容是否有
基本的認識；另一方面，學生也可運用「社團經驗」的表
現，強調曾經擔任的職務，並且敘述從中學習到的體悟；倘
若上述兩者都有兼具，必定有其加分作用，也可以讓企業主
在短時間內一眼抓住重點。
「自傳」要寫些什麼呢？即將踏入職場的財金四翁婉軒提
問，自傳的內容該以何種形式呈現？又該如何適度地援用學
經歷，以符合業者的需求？
古苔光說明，自傳的呈現應強調人格特質、價值觀、生涯
規劃等方面進行描繪，讓面試官從中知悉應徵者的表達能
力、思維模式，以及求職者的所學所能是否合乎企業需求。
因此，文章應控制在800到1000字左右，並以分段形式呈現。
自傳的寫作，古苔光認為須潤飾文字與保持版面的整潔，
避免過度包裝；另外，內容應力求平實，適當地揭露無傷大
雅的缺點，反而給人誠懇的感覺。簡言之，自傳是對個人的
重點式描述，因此要將自己視為當中的主角，安排屬於自己
的劇情和敘述方式，藉以吸引面試官的目光；再者，也應該
避免重複性的論述，以免浪費篇幅。
最後，古苔光提醒，自傳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自信」。一
般人在經驗層面的撰寫，常不知該如何下筆；因此，在判斷
重要性時，只要曾於心中留下深刻感動的某個階段，都是精
彩的經驗分享。新鮮人掌握上述要點來撰寫，緊扣企業需
求，如此一來寫履歷就輕鬆多了。

英文履歷撰寫技巧

求職前，最重要的是須了解自己有興趣的職
務內容與方向，而非依循父母的想法。企管系
專任助理教授文馨瑩表示：「履歷表就是要
呈現自己，沒有了自己的想法，只能交白紙一
張。」在確定求職領域後，則須強調個人特質
與工作性質的聯結。針對履歷表涵蓋項目與格
式方面，她分享以下注意事項和技巧。
履歷表涵蓋項目
Summary：重點在於簡要表達出個人特質。
Education：列出大學(含)以上的學歷。
Experience：整份履歷表的核心，須於此強調
個人的經歷與特色。一般建議要有擔任幹部經
驗（總召、任何活動的公關長、財務長等）、
社團經驗、活動經驗（系上宿營、研習營
等），以及團隊合作經驗（會議、營隊等）。

Work Experience：列出與應徵職務相關的實習
或工作經驗。
Language and other skills：最基本要包含「語
言」及「電腦」技能。
履歷表寫作格式
撰寫長度以1頁為原則，在描述每一項經歷
時，必須有「主標題」與「副標題」；主標題
描寫單一經驗，副標題則描寫具體的學習成
果，或實際執行的職務內容，且善用數據和附
件佐證，來說明你的能力。即使經歷豐富，仍
應將其條列化呈現，並與應徵工作有所相關。
此外，詳列每項事件時，必須清楚標註時間
點，優先列出近期發生的事件，再依據時間較
為久遠的經驗，往後排序。

面試變化多端，怎麼準備？
當履歷遞出後有正向回應，且順利取得
面試門票，新鮮人即將要面對企業主管的
面試關卡。從師長的角度來看，文馨瑩也
提供一些訣竅，幫助求職者在面試時能更
快進入狀況，展現自己的最佳狀態。
面試前「暖身」最重要
對於公司的營運狀況和應徵的職務內容
必須先做好詳細的調查和瞭解。針對面試
過程的準備，也需要事前模擬工作情境下
會遇到的問題，並預演應對進退。此外，
準備「多語言」、「多長度」的自我介紹
也是必要的，依據不同工作性質的需要，
除了使用中文之外，若能熟諳英文或其他
第3外國語言等表達，進行不同時間長短的
自我介紹。
「不知道」也要擠出想法回答
面試時，必須對自己的履歷徹底熟悉，
以應付延伸性的問題。在面對「why」的
提問時，若沒有把握回答，不要急著說

shade of the tree
compete
at ease
dainty
yoke

二、請將適當的單字填入以下句子的空格
1.如果你希望老來有靠，現在就要做準備。
If you wish to
in the
during your
,
plant a tree now. （現在種樹，以後才有樹蔭乘涼。）
2.今天的好計畫，勝過明年的完美計畫。（計畫要趁早。）
A
plan today is better than a
plan tomorrow.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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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函」讓印象加分
面試接近尾聲，當面試官開放提問時，
可以藉由此機會，表達自己對企業的興
趣、談論對制度的認識，以及熱衷的企圖
心。例如，詢問輪調機制、出國受訓的機
會等關於未來工作狀況的問題。當然，最
後一定要記得寄「感謝信」給企業主，除
了表達感謝之外，同時加深對方的印象。

