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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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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佳能公司简介 

1.1 佳能公司概况  

    佳能公司自 1937 年创业以来，始终以创造世界一流产品为奋斗目标，积极推动事业向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

其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活动在全球展开，并通过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和日本地区建立区域性总部，展开

全球化多种经营战略。目前，佳能在全球以光学为核心的影像系统产品、办公产品以及工业产品等领域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 

 

基于“共生”理念，1996 年，佳能启动旨在实现以技术服务社会，成为全球范围内被信赖、受尊敬的企业这一目

标的“全球优良企业集团构想”，积极推行“整体最佳”和“重视利润”的意识改革和经营革新活动，构建了今日

佳能的企业体制。 

 

2012 年佳能集团营业额达到 399.98 亿美元（此数据截止至 2013 年 1 月 30 日）。由于连续几年的出色业绩，佳能

于 2010 年被《商业周刊》杂志列入"全球最佳品牌"第 33 位。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合并结算子公司已达 275 家

公司，员工 196,968 人（此数据截止至 2013 年 1 月 30 日）。 

 

佳能的远景目标是成为一百年、两百年永久发展、持续繁荣的“真正的全球优良企业”。为了世界繁荣和人类幸福，

在培育对未来社会有益技术的同时，始终承担起兼顾事业与环境保护，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等社会责任！ 

 

1.2 佳能公司发展历程  

佳能，一直在不断自我改进中，在“共生”的企业理念的指导下，佳能立志成为一家真正优秀的公司，一家在

全世界范围内广受信任和尊重的公司。拥有佳能的产品，保证用户能更简单更安全地享受到更便捷、更快乐的生

活。此外，用户通过选择佳能，也支持着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日复一日，佳能不断追求创新，努力 

 
佳能 S100V

[2]
 

让明天更加美好。 

1937 年，凭借光学技术起家、并以生产世界一流相机为目标的佳能公司成立。此后，佳能不断研发新技术，

并在 20 世纪 70 年初研制出日本第一台普通纸复印机。80 年代初，佳能首次开发成功气泡喷墨打印技术，并将

其产品推向全世界。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使佳能数十年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为同行业的领导者。2012 年，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87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4.htm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43853/43853/0/b21c8701a18b87d613707f9f070828381f30fd04?fr=lemma&ct=single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43853/43853/0/b21c8701a18b87d613707f9f070828381f30fd04?fr=lemma&ct=single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3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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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在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 2002 年在美专利注册数量排名中名列第二。至此，佳能已第十年连续进入该排名

前三名。 

2003 年，御手洗社长被聘为广东省经济顾问。同年，被大连、苏州市评为荣誉市民。2001 年 耗资 1 亿美

金在江苏投资的第一个生产性项目——苏州工厂落户苏州新区，主要生产复印机和软件。这是佳能在全球投资建

成的最大的工厂，也是佳能进入中国 20 多年来最大的一笔投入。 设立佳能（[3] 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佳能

公司代表取缔役社长御手洗冨士夫先生被大连市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2002 年，设立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003 年后开始承担华东区域总部的职能） 佳能将亚洲

营销总部迁往北京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对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开始内销 设立佳能物流（珠海保税区）有限

公司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时任国家副主席）来访佳能大连 佳能公司代表取缔役社长御手洗冨士夫先生被

苏州市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佳能公司代表取缔役社长御手洗冨士夫先生获得江苏?敖?沼岩杲薄?佳能公司代表取

缔役社长御手洗冨士夫先生就任辽宁省政府经济顾问 设立佳能（苏州）系统软件有限公司。 

2003 年 设立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同时承担华南区域总部的职能 设立佳能（中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同时承担华北区域总部的职能 佳能产品旗舰展厅“佳能影像广场”在北京宣布开业 佳能公司代表

取缔役社长御手洗冨士夫先生接受广东省政府的邀请，成为广东省省长经济顾问 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大连、

济南、西安、上海、武汉、南京、杭州、郑州、广州、成都、重庆、深圳在内的 15 家分公司全部注册成立。基

本形成覆盖全国的销售及服务网络。 

2004 年 首次自营进口货物入库仪式在广州举行，至此佳能（中国）可以直接进口和销售境外产品 在北京

建立全国（除港、澳、台地区）统一热线中心佳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京建立 

 
佳能 

2004 年 4 月 29 日，经合资双方友好协商，北京北佳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成为由佳能（中国）

有限公司 100%出资的外商独资企业，并更名为佳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继续汇集中国优秀人才，致力

于研究开发国际水准的软件产品。 

2005 年 在北京中关村设立第一个佳能快修中心——“QR中心”。QR 中心（Quick Repair，迅速维修；Quick 

Response，及时应对），它在原有的佳能客户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提供规模更大，产品维修更全面，更快捷的快速

维修服务。 广州“佳能影像广场”宣布开业。 

该企业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 2006 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中名列第六

十四，在《巴伦周刊》公布的 2006 年度全球 100 家大公司受尊重度排行榜中名列第五十四。该企业在 2007 年

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一百八十二。 

佳能公司自 1937 年创业以来，始终以创造世界一流产品为奋斗目标，积极推动事业向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

其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活动在全球展开，并通过在美 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和日本地区建立区域性总部，展开

