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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面试过程及技巧

• 面试前

• 面试中

• 面试后



第五章

面试的过
程及技巧

很多人单纯地认为只要自己熟悉业务、熟悉公司，或者凭着“阅人无数”的资历就

可以和应聘者有效交流。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是有欠谦虚的。

面试是一门学问，里面有很多原则性和方法，需要加以掌握

并应用自如。否则，可能得不到想要的信息，或者被应聘者

某些表象遮蔽了自己的判断。

这些技巧包括很多细节，比如：如何开始？如何提问？如何

打断对方谈话？如何引导沉默者开口？如何对待特殊的应聘

者？如何对待情绪激动者等等。



第一节 面试前

有一个必做的流程叫面试准备。切记，如果你准备工作做失败了，那么你就是为失

败而准备的。

熟悉要求 设计题目 阅读简历 了解信息

进一步熟悉岗位职责和

任职资格，并根据任职

资格（胜任素质模型）

或对岗位的实际情况的

分析来设计面试题目。

发现履历上不太明确的

地方，记录下来，在履

历·中进行相应的标识，

并针对这些疑点设计面

试问题。

【提醒：不要被履历忽悠了】
履历是死的，不一定能反映出面试者

当下的情况。比如履历上写的是名校

毕业的，又有知名企业的工作背景。

但这些都是过去，不能说明面试者现

在的水平。履历往往有水分，或者有

描述不精确的地方。比如简历上写的

是精通PPT制作，到底精通到什么程

度？只有通过面试才能大致了解。

履历上越是把自己写得优秀的地方，

越要去挑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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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试中

面试开始时的要点就是：破冰，建立和谐气氛，帮助应聘者缓和情绪，让应聘者尽快进入状态。

可以通过“您怎么过来的，交通还方便吧？”等简单寒暄来消除应聘者的紧张情绪，然后再简单介

绍一下本次面试的流程及时间安排等等。

5.2.1 面试开始的技巧

第五章

面试的过
程及技巧



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面试，是最常用的人才选拔方法，看上去，

问个问题并不难，但是怎么就通过问题将人选

拔出来，是很多面试官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情。一面试，常常问了半天，自己并不清楚问

了什么，也不能判断他们的回答说明了什么，

“凭直觉”、“拍脑门”的决策方式成了大多

数面试官的面试法宝。

1）面试提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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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1）面试提问的技巧

第五章

面试的过
程及技巧

第二节 面试中

必须要沿着自己预先设计的提问思路或从应聘

者的回答中引发新的话题打破沙锅问底，直到

你可以对想要了解的内容做出清晰的判断。特

别是当候选人出现不自然表情或神态时，更要

深挖细节，比如：当你面对此类情形时，具体

是怎么做的？做了之后的效果怎样？对于你后

续的工作有哪些影响？；又如：你当时是怎么

想的？你这么想的依据是什么？你觉得这些依

据对于当时的判断有多少参考价值？……等等。

面试时，如果仅是对一些问题泛泛的了

解，是不能真正判断应聘者是否真正拥

有相关的技能和经验的。



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1）面试提问的技巧

第五章

面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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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试中

有些面试官看到对方有多年经验，就假设他们在某个

方面是合格的，在心理上已经开始放水。

还有面试官看到对方在某些问题上口若悬河，吐沫横

飞，就假设对方有经验，有水平，而主动放弃了追问

细节的机会。

录用以后才发现此人空有理论，没有动手能力。会说

不会做。

录取一个不合格的人，不仅是对公司不负责，也是对

面试者不负责。因此在面试个过程中要想法设法找出

应聘者的问题，为最终的决定提供有效的判断依据。

不要对应聘者有任何假设，包括履历

上的信息。唯一的假设就是对方不合

格。



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2）面试倾听的技巧

要始终表现出对应聘者的尊重，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先不要有什么成见或决定，应密切注视讲话的人所要表达的内容及其情绪。这样才能使后者畅所

欲言，无所顾忌。

必要时，将对方所说的予以提要重述，以表示你在注意听，也鼓励对方说下去。

不仅要听对方所说的事实内容或说话的本身，更要留意他所表现的情绪，加以捕捉。

善于倾听应聘者的弦外之音，比如，可在应聘者说完后继续追问：“你说到沟通花费大量的时间，

是不是说团队的沟通存在障碍？”

注意对方尽量避而不谈的有哪些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遇到你听到你确实想深挖的细节时，可以用重复应聘者关键词的方式进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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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3）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表达概略不详，无法深入，多是一语带过；

多用虚词描述：应该、可能、大概；

不敢直视面试官，紧张，缺乏安全感；

在举止或言语上表现迟疑；

语言流畅，但感觉像背书；

具体细节多用“我们”而非“我”

面部表情、姿势、手势和语言行为不一致等。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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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试中

只需稍微留心一下，一个人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当场就能够看出来的。说真

话和说假话的表现还是有所区别的。应

聘者说谎时的通常表现：



5.2.2 面试进行的技巧

4）面试控制的技巧

不要让应聘者牵着鼻子走，始终记住问话的主题；

要有时间观念，礼貌的叉开应聘者的长故事；

善于用总结性的话语结束一个话题；

善于用手势来中止话题；

应聘者的提问集中在最后进行。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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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试中

面试时，我们一定要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



5.2.3 面试结束的技巧

① 留出应聘者提问的时间，“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给应聘者提问的机会，既可以了解其主

要关注点（印证动机），也可以让其更多地了解企业。回答应聘者问题应有分工，人事政策方面

的问题由人力资源部门回答，专业分工方面的由用人部门负责人来回答，回答必须客观，实事求

是。对薪酬等敏感问题的回答要巧妙，拿不准的不要随意回答。切忌为了吸引人才而自主做出承

诺。

② 说明下一步的程序和大概时间。体现对应聘者的尊重。

③ 真诚地感谢应聘者。哪怕你当时就知道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合适，也要真诚地感谢他花时间来参

加面试。

④ 做好面试记录。在下一个应聘者进来之前，把上一个应聘者的笔记做全，并放在一边，再请下一

个人进来面试，以保证对前一个应聘者的评价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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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面试后

一次有效的面试 =

充分的准备 + 精心的提问

+ 仔细的倾听 + 准确的记录

+ 科学的评估。

第五章

面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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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试结束后，应根据面试评估表快速对应聘者进行评估并

进行决策。

如果是多人面试，需要由所有面试者共同讨论综合各项结果，并

做出决定。



第三节 面试后

如果是分阶段面试，注意不要认为反正决定权在后面，就把决定

留给下一个人，有了这种心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面试的效果。

本来自己可以搞清楚的问题，却把责任推给了后面的人。

或者有意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把难题留给后人。

其实，无论最终是大家讨论，还是领导拍板，每个面试官的论点

和论据都很重要。

否则为什么要你去面试？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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