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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试概述

• 面试的定义及目的

• 面试的过去与未来

• 面试的类别概述

• 面试官的素质要求



第一章

面试概述第一节 面试的定义及目的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说，即使你听人家一直讲，也不如你亲眼看到一次体会更深或

更现实。判断一件事物，亲身体会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一个企业在招聘新职员时，通过面试作出的

判断最直观。

面试（Interview）是一种面试人与求职者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的有目的

的会谈，它使招聘方和受聘方都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

是一个双方彼此考量和认知的过程。

面试是一种人才测评工具，面试时面试考官向求职者提供企业的概况、

应聘岗位的情况及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等信息，并从求职者那里获取应聘

者的专业知识、岗位技能和非智力素质等信息，以确定求职者能否成为公

司的一员，最后，基于双方的相互适合作出聘用的决定。



第二节 面试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考试制度的国家，《礼记》上记载，西周时即“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

艺，而兴贤能者”。面试的源头可追朔到公元前21世纪，中国的尧运用面试的形式对舜的德才进行考

查，实际是一种模拟测评。汉代称面试为接问。隋唐时以策问的形式，普遍应用于科举。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的考试制度，并加以完善。

公元前21世纪，尧对舜的面试；

周文王对姜子牙的面试；

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对管仲的面试；

宋太祖对寇准的面试；

朱元璋对解缙的面试；

我国古代有名的面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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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试的过去与未来

① 面试形式丰富多样；

② 结构化面试成为面试的主流；

③ 提问的弹性化；

④ 面试测评的内容不断扩展；

⑤ 面试考官的专业化；

⑥ 面试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

面试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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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的类别概述

1. 按面试的标准化程度来分类

结构化面试 半结构化面试 非结构化面试

面试题目、面试

实施程序、面试

评价、考官构成

等方面都有统一

明确的规范。

部分因素有统一

要求，如有统一

的程序和评价标

准，但面试题目

可以根据面试对

象而随意变化。

对与面试有关的

因素不作任何限

定的面试，也就

是通常没有任何

规范的随意性的

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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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的类别概述

结构化面试从面试程序、面试内容、评价标准及面试时间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可以
说是流程清晰、内容严密。

结构化面试根据胜任力模型中选人标准的通用六个维度来设计面试问题。

因此，结构化面试中提出的问题仅与工作的要求有关，客观地收集并评价候选人的信息，尽
量避免了由于各种评价误差，如：主观印象、第一印象和随机性等结果产生的偏差。

结构化面试概述
结构化面试是目前使用最为常见的人事评价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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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的类别概述

2. 按面试实施的方式来分类

类别 优点 缺点

一对一 能够给应聘者提供更多的时间和

机会，使面试能进行得比较深入

耗时间，评价角度单一

多对一 耗时间，且应聘者压力大

一对多
效率高，便于同时对不同的应聘
者进行比较

评价角度单一，应聘者相互影响；且对

面试官技能要求较高，对于较隐私的问

题不便询问

多对多 效率高
应聘者相互影响，成本高，对于较隐私

的问题不便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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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的类别概述

3. 按面试的进程来分

按面试的进程来分，可以将面试分为一次性面试和分阶段面试。分阶段面试一般分初试、复试两

个阶段。

初试 复试

人事或招聘经理

进行面试，主要

是对应聘者的综

合素质进行把关，

看是否与公司的

企业文化合拍。

用人部门负责人进

行面试，主要是考

察应聘者的专业知

识、专业技能（含

实践经验、管理能

力等）。

当应聘人员为部门主管级以上人员（含主管级）

及特殊岗位人员（如技术、财务、法务等）时，

由用人部门的主管副总/总经理与用人部门负责人

一同复试。

复试可以隔天安排，也可以紧接就进行安排。为

了尽快抢到人才，我们建议缩短面试流程，尽量

将初试、复试安排在同一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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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的类别概述

4. 按面试题目的内容来分

按面试题目的内容来分，面试可分为经验性面试和情景性面试。

经验性面试 情景性面试

主要提问一些应

聘者过去的工作

经验的相关问题。

面试题目主要是一些情

景性的问题，即给定一

个情景，看应聘者在特

定的情景中是如何反应

的。

情景性面试

比如，面试官会讲述一些关于公司的信息，

同时提出一个公司面临的问题或者所处的两

难困境。情景可以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达，当

然也可以是书面形式的。公司和事件可以是

真实的事例，也可以是虚构的。面试者对根

据该情境性问题给出一些答案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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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面试官的素质要求

选拔面试是最常用的甄选工具之一，并行之有效。是否能发挥优势，关键在于面试官本身

的素质和能力。

许多招聘负责人的年龄都较小，面试经验也少，

往往只能通过候选人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个人适不

适合岗位要求。特别是许多年轻的HR，他们最头痛

的一件事就是面试管理层的人，面试到最后反被对

方控制住了，也就没办法客观准确地鉴别对方。

另外，许多直线部门的经理或负责人，面试

时，也仅仅从岗位工作的经验或技能角度去面试

员工，而忽略人才选拔的其他各个维度；或者是

不知道自己该挖掘哪些信息，该怎样挖掘想要的

信息，该如何判定所获得信息的真伪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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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面试官的素质要求

因此，面试不能仅凭感觉。面试官必须参加面试技能的培训，比如，如何通过特定的问题挖掘

自己想了解的信息，如何观察候选人，如何判断候选人所反馈信息的真伪等等。在掌握了面试的

技能之后才有资格参与面试工作，就像上岗需要合格证一样。

个人总结，对面试官的主要要求有：

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

掌握面试知识和技能、熟悉面试实施流程；

熟知待招聘岗位的岗位职责和任职资格，熟悉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制度；

亲和、友善、坦诚、公正，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自信、稳定的情绪，拥有驾驭面试过程和时间控制的能力；

拥有爱才惜才之心，能够深入挖掘应聘者的价值，让应聘者充分自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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