全球化多种经营战略。 佳能在全球以光学为核心的个人消费产品、办公产品以及工业产品等领域发 挥着巨大的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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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基于“共生”理念，1996 年，佳能启动旨在实现以技术服务社会，成为全球范 围内被信赖、受尊敬的企业这

一目标的“全球优良企业集团构想”，积极推行“整 体最佳”和“重视利润”的意识改革和经营革新活动，构建了今日佳

能的企业体制。 

2010 年佳能集团营业额达到 457.64 亿美元（此数据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由于连续几年的出色业

绩，佳能于 2009 年被《商业周刊》杂志列入“全球最佳品牌”第 33 位。佳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合并结算子公司已

达 241 家公司，员工 168,879 人（此数据截止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佳能的远景目标是成为一百年、两百年永久发展、持续繁荣的“真正的全球优 良企业”。为了世界繁荣和人类

幸福，在培育对未来社会有益技术的同时，始终承 担起兼顾事业与环境保护，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等社会责任。 

 

1.3 佳能公司企业理念  

佳能的企业理念是“共生”，共生是指忽略文化、习惯、语言、民族等差异，努力建设全人类永远“共同生存、

共同劳动、幸福生活”的社会。 

目，地球上还存在着阻碍共生的各种失衡现象。其中，贸易失衡、收入失衡以及地球环境的失衡等，都是必

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佳能通过共生的实践，致力于消除这些失衡现象。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不仅需要同顾客、社区，还

要与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地球自然环境等，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同时担负社会责任。 

佳能以“促进世界繁荣和实现人类幸福”为目标，正在不断努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佳能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官方网站：http://www.canon.com.cn/  

 

 

第二章 佳能公司笔试面试资料 

2.1 攒 RP!!!佳能北京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6774-1-1.html 

 

据说这个网站灰常的强大，我也来攒攒人品~~~ 

今天刚刚面试了佳能，我投的是市场营销类，初试是群面，我们组一共 13 个人。 

首先是自我介绍，一人一分钟，用英文或者日文，走到台前，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但是要自信啊啊啊啊~~~~

我们组有三个人是日语，其他人都是英文，感觉 hr 也听不懂日文的赶脚，我表示一脸懵逼状态。 

然后是发材料，两分钟的阅读时间，然后是小组讨论，不分组，二十五分钟，最后两分钟的总结陈词。 

面试官说材料会重复利用哦~~我们组的题目是微信朋友圈适不适合做生意，请给出 5 条以上的意见。我们组一半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2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125.htm
http://www.canon.com.cn/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677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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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认为适合，一半的人认为不适合。其实没有正确的答案和讨论方式，我们是意见一起的先在一起讨论，然

后两组汇总，重要的是一组要让步，大家一起努力呀~~ 

佳能的流程不太一样，网申之后有笔测链接，然后是发邀请函去现场交流，就是类似宣讲会的感觉，现场填写初

试筛选表，过了的话会通知初试。接下来是复试和终面，据说复试的形式是电面，终面是 ppt 展示，我也是从面

经看到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啦，希望攒攒人品，拿到我心仪的 offer，大家加油哇~~ 

2.2 2016 佳能 O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352-1-1.html 

 

投完简历，2 天内收到测评邀请。两封中文邮件，分别是英语测评和日语测评链接，因为本人不会日语所以果断

选择了英语。 

英语的意思是后面语言部分考试考英语，行测的题干是中文的。 

注意事项： 

1. 没有摄像头，但是离开页面 5 次会被视为作弊直接收卷。 

2. 输入身份证号进入页面后，会让你确认个人信息。我的情况是，里面的学校和实习经历都是别人的，所以我手

动修改回去之后再进入笔试。 

 

题目分两大部分：行测 （45min)+英语(25min) 

一、行测 

1. 言语理解 20 题 （病句、选词填空、排列等） 

2. 数字运算 10 题 （并非四大那种图表题。例：某部门有甲乙丙丁四个团队，甲乙共 78 人，乙丁共 86 人，甲

丁共 80 人，问丙丁共几人。） 

3. 逻辑推理 15 题 （平面图形、立体折叠、数列） 

 

二、英语 

1. 选词填空 10 题  

2. 阅读理解 20 题 

 

后感： 

1. 总体难度中等； 

2. 行测时间紧迫，言语理解部分看关键词即可； 

3. 建议考前看几道行测的数字运算题吧，知道套路计算速度快很多； 

4. 英语高一考试水平，本人 7 分钟做完，感觉时间充裕，必要时候用手机查单词也可以。 

 

祝大家求职一切顺利！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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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馈一下，2016 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3351-1-1.html 

 

一、行测：1. 好多阅读理解、选病句，烦死了！！ 

2. 追击问题很多，包括它的变形 

3. 立体图形推理很简单，用相对面、时针法就可以了。有一个金字塔形的，但也还好 

4. 数字推理，掌握几个常见原则就好了 

    a. 等差、二级等差 

    b. 等比、二级等比、比例呈质数 

    c. 长数列就分组（间隔成规律、分组求和。。。） 

 

二、英语：很简单，不用担心 

 

 

百度云链接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LfdZ6 密码：0mlq  

2.4 16 校招佳能北京一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2064-1-1.html  

 

周五刚参加了一面，没过。但是 share 一下。据说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站。所以 share 一下经历求攒 rp。 

 