在正式面試時，有哪些狀況可能是我們
從未想過，卻又相當重要的問題呢？公行
四林奕宏提出3個問題，我們請到公行系助
理教授陳志瑋，以務實的角度為同學們解
答疑惑。
問：被面試官挑剔履歷表或是學經歷
時，該如何應對進退？
答：首先，別急著辯解！求職者可以針
對履歷表的缺陷，先準備好提出解釋及後
續的補救做法，然後再補充敘述自己的優
點，嘗試挽回面試官對自己的印象。
問：遇到團體方式的面試，該如何凸顯
自己、主動出擊？
答：首先，要知己知彼！建立觀察能

力，了解競爭對手的狀態；應答時，
則盡量爭取發言的主導權。團體面
試可以看出大家的溝通技巧和團隊
合作，倘若出現見解不同的情境
時，千萬不要急著反駁，反而可以
藉由不同角度切入，展現自己獨到的
觀點。
問：實在想不出要如何回答面試官的提
問，怎麼辦？
答：首先要提醒求職者，面試官並非期
待聽到石破天驚的答案。不了解題意時，
切勿逞強作答、裝懂亂掰；求職者反而可
以藉由坦白不懂之處，強調自己的謙虛態
度和學習能力。

＊＊＊贏家心法 校友經驗分享＊＊＊
拿出"具特色"的引薦

端出"有價值"的經驗

公行系校友 李宜諭

教科系校友 陳韋宏

現任壹傳媒人力資源部講師的李宜諭，
曾經翻閱過無數的履歷表，對於要如何運
用履歷表讓企業主留下好印象，他建議求
職者可以在「個人資料」欄位的下方，寫
一小段自我引薦的內容，表達自己的應徵
動機和工作目標，方便面試官用最短的時
間認識自己。
談到面試的部分，李宜諭提到有些求職
者雖然表現十分熱情和健談，但其說話內
容欠缺邏輯，甚至沒有重點，讓面試官摸
不清其想法和應徵動機。他建議求職者可
以事前模擬面試情境和應答，將有助於面
試時保持清晰的口條。
最後，他特別提醒求職者，當被面試官
問及以往的工作經驗時，切勿隨便批評以
前的企業，因為沒有企業主希望聘請到一
位會講老闆壞話的員工。

在中租控股人力資源部出任襄理的陳韋
宏指出，求職者填寫履歷表時常見的錯誤
有資訊不全、過於口語化，甚至有注音符
號的出現，看似能讓履歷變得活潑，但此
類舉措皆不符合履歷表的正規格式，求職
者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喪失工作機會。
談到如何為履歷營造加分的亮點，陳韋
宏認為社團經驗是不可或缺的部份，希望
學弟妹在大學四年裡，專心學業之餘，也
能把握機會參與學校社團，累積經驗。
除此之外，遲到也是社會新鮮人常誤踩
的「地雷」。陳韋宏表示，面試守時相當
重要，遲到的行為會直接影響面試官對於
求職者的評價，也會造成浪費企業主在面
試的人事成本和徵才時間；另外，對於求
職者無故爽約更是偶有所聞，陳韋宏再次
提醒學生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

掌握關鍵 創造差異
整體而言，履歷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短時
間內向企業主展現你的學經歷，讓企業對你產生
興趣。因此，撰寫履歷表的要點，應多著墨於社
團經驗和工作態度，內容也應言簡意賅，資訊完
整；再說，藉由一份「客製化」的履歷表，更能
增加面試或錄取的機會。另一方面，當履歷順利
取得面試機會後，記得要以清晰的口條、誠懇的
掌握關鍵眉角，求職無往不利。 態度，表達出對工作與面試官的尊重；如此一
來，兩者兼顧，自然能掌握求職的關鍵眉角。
（攝影／李鎮亞）

3.沒計畫的人，會失敗。
He who
to
plans to
.
4.只要競爭，不要心懷妒忌。
. Don't
.
5.平心靜氣的人才顯典雅。
He that is
seeks
.
6.同一棵樹會長出的水果各有味道，同一個母親生的孩子
也各有資質。
of the same tree have
；children of the
same mother have
.
7.孩子羈絆父母一生。
Children
parents to the
,
, and
.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書名：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
原著：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艾芮兒•杜蘭(Ariel Durant)
出版社：大是文化
索書號：601.4／848

面試實戰經驗解析 問與答

輕鬆學英文 English is easy!
一、重要字彙
1. 樹蔭
2. 競爭
3. 輕鬆自在的
4. 典雅
5. 羈絆

「我不知道」，可以試著表達「這是一個
好問題」或「這可能是…」等句子回答，
於此同時快速思考可供回答的內容。
當面試官詢問希望待遇時，其實是一場
對於面試者信心與能力的測試。因為倘若
求職者能力佳，才會有自信去說服面試官
調升薪津。另一方面，從努力爭取薪資
來看，亦能看出求職者對於工作的積極態
度。因此，不要害怕談論薪資，談論方法
可以先表示「依公司規定」，衡量個人能
力後，再要求所希望的待遇水準。

