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試問題攻略 

1. 自我介紹 

問題目的 :  

面試人員會透過你的自我介紹，來判定面試者對自身的了解，如

果這一題無法正常講述的話，面試人員會認為求職者沒有想要進

到公司內部發展。 

 

問題攻略 :  

(1) 第一段，你要提供一些簡易的基本資訊，網路上有許多人認為

因為要求職的關係，所以不需要放入個人訊息，這是非常大的

謬誤。確實，個人的歷史不需要太長，但也不可以幾乎不交代

就進入後續的技能展現。真正的大公司，還是會需要你闡述對

自己的認知。 

(2) 第二段，你要展現出  “為什麼公司非要你不可的能力”。如果

你是學生，請你給出你會那些能力。如果你是轉職者，請你交

代清楚，從上一份工作後的你擁有的哪些技能。 

(3) 第三段，這一段通常會是舉例，用來佐證你上一段說的能力。

基本上，這一段最好要有 “數字” 的呈現。如果你是學生，請



你用你的 Project 或是實習經驗，如果你是轉職者，請你提出

當初的改善計畫，由多少改善到多少。 

(4) 第四段，這一段在做收尾。這一段的重點在於你要表示出強烈

進該公司的企圖心。可以敘說你進到公司後，能做哪些事情，

或是接下來進到公司的規劃是什麼。如此一來，更讓面試官可

以知道你比別人更有對這份工作的熱忱。 

 

 

 

 

 

 

 

 

 

 

 

 

 



2. 你的優缺點是什麼？ 

問題目的 : 

面試官要確認你是否了解自己，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會讓人覺

得你不夠對自己負責任。 

 

問題攻略 :  

(1) 優點方面，我就不在贅述，基本上只要沒有太奇怪。一般的狀

況都會被人家接受。 

(2) 缺點方面，這邊有一個陷阱是，不要回答跟職場無關的答案。

很多人會開始講自己個性有哪些缺失，請只要回答你在做事情

上，相對比較弱勢的點就好。 

(3) 請你用 : 坦承-->改進事項-->規劃，依照這個流程回答。 

i. 每個人都有缺點，所以直接坦承沒關係。 

ii. 接下來，你做了哪些事情正在改進自身的缺點。 

iii. 如果還沒達成，一定要說明出你的改善計畫。 

而且，你會發現這一題通常是，在接近面試後半段會出現的問題，

因為比較奸詐一點的面試官，會利用缺點來對你的薪資做折扣。 

 

 



3. 為什麼離開上一份工作？為什麼要轉換跑道？ 

問題目的: 

這一題表面上的意義是要了解你為何離開上一間公司，但實際上

是要評估你在我們公司能否做得長久。離開的原因多半有工作壓

力、情緒和金錢等因素參與，但是如果你只講這個，會讓面試官

認為接下來你在我們公司也會遇到，到時你也是會一走了之，那

為何我們還要用你呢。 

問題攻略: 

(1)除非你的上一份工作是公認的操，不然請少用工作壓力、情緒

和金錢，作為主要原因。不是說不能提，可以提，但建議說明一

個即可，因為你要讓面試官認為你是自行決定，而非被迫。 

(2)請你想想，你接下來要做的這份工作，他是屬於哪個領域。你

要回答的是 : 希望接下來想要朝向該領域做發展。結合自身的優

勢、技能和學業背景，讓面試官知道你對於這份工作是契合的，

而不是亂槍打鳥。 

(3)我建議在這邊你可以加入一個公司的相關內容，它可以是願

景、工作敘述、相關時事等。讓你的回答是有說服力，並且加強

你想進入該公司的渴望。 

 



4. 為什麼會來我們公司工作？為何要這份工作？ 

問題目的 : 

上一題是說為何離開，這一題是為什麼卻是找該公司。有那麼多

家公司，怎麼偏偏選擇我們家? 這一題開始，就是要看你對我們

公司有沒有基本的認識，或者為何你不是選擇其他家。 

問題攻略 : 

(1)這邊的建議是，你可以回答公司的願景或是創辦人的理念，讓

面試官了解你是有做功課才來到我們這。 

(2)你可以講述公司的經營理念，加深面試官的印象。 

(3)如果你相對熟悉公司的產品，也可以在這一題回答。 

(4)千萬不要回答因為其他公司進不了其他公司或當作備案，這樣

的回答就直接使你會被刷掉。 

  

 

 

 

 

 

 