我应该是 10 月 20 号左右投的简历，之后 OT 做了点啥已经不记得了。 

到了上个星期佳能那边预约了要 4 号去总部参加宣讲会。当时觉得这个制度蛮奇怪，因为如果不去的话就没有接

下来面试的机会。。有点坑。。 

宣讲会不长，结束之后花了大概 40 多分钟填了个表格。HR 说周四下午会通知周五来面试。于是周四等了一个下

午。。还以为自己填了个表格就被刷了= =。 

直到晚上六点半多才收到短信，说让第二天下午 1 点半过来面试。= =。然而第二天下午 2 点钟有亚马逊的笔试。。

于是周五早晨给 HR 打电话想要协调时间。 

然而事实证明还不如不协调时间。 

小组面试应该学历背景几乎是相似的，因为我是临时插进来的，于是就出现了整个小组全是硕士，就我一个本科

的局面= =。而且，一个组居然有 17 个人。简直是我经历过最庞大的小组面试。 

 

过程很简单。1min 英文或日文自我介绍+2min 阅读题+25min 讨论+2min 总结。 

我第二个上去自我介绍的，然而有点紧张，卡了壳。当时就在想，完了。 

一般情况下，无领导小组讨论组里有 10 个人就够多了，那个规模里都会有 3 个人左右在争 leader。而我们有 17

个人。那个场面也是呵呵了。 

我没太插上话。就在前面 challenge 了一个想要一个个听意见的妹子。后期又做了一下 timer。 

最后我就光荣地挂了。。。。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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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祝大家都拿到心仪的 offer 吧。 

2.5 网测：佳能综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9112-1-1.html  

 

刚刚做完佳能综合岗网测~  总结一下攒 RP 

2 号收到短信和邮件通知网测，考试时间：2015 年 11 月 02 日 14 时 00 分至 2015 年 11 月 04 日 14 时 00 分 

邮件里会有一个准考证号，到时候打开邮件里的网页把准考证号输进去就进到答题页面 

（PS：不像腾讯啊之类的有摄像，也没有什么鼠标跳转限制，所以你们懂得 ） 

 

试卷结构如下： 

 

第一单元：逻辑推理，共 15 题，时长 15 分钟 

第二单元：沟通能力，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第三单元：英语，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第四单元：日语，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第五单元：OFFICE 应用操作，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任选一个做答 

 

一选择开始答题，网测就开始了（感觉是句废话……） 

 

做下来的话，总体感觉还是挺简单的， 

随俺来说，除了第一部分（俺数学推理很垃圾 OTL），其他的时间都很充裕 

1.逻辑推理：有 4 道左右的数字推理，反正我就推出来一个，剩下都是蒙的；折叠题考了有 3 道，就是那种一个

长方体 or 正方体平铺开来什么样 or 叠起来什么样；图形推理挺简单的； 

逻辑题不难，找张纸标记一下就能推出来，只记得有道题是说：从 ABCDE 选出若干个干部，要求如下：1）A 和

C 中至少选一名；2）B 和 C 至多选一名；3）要是选 B，那么也必须选 C 和 E；4）不选 D，就选 B，问谁被选了，

选项 A，B，D，E 选一个（应该是这样……） 

2.沟通能力：大概分三类，一类是找近义词或者是填合适的词，一种是挑不是病句的，还有一种排序题，还有什

么概括啊之类的 

3.英语日语各选其一： 

英语挺简单的，感觉高中水平吧（还是那种高二左右水平），有两个小阅读，很短也很好找； 

日语的话顺便看了一下，没看懂…… 但室友路过说不难：第一部分是有段话，然后有几个词让你选怎么读，第二

部分是对话填空，第三部分阅读 

4.office：单选，word 啊 ppt 啊 excel 啊都有涉及，还有一道什么发现屏幕分辨率不清应该怎么办的选择题，挺简

单的，不会可以开 office 也可度娘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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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并不难，同志么大胆的做 

攒人品，就 offer 

 

2.6 佳能网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913-1-1.html  

 

网测归来觉得好难啊……………… 

逻辑题觉得比其他做的都难，英语部分最简单，每部分题量都不小，最后一个部分 OFFICE 操作的有关题目，EXCEL

楼主蛮差的，有几个确实不知道，也不敢打开 EXCEl 试～  

小伙伴们可以提前看一下～ 

发帖攒人品～小伙伴们加油～ 

2.7 2015 年 10 月 OT 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3096-1-1.html  

 

刚做完 OT，感觉难度不大，可能稍微难点、时间紧点的就只有逻辑推理了，有一部分题真心连蒙带猜啊啊

~~  

言归正传： 

第一单元：逻辑推理，共 15 题，时长 15 分钟 

第二单元：沟通能力，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第三单元：英语，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第四单元：OFFICE 应用操作，共 20 题，时长 25 分钟 

后三单元时间都非常充分完全不用担心~~ 

附上我做的一部分题目截图~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结果啦~~  

 

Canon OT.doc 

771.5 KB, 下载次数: 547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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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51025OT 小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92991-1-1.html  

 

我大概是两周前申请佳能的，10 月 23 日收到笔试通知。笔试大概分为以下内容： 

 

逻辑：15 分钟 15 题 

语言（语文的排序、语病什么的）：20 分钟 15 题 

英语：25 分钟 20 题 

Office 操作：20 分钟 15 题 

 

