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職秘笈 

第 一 招 ﹕ 上 路 前 的 認 識
 

求職停看聽 

‧小心前面有坑洞 

面對五花八門誘人的徵人廣告文字，你知道它們背後可能隱藏的

涵意嗎？千萬要小心，不要輕易落入這些曖昧的徵才陷阱！有關徵人

陷阱的文章可至台北市政府勞工局的網站查閱，至於徵人公司的登記

資料則可至經濟部商業司的網站查詢。 

    慣用的廣告詞，如向高成就感挑戰、彈性工時、可兼職、工作單

純、領現金等伎倆，這些行業有可能是傳銷、股票期貨買賣、情色行

業。 

(摘自 104 人力銀行) 

‧求職安全守則 

1.五不為─不繳不知用途的款。不買自己不清楚的產品。不將證件

及信用卡交給公司保管。不隨便簽暑文件。不為薪資待遇不合理

的公司工作。 

2.三必問─問自己是要找一份工作還是找一個事業。問明薪資、勞

保、健保、出缺勤規定等勞動條件。問明確實的工作性質及職務

內容。 

3.五必看─是否是合法正派經營的公司。是否是正常運作的公司。

是否有潛在的人身安全危險或暗藏求職陷阱。面試時是否草率、

輕易就錄取。是否待遇優厚得不合乎常情。 

‧求職受騙的心理因素 

1.最多的是「貪心」所造成。 

2.人好面子或不願意當異類的心理。 

3.意志力薄弱及價值感混亂的人較易被人洗腦、利誘。 

4.「病急亂就醫」的心理，求職之心太過於集切。 



5.社會經驗不足，加上「好奇」的心理，想增加體驗或冒險。 

(摘自台北市政府勞工局) 