5. 公司的願景？ 

問題目的 

這一題主要就是看你有沒有做功課。一般而言，這題會在人資面

試才會出現，但你又不可不回答，很多沒那麼細心的求職者，都

沒有了解這題必問題，結果直接扣分。 

問題攻略 

請到公司網站或是求職網站確實老老實實地背下來，不要求僥倖

心理。 

我自己的經驗是每次 HR 都會問到，從學校到求職，因為 HR 就

是想用此題來做為名次的判別。 

 

 

 

 

 

 

 

 

 



6. 對於這份工作的了解？ 

問題目的 

這題除了看你有沒有做功課外，你的老闆更想要知道你會不會運

用以前的所學在這份工作上。如果你只是單純地在人力資源網站

上，看完敘述+背起來，那你的評分就會與其他人一樣(當然，你

還是比沒有準備的人還要好…)。 

這一題很重要的是，你要讓未來的老闆知道你的做事態度。如果

你的上一份工作或是你的學業跟這份工作有所關連，自然可以較

好連結，若沒有也請說明出相關的做事方式。 

問題攻略 

(1)確確實實的看完工作內容，選出 3 個點，讓你可以發揮和說

明。 

(2)結合過去所學的知識和技能，甚至是會用到的工具，這都會讓

你有很大的加分。 

(3) 如果以前學的跟這份真的完全沒有關係，請你講述過去的專

案或是學校專題是用什麼樣子的態度完成，當中主要扮演的是什

麼角色，而在這份工作也能藉由這樣的奮鬥精神，做好這份工

作。 

 



 

其實，如果你比較有經驗，你會發現，通常問完這一題，面試官

(非 HR) 仍然會跟你說明工作的主要內容，讓你不會對這份工作

有方向性的錯亂。 

 

畢竟老闆們也知道不可能有工作可以 100%的相關，而大學到第

一份工作也不可能有完全的連接。 

 

所以經由這一題的準備，老闆們心裡都會有個底，知道你對於此

次面試的準備程度，和將來你做事的積極程度。 

 

 

 

 

 

 

 

 

 



7. 我們公司為何要雇用你？  

問題目的 :  

這一題聽感上，是有點激進的一題。有一點為什麼非你不可，而

我(面試官)為什麼不選其他人，其他人的學經歷更好等等。 

這一題主要是要問你，你是不是了解自己的定位和優勢。未來你

也是為遇到比較激進的人，那你能不能用自己的專業和邏輯說服

其他人，而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或是人物就退縮。 

問題攻略 : 

(1)這一題請你朝著自己的優勢去發想，找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優

勢。如果是學生，會偏向你的專題經驗或是實習經驗。 

(2)請你把你會的工具也當成是你的優勢，把它列入此題的回答。

即便它在你接下來的工作用不到，你仍可以說出為你自己加分的

事項。 

(3)你要說明你在這個職位上，你可以做哪些事情。也許你說的未

必 100%正確或可行，但邏輯要說得通，因為這一題有一個延伸

是你會在哪一塊貢獻？如何貢獻？ 

(4) 這一題你要盡量找出自己的獨特性質。例如你是工學院畢

業，這樣可以幫你區分別人可能不會用工程的角度做思考。但最



終你還是要跟相近類別的人做競爭，你就要有一個特別的專業能

力或綜合能力。 

 

 

 

 

 

 

 

 

 

 

 

 

 

 

 

 

 



8. 你至今的人生挫折是什麼？如何克服？ 

問題目的 

面試官想要了解，過去的你是怎麼克服當下的困難，因為在你

在未來的職涯中，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和挑戰。 

另外，其實你的答案也未必只能說有成功克服的選項。你的主

管想知道的是你遇到挫折時，你的思考邏輯是什麼，你做了哪

些事情，甚至你請別人幫忙都是可以敘說的。 

問題攻略 

(1)第一步，請你想一下，你過去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用簡

易的語言說明它造成了什麼影響。如果是跟職場有關自是最

好，若沒有也盡量找有跟專業有關的例子。 

(2)第二步，建議要有 3 個面向的解決方法，我曾經就被國內某

龍頭公司問完後，還被加碼詢問還有沒有其他克服的方法。 

(3)沒有成功克服的主因，請你選一個講。例如當下找錯須優先

解決的瓶頸關鍵、未注意到生產流程的差異，或是當下太晚尋

求幫助等等，只要你能抓到核心問題點，面試官都會認為你有

用邏輯在做事情，而非一面的只是提供解法。 

 

 