逻辑和语言部分就是行测题，英语部分，前 10 道题是句子挖空，选一个最合适的词。后 10 道题是阅读理解。英

语部分非常非常简单。Office 操作，也可以打开 Office 软件来测试一下，然后选出答案。 

 

总体来说难度适中，求面试啊啊啊~~~ 

 

 

2.9 2015 网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20401-1-1.html  

 

    

刚刚做的网测，不知道来不来的及了，来不及就当是练习啦~发经验，攒 RP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40 分钟，5 页题目，是英语和 EXCEL，英语主要考察词汇，时间足够够，题目每页数量分布

均匀。因为怕后面题目难，所以俺都不敢查单词，各种乱蒙，建议大家保证题目准确性哦，因为时间实在用不完

的。 

第二个部分 50 分钟，22 页题目，大概 160 个。前面 4 页是文字理解，数列题，逻辑推理，图形，建议稍微多分

配时间，保证准确性。由于答题时候不知道后面有多少是性格测试，所以俺前面再次乱蒙，都没有仔细做。后面

性格测试 5-21 页都是一句话然后选项，可以很快做完的；只有第 22 页是情景选项，也很简单，只是选项字数多

了点。 

附件是论坛里面另一位童鞋分享的，楼主觉得看了以后有用，就引用在这里了。希望大家顺利通过网测~ 

 

Excel 部分.xls 

120.5 KB, 下载次数: 69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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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做完网测，贡献几道图形推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9938-1-1.html 

 

网测分两部分，内容和前面发帖的同学提到的一样，就不详细说了。 

顺手截了几道题，发上来攒 RP 吧 

本人是图推超级大渣渣，所以，答案只能大家自己琢磨啦，我选的正确率估计很低= = 

性格测试好多，一大部分是 16pf 性格倾向的题目~~ 

Over，祝自己好运，也祝大家好运~ 

图形推理 

tu1.jpg (60.71 KB, 下载次数: 1) 

 

tu2.jpg (57.72 KB, 下载次数: 2)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9938-1-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misc.php?mod=tag&id=368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yMzc4fGU3NTc3YjQ3fDE0MzI3OTU2MTd8NTIxNzI2M3wxOTE5OTM4&nothumb=yes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yMzc5fGQ4NGViYmQ1fDE0MzI3OTU2MTd8NTIxNzI2M3wxOTE5OTM4&nothumb=yes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3 页 共 30 页 

 

 

 

2.11 新鲜出炉的网测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2096-1-1.html 

 

今天上午刚刚完成的佳能网测题，共分为两部分： 

 

1.第一部分：英语测试（词汇量大，但是可以百度）+Excel、Word 操作（打开实际试一下答案大多都有） 

 

2.第二部分：行测题（数字推理+图形推理+语言理解+逻辑推理，题目不多）+性格测试（占了第二部分很大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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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12096-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4 页 共 30 页 

因为 lz 是网测渣，非常不在行， 所以没有时间截图，在此分享一下题型，大家 Fighting！  

 

2.12 做完 OT 来说一声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9708-1-1.html 

 

 

OT 分为 英语-Excel-言语-(我只有一题的数量关系)-逻辑推理-性格测试 

1.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慢做 

2.行测方面几乎都是公务员真题，英语考的是词语的意思而不是固定搭配方式 

3.性格测试真的很多.. 大家不要看到页数多就慌了  后面几乎都是性格测试 

 

2.13 刚做完 2015 网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11 月 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02529-1-1.html 

 

刚做完 2015 网测 攒 RP 分享个经验 

 

网测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上来是英语，填空，基本上考语法，如 no sooner than 的用法，或者是考词汇，有

个是选 probes 的（LZ 很弱，有道去了），后面是 excel，LZ 比较弱，度娘了 

 

 

第二部分，上来是行测题的数列题，然后有数字逻辑题和数字的材料分析，没有单纯考文字的题，一共是 25 页，

大概是做了 4、5 页（具体没注意，突然变性格测试了）后面全是性格测试，最后有两个关于情景的性格测试，

中间还插了一道逻辑题，笑死了~ 

 

 

非常抱歉，做得太慢没有时间截图 

 

 

希望能给后面的同胞经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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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市场类 三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12331-1-1.html  

 

平安夜下午，北京金宝大厦，市场类终面。 

两个部门，两轮谈。共计差不多一小时。 

其中一个市场部三人，两领导一 hr。 

另一个是渠道相关，三领导一 hr。 

除去相关的 ppt 演讲，主要针对简历谈个人，气氛比较轻松。 

 

希望小伙伴们好运。  

 

2.15 北京二面面经：市场及销售部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06377-1-1.html  

 

二面形式：四位面试官，其中两位是 HR，一位是主管市场的同事，一位是主管销售，以问答形式进行 

二面内容：1、一分钟自我介绍，不会严格控制时间，但太冗长肯定被 cut，个人建议：简洁明了，有逻辑性即好，

没有规定具体发言顺序，但是之后我们都默认按照座次来 

                  2、HR 提问，没有什么特别刁钻的问题，首先向大家询问了下求职情况，有没有 offer；然后针对

相关实习经历或者社团活动进行了提问等，最后让大家说明了自身的优势特点，以及更倾向 marketing 还是 sales 

                  3、部门主管提问，marketing 的主管和 sales 的主管都会根据每个人的简历进行提问，没有顺序，

全靠面试官随意。当然问题也就是围绕个人经历展开，回答的时候尽量往应聘岗位上靠就可以 

                  4、最后两分钟时间限定，让大家对佳能走进校园写一个营销方案，然后一分钟陈述 

                  5、最后 hr 如果还有问题，没有的话就结束了，lz 就被 challenge 了户口问题，有点无语，由于 lz

工作地只接受北京，且对户口无硬性要求。lz 外地生源。 

 