《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是20世紀以來流傳最廣的一套歷史著作，因
為淺顯易讀，但又見解深入。這套書是世界
知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用
50年時間，周遊世界各國所完成。您當然沒
有時間，甚至不可能看完整套書（全套共11
卷，目前已沒有繁體中文版），但是您絕對
可以很快讀完這套鉅著的最終結論－就是本
書《讀歷史，我可以學會什麼？》。
這本書開場有3篇分別是歷史評論家、大
律師及高中歷史教師等3人的推薦序，接續
內容共計12章，每章有醒目的主題且篇幅不
長，如第5章主題為《人性改變歷史，歷史
並未改變人性》，其內容以本能、習慣、情
緒，及綜合為「性格元素表」來描述人性；
再以《英雄，是歷史的執行者與代言人》，
及《保守是對的，創新也是對的》2小段解釋
說明之，而後予這篇作最後之結論，其內容
為：抗拒改變的保守者和提倡改變的激進者
一樣重要。
本書最後，則是對整體人類的「進步」作
完整的詮釋。全書的內涵雖是各自不同，屬
於多元化的主題呈現，但敘述、分析、評論
的確有其獨到的見解，給予讀者由衷的感
嘆！尤其前3篇的推薦序更是一針見血的看
法，如第一篇公孫策的推薦序為：《歷史，
讓我們知道何謂「進步」》總之，此三篇推
薦序實有畫龍點睛之妙。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三、答案
1.sit，shade，old，age
2.good，perfect
3.fails，plan，fail
He who fails to plan plans to fail.
修飾主詞"He" v.
（fail to：無法去做）
4.Compete，envy
5.at，ease，dainties
He that is at ease seeks dainties.
主詞 修飾主詞"He" v. 受詞
6.Fruits，different，tastes，various，qualities
7.yoke，part，present，future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優勢人生的
九個必修學分
文／黃宛真整理
統計系邀請到臺灣世界展望
會會長杜明翰，於3月17日演講「優
勢人生的九個必修學分」，由資訊業到義工
的經驗，以詼諧且感性的方式，分享成就
「ADVANTAGE」（優勢）的九種能力，本
刊摘錄其精華以饗讀者。
本校統計系暨管科系校友杜明翰，曾任微軟
臺灣區副總經理，現任為臺灣世界展望會會
長，他期許大學生不應被自己設限，應學習突
破既有的觀念，同時應具備9種能力，才能將
專業知識轉換為個人能力。而這9種能力的概
念為：
一、Attitude（態度）
態度，是指對事件的反應做出適當的選擇。
這些選擇常會影響事件的成敗，態度如果作為
一種心理現象，是指人們的內在體驗，包括人
們的行為傾向，所以態度較事實重要，也較個
人背景、教育程度、金錢等重要。換言之，我
們無法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是我們能決定生命
的高度和寬度，其關鍵點就是態度。
二、Discerment（洞察力）
我們很容易有先入為主的印象，因此在判斷
事件上，通常會以事件的表徵為主卻忽略細
節，所以需要洞察力。洞察力是以客觀觀察到
的行為與環境線索為證據，及大量使用知識為
基礎，推論出符合事件的各種結果。這是需要
經驗的累積，更要自我訓練這項能力，以利將
來在面對各種事物時能看見趨勢。
三、Visualization（想像力）
很多人都在談想像力，但最重要的是將想像
力落實；換言之，就是要勇於築夢。以華德•
迪士尼為例，他在佛羅里達州開創第1個迪士
尼樂園，將動畫人物具像化，吸引全球觀光人
潮，雖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親眼目睹，但他的
確實踐的夢想，也將不可能化為可能。
四、Agility（靈活）
靈活是指「隨機應變」，人生在世不可能事
事順心；因此，當我們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
心理調適、適應環境及想出解決之道，這就是
靈活的展現。
五、Networking（建立關係網絡）
人脈的經營是個很重要的課題，您不能輕忽
任何人，也不能不擅長交際，因為任何人都有
可能，在未來會使您成功的一塊拼圖。但最重
要的是，需先認清自己，更要懂得「嚴以律
己，寬以待人」，否則就無法和別人相處。
六、Transformation（轉變）
不要抗拒改變，尤其是觀念的改變。要試著
突破自己，不要自我侷限，因為觀念或看待事
件的角度改變時，你的眼光也將截然不同，會
讓你自己發現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與可塑性。
七、Affection（影響）
這是指「感情」層次的影響，是指必須學習
付出最真摯的感情，且不求回報。自身感受
人、事、物的真與美，這種愛是沒有條件的，
也是無止盡的，更是現代人畢生的重要課題。
八、Gratitude（感恩）
簡言之，就是對於萬物表示感激之心，只有
懂得感恩的人，才能獲得人生最大的收穫。之
前，世界展望會帶著糧食前往寮國，並為他們
準備熱騰騰的白米飯，當時有位小女孩出於感
激的心，每吃一口飯便說一次謝謝。因此，若
要當個有影響力的人時，感恩是必備的能力。
九、Excellent（追求卓越）
也許我們能發揮的潛力有限，但因為有無限
的可能，所以不能自我滿足，要在專業領域上
更精益求精，也要在不同領域上發掘更多的可
能，並努力實踐，讓自己從A提升為A+。學習
無止境，要努力追求卓越，以成就優勢人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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