(4) 當你在說你面對的挫折時，以下提供一個方法做為可以回應

的流程。這個方法是 STAR 法則 

i. S(願景) : 求學階段，因為壓力和考試所以體重達到 100

公斤。 

ii. T(目標) : 降到 85 公斤。 

iii. A(行動) : 每天晨泳+從多餐多量少量多餐少量正常

餐。 

iv. R(結果) : 成功減重 10 公斤，接下來 5 公斤會增加訓練量

已達到目標。 

 

 

 

 

 

 

 

 

 

 



9. 職涯的規劃？未來你想得到什麼能力？  

問題目的 

這一題主要是想知道你對我們公司或是這個職位的企圖心。如果

你在進來之前就已經想好要規劃做什麼，就能明顯讓人感受到你

非常渴求該職位。 

問題攻略 

(1)這一題建議你用 ”短中長期計畫” 回答，這一題基本上也是必

問題，當你分成三個階段，會讓面試官認為你有真的特別想過才

回答。 

(2)短期 : 建議你的回答圍繞在本身這個職位的操作、技能、本

職學能。千萬不要一開始就讓人覺得你好高騖遠，信心喊話的

Plan 很漂亮，但邏輯思考卻不合理。 

(3)中期 : 這個時期主要看你有沒有延展性。許多人熟悉工作後

就沒有進一步的思考如何改善或加深加廣，所以你可以往廣度出

發去回答此問題，例如能接更多的 Project 等等。 

(4)長期 : 這題建議你往職為深度出發，可以是更難或更大的

Project、或者是往管理階層出發作為回應。 

 

 



10. 有什麼想問的？ 

問題目的 

此題也請你圍繞在職務或是公司作為提問。許多人因為面試接近

尾聲，而到這題就開始天馬行空。 

例如，公司有沒有園遊會、公司的休假一次最多可以修幾天等

等，都跟你面試的職務沒有相輔相成的關係。這會讓整體感官分

數下降。 

所以這邊的建議是盡量往基本職能靠攏，即便你心中真的有以上

疑問，進公司可以再了解。 

問題攻略 

由於此題的核心概念如同以上，所以以下提供幾個可以參考的方

案，只要不離上面的題。基本上，都是可以發問。 

(1)詢問職務有關的技能。 

(2)這個職務的人員通常會有那些明顯特徵。 

(3)疫情對公司有哪些影響。 

(4)如果你是轉職者+夠膽量，也可以問薪資結構。 

 

 

 



11. 期望的待遇？期望薪資? 

問題目的 

這一題是最現實的一題，許多人會在這一題選擇避而不問，就深

怕問到不該問的一樣。或是永遠的萬年答案 : 依照公司規定，讓

自己每次都懊悔當初開得太低。 

問題攻略 

其實薪資是可以談的，不過主要是分成兩個面向，身分和能力。 

(1) 身分 : 如果你是大學畢業生，我的建議確實是跟上面的回答

一樣，因為你目前懂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中大多都不可行，因為你

的理論都是經過統整和簡化的。所以嚴格上來說，即便相關領

域，你進公司後還是重頭學，你有的可能只是像我剛出社會一

樣，有好的體力和肝而已。一般的公司對於大學生和研究生都會

有一個固定的價碼，除非你的家庭讓你在求學階段開過掛(出

國)，否則建議直接選 “依公司規定”。 

 

 

 

 

 



(2)如果你是轉職者，這邊的重點就擺在，你在上一間公司做過什

麼，你的貢獻又在哪個地方。 

基於過去的平均薪資，加上自身每年的技能累加，你就可以述

說，舉例過去的平均薪資是 25000，經過 3 年， 

第一年，我能做產線上的基本操作，和一般的文書處理。 

第二年，我能做產能的基礎運算。 

的三年，我能運用報表的數值資料管理線上團隊。 

因此，我的期望薪資是 25000+3*2000=31000。 

這邊有兩個重點是，一方面你要有邏輯的說明你為何期望的薪資

是這個數字，另一方面是你能做到哪些事情。這裡跟上面的優勢

不太一樣，優勢是你跟別人競爭時的依據，這裡指的是你本身會

處理哪些類型的事情。 

 

 

 

 

 

 

 



另外，面試時，請你注意以下地雷，別讓人有不尊重的感覺 : 

 遲到。 

 不懂裝懂。 

 不得體的應對，例如帶咖啡進面試場合。 

 手機響起。 

 面試服裝儀容，建議男生西裝，女生套裝(基本上，只要尊重面試場

合的裝扮都可以，沒有一定要參考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