2.16 北京职能管理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82160-1-1.html  

 

据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来攒攒 RP 

一面两个环节:一分钟英文自我介绍;案例分析,全部中文 

本来觉得群面是自己的强项,案例就是 20万 4个待解决问题,问如何分配。但是每个问题都很简短,一般不到十个字,

细节及其缺少,所以很难下手,因为每个问题都可能因为各种情况导致所需钱款差别很大。 

所以大家决定先按重要性排序,但是有一项是公司因承办上级安排的会议需重新装修会议室,还有一项是公司电话

通信问题影响办公(想起来了还有两个是支付职工高额的医疗费用,以及过节给员工发些福利),应该这个直接影响

工作的问题都会考虑优先解决吧,我们组有个女生死抱着装修会议室最重要不放,完全无语。。而且根本说不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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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说其中一点的时候面试官记了几笔,但是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 

我选的是下午靠后的时间段,本想着会不会松一些,但发现面试官辛苦得完全机械化了已经,所以还是推荐靠前点的

时间吧。 

看之前的帖子 canon 应该每年的题不变,但各小组不同。 

宣讲会上请来去年全部校招生上台,小 10 个人吧,大家可以估量下比例。 

 

2.17 佳能北京一面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9254-1-1.html  

 

lz 在宣讲会上从后门进去的，忘了去签到，于是就造了这次曲折复杂的面试经历。 

  lz 周日还没收到通知信息十分焦急，和同学交流后才发现，宣讲会没有签到于是被默认成没来。以后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要忘了签到啊，还有在现场多参加活动，多发发微博啥的，hr 都会记住的。lz 周日上午立刻给 hr 打了电话

问该怎么解决，hr 很热情，但因为周日一天要面完所有人，hr 很忙的样子。于是 lz 换好衣服立刻奔去了金宝大厦，

跟 hr 讲明了情况，hr 姐姐竟然还记得我在宣讲会上发的微博！于是 lz 才走上了面试之路。 

  lz 进入等候室的时候已经离面试时间不远了，没有跟小伙伴们好好交流便进了面试的会议室。接下来便是面试的

实况转播。 

  1.大家坐好后，hr 介绍了第一个环节，1 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前几个人的时间不会卡的很紧，越到后面 hr 会

越注重时间问题。每个人会有一张草稿纸，建议大家多写些东西，因为最后草稿纸要留下来。 

  2.小组讨论，题目是一个小明的故事，小明是一个新来的销售员工，他对各项业务都不是很熟悉，经理让他多向

老同事咨询，老同事刚开始还很热心，后来就越来越不耐烦，小明总是要帮老同事跑很多腿老同事才会帮助他，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经理给了小明一项任务，要尽快完成，但是小明明天要出差帮同事搞促销，问

小明该怎么办？ 

  hr 先给每个人 2 分钟思考，之后便开始了 25 分钟的小组讨论。lz 整个过程都在神游，组里有个巨强悍的 mm，

lz 一直在托着下巴膜拜她。最后在强悍 mm 的带领下，我们组提前成功的完成了讨论，整个过程明显感觉，男生

完全不是女生的对手 除了嗓门大 尤其是思维强大口齿又伶俐的女生实在太厉害。3 男 9 女并且 3 个女 hr 的场面

很是惊悚。中间有几次好几个人都想发表意见，只听嗡嗡一片，lz 噗的一声笑了出来，lz 看到 hr 发现了 lz 笑了，

还记载了下来，于是全身冒了冷汗。最后本来应该大家说一些讨论中的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是时间不够了，于是

面试便结束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种一大堆人的群面，不可能不紧张，还是要镇定下，最起码说话不要发颤就 ok。 

 

2.18 2014 最新网测 TIPS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4921-1-1.html  

 

深夜做完在线测试，发个帖子攒人品，今年的网测跟往年的反馈来看感觉要简单。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

部分，言语理解、数字推理、图形推理、言语逻辑、常识判断、资料分析、心理测试。第二部分，英语、word 及

excel 基本知识。数字推理跟图形推理略难，LZ 是图推白痴，所以不确定图推是否真的在难= =，其他部分都比较

简单，希望早日拿到面试通知&各位筒子们加油~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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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2014 佳能网测分享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55390-1-1.html  

 

刚做完佳能网测。 

105 分钟，蛮耗费精力的。建议大家选择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来做。 

第一部分是言语理解、数字推理、图形推理、言语逻辑、常识判断、资料分析、心理测试。类型基本跟行测差不

多吧。 

个人觉得言语理解和逻辑这块还是比较绕的，数字和图形推理会难一点，可以仔细做。 

65 分钟的时间是绝对充分的。LZ 还没做完十页剩 20 分钟很紧张。结果乱蒙了资料分析，好后悔。 

心理测试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慢慢做，资料分析基本上是送分的。 

 