自我剖析尋找定位 

在跨出求職腳步之前，有個重要功課就是認識自己。而如何能夠

清楚地瞭解自己呢？ 

‧瞭解自己的人格特質 

每個人都有所謂的優、缺點，個人特質本身其實並無所謂的好

壞，全看這樣的特質在什麼樣的時空條件下，運用在什麼樣的對象或

事物上。想充分的瞭解自我則建議透過專業的診斷測驗。 

‧個人能力的自我盤點 

1.對人的能力─在人際關係方面，能夠敏銳的觀察與處理。 

2.對事的能力─具備良好的邏輯思考能力，能據線索加以研判，且

迅速整理出清晰的脈絡。 

3.對物的能力─對於機械操作或資料處理能夠比一般人做得又快

又好。 

4.專業的知識─其他在各種行業所要求的專業能力，也在個人能力

盤點的範圍之內。 

‧澄清個人價值觀 

每個人都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每一種價值觀都沒有絕對的好壞

之分。在能力許可的範圍內，找一份與個人價值觀吻合的工作，相信

你定能真正樂在工作！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第二招： 哪裡好吃草
 

就業機會掃瞄 



接著的動作就是準備揮軍職場了，而對於就業情報的尋覓，應分

成兩個層次：第一層是「符合自己工作性向與專長的職缺」，第二層

是「適合自己的企業或產業」，並且依據條件排列出選擇的優先次序。 

‧蒐集職缺 

1.報紙分類廣告─情報新而類別也豐富，最為廣用的人事廣告媒

體。 

2.人力資源情報網─ｅ世代的熱門求才管道，企業性質和各類職缺

分類呈現，方便搜尋及橫向比較外又有直接媒合的功能。 

3.人力仲介機構─公家機關如青輔會、就業服務中心、學校就輔單

位等，民間機構如人力仲介公司。 

4.企業網站─公司網站除形象宣導外，有些亦會將徵才消息公佈其

上。 

5.就業博覽會─企業聯合徵才活動，現場提供職缺。 

6.人際關係─朋友、親戚、師長、學長等，常可提供即時的就業資

訊。 

‧認識企業 

1.企業簡介─從企業網站、刊物等可窺知公司資本額、營業內容、

組織架構、人員規模、企業理念及文化、發展方針與藍圖、福利

制度等。 

2.上市公司公開說明書─偏重企業的業績進展、事業體展望、盈虧

數字、投資佈局等。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事先要做的功課 

有時候你的身分有受到法令保障的，但是，機構不會告訴你，機構也

不懂法、甚至將法令解讀錯誤或未依法行事，所以，不要漠視我們身

為一個勞工的權益，平時就應該對相關法令維持一定的敏感度。 

1.勞動基準法 



勞動基準法規定的是勞工最「基本」的保障，目前大多數的行業

都已納入，但是有些機構會睜眼說瞎話，說他們尚未納入勞基法，

但是還是可以作為自己判斷機構福利優劣的參考值。 

（延伸閱讀：可參考漂流電子報第 15、18 期有更多的探討和解析 

http://mypaper2.ttimes.com.tw/user/fsw0621/index.html） 

2.職業傷害保護法 

雖然社工員的工作不算是危險性高的工作，但是有時仍會有些工

作傷害，比如說有時候家訪時摔車、被狗咬傷、遇到土石流…，

這些都屬於因公受傷可申請工傷假或相關補償。最近有聽到因為

社工員工作壓力過大而得到身心症，這應該也是工作傷害，只是

這樣的案例目前為止好像都是私下去治療，大家不清楚自己的福

利而無提出申請。 

3.兩性工作平等法。 

社工界的女性比率一直比男性高很多，而兩性工作平等法

確實規範了一些女性在職場上應得的尊重與權益，只是觀念上

仍有待推廣與教育，難保不會用到，所以還是有必要事先了解

一番。  

第 三 招 ： 履 歷 自 傳 怎 麼 寫
 

動筆行銷自已 

履歷表相當重要，是求職的敲門磚也為了讓主考官注意到你的存

在，更關係著能否贏得進一步面談的機會，所以應想辦法生動地雕塑

自己一下。 

‧包裝好劇本 

1.應徵項目─包括部門及職稱，註明應徵工作項目，一方面利於企

業甄選作業，也是對自己志向的肯定。若應徵項目超過兩項，應

列出優先順序。 

2.照片─盡量不要使用學士照或快拍照，並以莊重成熟為宜。 

3.希望待遇─新進人員建議多考慮工作之學習與發展機會，一般採

保守為宜可寫「依公司規定」。對自己能力有信心且對應徵職務

薪資行情做過調查，則不妨寫下企業與個人可接受的希望待遇數

字。 

4.希望工作地點─求職時有必要考慮上班地點的方便性，以免耗費

交通往返時間，應視個人意願依序填寫想赴的工作地點。 



5.個人基本資料─應包括姓名、年齡、性別、通訊處及聯絡電話，

男性的兵役狀況。而能聯絡到本人的方式應盡量詳列。 

6.教育程度─應從最高學歷開始依序填寫，註明學校名稱、科系與

輔系、學習年限等，方便企業瞭解個人所學背景和應徵工作的關

聯性。 

7.工作經驗─是人事主管審核履歷時最注重的一項，而社會新鮮人

多缺乏工作經歷，宜以應徵工作相關的兼差、打工、社團活動、

義務工作、研究工作等及男生服兵役的職務內容來突顯自己。 

8.語文能力─外語能力已成為一項必要的工作條件，而國內本土企

業對台語和客家語也予重視，語文能力可分聽、說、讀、寫四方

面，分為優、良、佳、可四個評估等級。 

9.專業訓練或特長─個人專長不要吝於填寫或不好意思表現，但切

忌誇大事實而誤導主試者。領有的證書或通過任何資格認證，即

使與應徵職種無直接關係，也將其列出以增加自己的賣點，並隨

同履歷表附上。 

10.嗜好及志趣─簡單交代自己的興趣或特殊技能，以增加面試者對

你的印象。 

11.家庭狀況─只須填寫可能成為健保被保險人的家庭組織成員，如

父母、夫妻、子女、兄弟、姊妹即可。 

‧撰寫招數 

1.避免使用制式表格，尤其是簡式履歷表，亦忌用影本。 

2.勿用冷僻艱澀的字句賣弄文筆。把握重點、言之有物，讓人易於

閱讀，明白其中的含義。 

3.儘量用電腦文書處理，編排以清楚易讀為佳，可以有個人風格及

創意，但不宜太花俏。如需用筆填寫部份，字跡要十分工整。 

4.坦白描述正確，真實的情況，不要企圖偽造文書。 

5.應填的基本資料如通訊地址、聯絡電話、應徵職務等千萬不要漏

寫。但是與工作或能力無關的細節，對方不感興趣或不利自我推

薦的部份，則可省略掉。 

6.如果你寫的是英文履歷，應特別注意文法及拼字的正確，最好大

功告成後再請外國朋友幫忙指正。 

7.有些公司要求附英文自傳、畢業證書、在校成績或是作品也應一

併附上，所有文件依序疊好，並用迴紋針固定，以免遺失或緊要

關頭時灑落滿地。 

8.信封上註明「履歷表」或「應徵信」，這樣可以提醒這是急件，

也會留給對方一個做事細心的好印象。 



9.寄出的履歷表自傳最好影印存底，並註明是到家公司應徵，如果

獲得面試的機會，面試之前先把寄到這家公司的履歷自傳調出來

看一看，做好事前準備工作。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第 四 招 ： 面 試 技 巧 大 公 開
 