第二部分 40 分钟考英文选择题和 WORD、EXCEL，时间也很充裕。 

英文比较简单，就跟高中的单选题差不多，LZ 觉得主要是考词汇。 

之后的就涉及到一些计算机的知识。 

有些不会的可以直接百度。或者直接打开软件练习操作。 

 

最后祝大家都顺利通过网测~  

加油~ 

 

2.20 北京实习生面试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23098-1-1.html  

 

地点在金宝大厦，通知面试之前会先有个电话面试（会在电话里要求英文自我介绍，当时正准备在逛街的路上，

没有准备=-=），然后会要求在线测评和更新简历。面试呢是小组面试，先让大家用白纸自己做个名牌，然后自我

介绍（英文），无领导小组讨论，然后淘汰部分人，再进行单独面试。。在我被淘汰离场时，HR MM 特别友情提

示了以后面试一定要穿正装啊！！其实我第一面试穿了，发现大家都不穿，然后就。。。反正佳能里面所有员工都穿

得很正式，希望给后来人提个醒吧。 

PS：小组面试还需要手表啊。 

 

2.21 在线测评小透题 

 

吃饭之前刚做完他家的在线测评  

题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综合知识 包括语句理解、数字推理、图表分析等题型，时间 65min，15 页 

第二部分是英语单选+Excel 相关知识，时间 30min，5 页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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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第一部分时间很紧，做题速度一定要快，遇到卡壳的题目直接蒙，不要死磕，每页答案都填满才能翻下一页。

可以开 qq 远程协助跟宿舍同学一起做，也可以开着 baidu 网页，把题目主要关键字敲进去问度娘，总之，结果最

重要，不用管过程 我最后一页的材料分析木有做完就被收卷了 没得时间给大家截图，还请谅解

 

做第二部分时间很轻松，前面是英语单选，考查词汇和语法，遇到生词别犹豫直接有道，Excel 部分我做的就很爽

了，因为问度娘一道题的时候，很意外地搜到了百度文库上的一篇文章，里面全是原题，连选项顺序都一样

，做题时就翻页去找原题吧，看见答案直接填上，保准没错的！ 

其实 lz 我申请佳能真的就是做着炮灰的打算，能有机会做做这种类似行测的题目也算是赚到了  

我把 excel 的小题库就放在附件里咯，希望对大家答题有帮助~ 

嘿嘿 为 lz 自己今年找工作攒人品 也希望大家也都能顺利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2.22 网测题目分享 

 

刚刚做完，第一部分有些是连蒙带猜的。不过时间真心绰绰有余。分享几张截图吧。 

不过老实讲，我真没碰到 bbs 里前人共享的题目  

QQ 截图 20121104200800.png (12.57 KB, 下载次数: 13) 

 

QQ 截图 20121104203009.png (9.66 KB, 下载次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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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截图 20121104201424.png (8.17 KB, 下载次数: 6) 

 

QQ 截图 20121104201410.png (22.76 KB, 下载次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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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命名.jpg (21.06 KB, 下载次数: 8) 

 

 

2.23 佳能网上测评 

 

佳能用的是智联测评，要在收到通知后的 36 小时之内完成。 

一共两部分，均为选择题，分开计时。 

第一部分 65 分钟，15 页：词语填空、语言逻辑、图形推理、数字推理、智力题（计算和推理）、数据分析； 

第二部分 45 分钟，5 页：英语选择填空+Excel。 

 

 

我做下来吧，觉得第一部分里面的图形推理和数字推理都不简单..T^T 乱蒙一通... 

我没有把握号时间，还想着反正时间这么长应该来得及，所以前面慢悠悠的，等做到智力题的时候就比较慌乱了，

估计有好几个错...Orz(真特么活该啊...) 最后的数据分析还算简单，即使时间不够也不要急，把简单的先算出来，

剩下就蒙吧~ 

 

做第二部分的时候速度就加快了。英语不难。Excel 有关操作的如果不会，建议直接打开 Excel 做一下看结果，很

简单很快，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我做到 46 题才想到要截图，前面的题也差不多的。 

智力题和分析因为时间不够了就没截到。 

英语部分和 Excel 也不全。大家凑合着看看吧~~~ 

嗷，放在 Word 里面太大了，就转成 PDF 了。 

 

佳能 - 测评.pdf 

521.46 KB, 下载次数: 983, 下载积分: 应届生币 -2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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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佳能 2012 网上测试感受 

 

之后把题目贴上来，因为有些答案不确定 

 

注意每页做好是不能回去的！！！一定要确认好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60 分钟 15 页 

 

先是性格测试的那种问题，很快的扫过；然后是行测题目；图形题蛮好玩的，有点难；推理计算之类的还好吧；

图表送分的 

 

基本上时间肯定够用，就是图形题和推理题可能会多花点时间，这要看个人了吧 

 

第二部分 5 页（3 页英语，2 页 excel） 

 

有点被吓到了 

 

考英语还考 EXCEL(果断把 excel 打开吧！） 

 

英语 4-6 级的题目吧，不是阅读，是一堆选择题，就是 4-6 级里的那种选择题，选名词啊动词啊词组啊，无语。。。 

 

然后是 excel 的题目 

 

略恶心，还考到“excel 工作表最后一行最后一列的单元地址是 答案是 IV65536 ”这个我很肯定 

 

这个时间比较充裕 

 

恩，觉得是网测里很花时间的了还容易晕到 

 

大家加油！！！ 

 