器宇軒昂去面試 

接到面試通知，心頭不禁小鹿亂撞般的失了神，別怕！照“步

數＂走，讓你輕鬆又瀟灑地赴約。 

‧面試前的準備 

  1.蒐集公司相關資料─每個主考官最在意的是你對公司，甚至是職

務的瞭解程度，所以事先瞭解該公司的基本資料，可使面談的話

題更為深入並展現你的專業內行，令對方留下深刻印象。 

  2.模擬狀況建立信心─對於可能被問及的問題，事先做好準備，如

能模擬演練可使自己不怯場。另也要做好心理準備，建立起自信

心，不要過於害怕無法得到這份工作。 

‧面對面接觸 

1.準時抵達─在約定時間前提早到避免匆忙而留下負面的印象。與

接待人員的應對，有時亦可能成為面試結果決定的參考資料。 

2.等待面試─應保持儀態的端正，並以平靜的心情來等候。 

3.照面的禮節─進出門的禮節要特別注意，輕敲房門、正面抬頭向

主考官。要先主動向主考官問好，爭取第一個好印象。 

4.儀態端莊─坐座椅的前半部，是維持良好坐姿的最佳方法，皮包

應置於雙膝上，避免有太誇張的動作。 

5.目光專注─問答過程中，目光焦點應自然集中在主考官身上。 

6.回答問題不卑不亢─以不急不徐的語氣回答問題，切勿沒有自信

或太過自信。 

7.面試後的禮節─不管表現如何，在結束時都應以感謝的心態面

對，離去前別忘了以誠懇的態度說聲謝謝，將有助於面試的好結

果。 



‧面試後的禮數 

1.寄封深情感謝信函─以小卡片、信件或電子郵件，寫上對公司的

感想和主試者的感謝，很可能會為你創造另一次的機會。 

2.委婉的撥通電話─若未接獲回音可主動請教對方，做為日後改進

的參考，並可反映對該公司的興趣，表示若有類似機會將繼續應

徵。主試者接到這樣的電話，通常都會給予鼓勵或建議，及或許

給予再次機會。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亂難回答的問題 

一緊張時的目光交會，頓時腦中一片空白，就像是考試繳了白卷

一般地後悔不已，其實看一看考古題有時還蠻有用的。 

1.為什麼要到本公司應徵─此時可以稍稍誇一下面試公司，但記一

定要誠懇，接著是想要使自己能有更好發展空間，及多多學習的

機會等！對於社會新鮮人的建議則是，由於之前無工作經驗，所

以建議你可以坦承的說出自己的動機，不過用語還是要思考一

下。 

2.喜歡這份工作的哪一點─可不能太直接就把自己心理的話說出

來唷，不過一些無傷大雅的回答是不錯的考慮，如交通方便，工

作性質內容頗能符合自己的興趣等等都是不錯的答案，不過如果

這時自己能仔細思考出這份工作的與眾不同之處，相信在面試上

會大大加分。 

3.自己的優缺點為何─在回答問題時，應以優點作為主要的訴求，

強調可以為公司帶來那種利益。並須巧妙地將缺點轉化為次優

點。 

4.對公司的了解有多少─既然來面試了，至少也要知道公司的產品

是哪些，提供哪些服務等等，不然面試官一問當場傻在那兒就糗

大了，所以事前準備，這是一定要的啦！ 

5.對工作的期望與目標為何─這是用來評斷求職者是否對自己有

一定程度的期望、對這份工作是否了解的問題。應該最好針對工

作的性質找出一個確實的答案，如「我的目標是能成為一個超級

業務員，將公司產品廣泛的推銷出去，為了達到這個目標，我一



定會努力學習，來達到這個目標。」其他類的工作也可以比照這

個方式來回答，只要在目標方面稍改一下就可以了。 

6.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為何─這是用來測試應徵者對工作理解度

的問題，藉以了解求職者只是基於對工作憧憬或是確實的興趣來

應徵這份工作，建議你的回答應以個人的興趣配合工作內容，表

現出高度的誠意，這樣才可為自己鋪下邁向成功之路。 

7.你認為相關產業的發展為何─多閱讀一些相關的報章雜誌，做一

些思量，表現出自己對相關產業的認識，可強調以自己的學識基

礎所做的個人見解，但建議採取較為保守的方式陳述，以目前資

訊所提供的資料為主答。 

8.你希望的待遇為多少─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其實在目前，

一般大型企業在徵才時就會事先說明基本薪等等薪資待遇為

何，而一般中小型企業有許多仍以個人能力，面試評價做為議薪

標準，所以建議求職者可以利用現在無遠弗屆的網路科技查詢薪

資定位的相關資料，合於個人的價值觀、經驗、能力等等條件，

做出最基本的薪資底限。「依公司規定」的回答，在面試時較不

被建議，這樣不但表示出自己對於工作的自信程度不高，在薪資

無法符合個人要時更會造成許多困擾。  (摘自 104 人力銀行) 

‧面試十戒 

1.面試前沒有作任何準備。 

2.因故無法赴約，卻不通知對方。 

3.沒有依約定的時間(太早到或太晚到)前往面試。 

4.言行輕浮，沒有禮貌。 

5.太自傲或太自卑。 

6.談話內容或履歷表不符。 

7.不修邊幅，穿著邋遢。 

8.天馬行空，沒有邏輯。 

9.主觀武斷，妄下評語。 



 10.不知行情，要求太多。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贏在第一份工作 

    從校園進入企業是兩種截然不同的環境，在待人處世方面比起學

歷或經驗來得重要，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工作態度」才是職場經營的

決勝關鍵。事實上，一個人的態度來自其觀念，一個人若有正確的觀

念，其待人處世的行為態度定能做到有為有守有分寸。 

‧正確的工作觀 

1.人是企業最大的資產，要做公司的良性資產，絕對不要做公司的

負債，成為公司的負擔。 

2.若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能吃苦耐勞者才能學得真功夫，

出人頭地。 

3.嚴師出高徒，年少時即需慎選有專業、有學養的嚴格師傅（主

管）。 

4.能扛責任者才能託付重任，凡事不推託，勇於挑戰。 

5.做一個招運的人而非等待運氣的人，相信好運總是圍繞在樂觀積

極者的身邊。 

6.積極接近成功人物，學習別人成功的竅門，減少摸索時間，千萬

別排斥或忌妒比自己有成就的同事或朋友。 

7.不要只做薪水份內的工作，盡量把自己的才華適時地表現出來，

讓主管知道自己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才，讓自己擁有更多表演的舞

台。 

8.凡事沒有理所當然，隨時隨地懂得心存感謝。 

9.凡事力求盡心盡力，但切記企業強調「功勞」而非「苦勞」，只

憑「苦勞」並不一定成功，凡事須講求「方法」及「效率」。 

10.找自己的適才適所，選擇公司不如選擇自己適合的工作，選擇企

業大小不如選擇職場氣氛；選擇職位不如選擇可以勝任的工作。 

11.寧可白做也不要不做，白做可以獲致寶貴經驗，不做則一無所有。 

12.企業人才的競技場，懂得利用企業資源不斷栽培自己、經營自

己，成為高附加價值的人才，才不會被企業淘汰。 

13.壓力是追求自我成長、激發自己潛能的最大觸媒，沒有壓力的人

容易陷於好逸務勞，自滿而求長進，有壓力的人才能動腦突破現

況，追求另一成長的境界。 



14.重視時間的寶貴性，時間管理是可「開源節流」的，「開源」的

最佳方法即是早起，每天上班不遲到；「節流」則是透過自我管

理，別浪費太多時間在辦公室打哈哈或聊天。 

15.經營企業由經營自己開始，把第一份工作當作自己的第一個事業

努力經營，能當好員工者就有較好的機會當好老闆。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上班族守則 

    以下要點看似很多，但事實上亦是做人的基本道理。社會新鮮人

應時時謹記在心，並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注重禮貌及儀容的整潔。具判斷力、正義感。態度莊重、說話具

影響力。電話接聽要應對得體。了解自己在企業中的角色與使命，並

認同企業經營理念。分辨效率邏輯及感情邏輯的優先順序。遵守公司

規章紀律、能團結合作。擅於業務流程的簡化與改善。掌握工作方法

且工作配合度高，能接受命令與報告。將科學方法運用在工作上。具

忍耐與持續力，及發掘問題與解決能力。能因應環境的變化。夢想與

現實人生的規劃。能自我紓解不安與壓力，並自我啟發與成長。懂得

管理健康與財富。認同工作第一的理念（捨私奉公）。能建立個人形

象與處世風格。屬於廣告結善緣者。得到信賴與尊重，並懂得體諒與

關懷。懷抱勇往直前的想法。 

(摘自 carrier 就業情報) 

‧挑戰成功職涯 

    創造個人成功的職業生涯，以下各項是不可或缺的重要關鍵，社

會新鮮人應時時自我檢視是否已具有成功的條件。 

1.背景─無論是學識上、能力上或甚至財力、家庭背景，對工作都

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2.觀念─培養正確的工作觀念，可幫助建立良好的工作人生觀。 

3.能力─擁有充足的工作能力，並不忘再進修、學習，是成功的基

本原則。 

4.人緣─廣結善緣可讓工作的觸角無限延伸。 

5.創新─創新的精神是成長的原動力。 



6.健康─有健康的身體和心理，才能創造美好的未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