2.25 SH 佳能一面 

 

LZ 是今天下午 2 点面的，所在的组里有面市场营销，法务和物流的，也不晓得分组的依据什么- - 

虽说是群面，但是面试形式和 GZ 的不同，LZ 本来以为是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好么 都没经历过小组讨论，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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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去见世面的好么  

有三个面试官，首先先做一个名牌，之后是一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问了 2 个问题，职业规划和缺点，LZ 回答得

一般般啦  

针对选择市场营销的同学有问比较专业的问题，LZ 表示很崇拜  

一面的节奏还是很快的，鉴于表现一般 LZ 就不报希望了~留个面筋，造福后来人  

 

2.26 上海佳能一面 

 

12 月 14 号去通知去佳能面试，面试时间是 1 点半，建议提前半个小时到，因为要填一张表格，比较麻烦。 

面试时压力面试，1 分钟英文自我介绍（时间久一点也没关系，没有人卡时间），然后 3 个面试官每个人问一个问

题，其中第三个面试官挑选了 2 个人问问题，不晓得什么意思，总之说话有条理，理清思路就好了。我们面试没

有专业问题，没有关于佳能的问题。 

  供后人参考吧，共勉，希望能进下一轮。 

 

2.27 广州一面 

 

blablabla....最爱咯哩吧唆的 lz 又来发面筋求 rp 喇... 

昨天一早在太古汇的一面... 

去到先是每人发了一份申请表填一下... 

然后...10 个人一组,还有 3 个 hr...其中 1 个主持,2 个只是坐在会议室的两边负责记录观察... 

进去之后先每人做好自己的名牌放好在自己面前... 

开始...先是每人 1min 英文自我介绍...但是没有卡时间,因为 lz 感觉自己明显讲得有点多...(好吧 lz 是个爱啰嗦的

人)... 

接着,就开始无领导小组讨论了...1min 看题...25min 讨论...5min 总结...时间明显是十分充足的... 

题目是资金分配题目,应该是比较经典吧,可惜 lz 对这一题的大背景就是不熟吖,所以,一开始都是听为主,唉... 

然后 present 完就是自由发言,说说自己对这次小组讨论的感受,自己组好或者不好的地方神马的,不过不是每人都

要说的样子咯... 

然后最后...就是在名牌后面画一棵树...还真不知道用意呐... 

整个流程就 1 小时不用,还真是很有效率哒... 

说是 1 周内会通知结果... 

不过自从前几晚交流会上了解到 canon 这次全国就招 20 人,gz 貌似还只招 2 人,lz 就表示觉得好悬好悬好悬呐...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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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 lz 只求能再被虐一下下... 

 

p.s.就让 lz再啰嗦一下吧哈哈,就是之前的交流会发现,华南区老总好好好 funny好好好幽默好让人喜欢呐哈哈哈哈

哈... 

 

好吧啰嗦完毕...各位都好好加油呐...好人一生平安吧哈哈. 

 

2.28 2013 毕业生北京佳能一面 

 

佳能 2013 届校园招聘的投递简历时间段区间比较大，貌似是 11 月 30 号截至，却在国考前 2 天，貌似是 11 月

22 日就筛选了简历，并以宣讲+面试的名义让同学们到中关村假日皇冠酒店听宣讲会，并且现场要根据其邀请函

盖章方能进入下面的环节。宣讲会感受：说 6 点开始，实际 7 点，有大巴接送，不过其实就在海淀黄庄，自己去

比较好，等人用了好久，经过一面发现根本没用上盖章邀请函，所以就是早点投递就好。投递完了直接在线测试，

具体内容有其他同学的笔经。 

 

一面： 一面发生在 12 月 1 日的下午 4 点，分批次进行的，时间比较准时，地点在金融大厦的佳能办公区。 

到了之后先填表格。 

具体内容：十个人左右一组，大部分是同专业的，生源质量还可以，211、985 院校，男女比较平衡。坐在会议室。 

先自我介绍，全英文，一分钟，但是 HR 很宽容，没有卡时间，有的同学明显太着急想先说，反而磕磕绊绊的，

这个不在早还是在好吧，后面发言，一方面能稳定一下急剧的心跳，也能发现原来时间的要求是很宽松的，LZ 就

是沾了这个光，很从容的完成了自我介绍，自我感觉很流利，还有眼神交流 

小组讨论：是一道经典无领导题目，25 分钟，这个就要看各位的造化了 

讨论过后，HR 会问各位的感受神马的、以及谁表现或者贡献最大。 

过程中，HR 绕着我们的座位从后面走了一圈，不知道在观察桌子上的神马东西。 

最后，HR 要求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制作的名牌的反面画一棵树，和草稿纸、试题都交上去，不知道神马意思，难道

考创意？ 

LZ 自认为表现不错，在自我介绍和小组讨论中都得到了组员的肯定，希望可以进入下一轮吧~ 

 

 

第三章 佳能公司综合资料 

3.1 佳能网申+网测+交流会+一面 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08563-1-1.html  

 

今天参加了一面，自我感觉不太好，之前在网站上得到很多帮助，现在总结一下网申以来的体验供后人参考：先

介绍一下自己申请过程：今年网申大概在 10 月 25 日结束，我申请比较晚，具体时间不太记得了，我收到网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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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1 月 2-4 日做，之后在 12 日收到交流会邀请，16 日参加的交流会，17 日下午 5:30 左右收到初面短信，18

日参加初面。佳能的交流会是有几个批次的，比如今年就是在 11 月 2 日、4 日、9 日、11 日、16 日分别举办了

交流会，所以你网申越早，网测越早，就会参加越早期的交流会，网申、网测、交流会这每一步都会筛选掉人。 

交流会大概有 150 人左右参加，不用穿正装，这就类似宣讲会，当时去时每人座位上除了宣传册还有个巧克力派，

楼主我感动哭，当时正好没吃饭，带了吃的又没时间吃，所以整个晚上多亏了那个巧克力派，另外楼主一直没舍

得扔那个袋子（请大家轻拍 原谅雷人的我）。。。。 

交流会有佳能的大佬们参加，有 Q&A 环节，可以问他们问题，感觉日企的老板们蛮随和的。交流会最后需要填写

一张表，正面是基本信息，比如教育背景、实习经历、期望月薪之类，反面是两道开放题：1、选择第一志愿岗位

的原因？2、你在佳能的梦想是什么？个人认为这两道题还是写得字数多点比较好，不然容易被刷掉。如果大老远

参加了交流会又没面试机会就比较坑啦。今天面试我看到 HR 拿的初面人员大表格，感觉起码 90 人参加面试吧。

每个小组大概 17 人。要穿正装。先是英文/日语自我介绍，然后是群面，2min 读题，25min 讨论，5min 总结。

整个面试大概 40min。 

同组小伙伴们蛮好的，但楼主很不擅长群面，谁能拯救楼主  

 

以上。。。。希望可以帮助后来人。。。。大家加油吧！ 

 

3.2 2013 佳能管培从网申到终面（广州）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664039-1-1.html  

 

酝酿了很久的一篇帖子，久久没有动笔~ 

现在面完终面刚好第三个星期了~Lz 没有收到佳能的回复 注定是挂了 伤心了一阵 祝福拿到佳能 OFFER 的孩童 

也祝愿所有的人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在整个准备佳能的过程当中，发现前人留下的痕迹实在太少了，写出来 是总结 收拾心情 继续向前 还给 14 届

或者往后毕业的孩童一些资料~ 

 

1.佳能 2013 的网申截止还挺晚的，11 月 30 号才结束，避开了大企们热闹的 10 月和 11 月 不过想要网申的孩童

还是要尽早申请 

   佳能网申之后会有一个网测的环节， 

   题型是：行测+电脑基础知识（一般的办公软件的操作，有 EXCEL）的~ 

 

2.网申过后就是交流会了。广州召开的地方是天河某五星级酒店，参加人数是 150 人左右，是网申筛选后通过的

孩童参加， 

   只有参加交流会的孩童，才有机会参加群面喔  

   而且交流会是一个很好认识佳能的形式，广州交流会当晚的气氛很好，LZ 真心被佳能的那种欢快、活力、开心

的工作氛围所感染， 

   同时感觉，这是一个讲求实力的公司，给你平台很大 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会收获自己想要的 

   网申应该会刷掉很多人，看到佳能官方公布，北京地区就有 6000+的人网申，可是交流会的人数只会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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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左右 

   同时还有留意论坛 看一下同届的孩童有收到交流会的通知没有  

   一般交流会的召开时间会在网申结束的 10 左右 

 

3.群面，12 人一组，是 LZ 去过的所有群面最多人的一次，3 个 HR。 

  一开始是每人 1 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我觉得要控制语速和内容，因为是英文的，所以语速要稍微放慢，同时

注意不要超时； 

  LZ 群面的题目是：公司现有一笔 1W 的资金发放给公司内部有需要的员工，候选的员工分别有遇到突然意外、

重病等等的。要讨论如何分配给这些员工，分配的金额是多少。最后派一名代表进行总结。 

  在群面人数多的情况下，一定要抓住自己发言的机会啊，当然要做有益于整个团队讨论目标的发言； 

    记得他人分享过的一个群面经历：凡是对团队目标有利的事，就毫不犹豫地做吧！ 

  总结过后，HR 会叫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自制名牌上画一棵树，不过 LZ 也没搞清楚，这是有何用途。 

 

4.电面。 

   群面过后竟然是电面。 

   会预先 2-3 天发短信通知，下一个环节是电面，告知你电面的时间是多少号多少点之间，需要你回复是否方便

在该时间段进行电面。 

   电面的时间卡的很紧，就只有 10min，这个大概是日企的风格，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 10min 内尽可能地

把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这个在终面同样有用！！ 

   电面的问题是根据当初网申的岗位方向问的：例如 LZ 投的是市场方向，HR 会向这个方向问，还有就是针对你

网申的简历和群面提交的简历提问。 

 

5.英文 PRESENTATION+PPT 展示 

   一个人 15 分钟的表现时间，很好玩吧？从这一轮开始，就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的控制，好好地发挥自己的实

力了。 

   LZ 很享受这个英文 PRESENTATION 的准备和面试的过程，在提高英语实用能力的同时，HR 也很聪明的同时考

察了面试者的表达演讲、制作 PPT、交流等能力； 

  题目有两个：1. 5 年职业规划；2. 在学生会竞选中，选择竞选会长、学习部长或者外联部长其中一个角色，进

行竞选演讲。 

  15 分钟的时间分配是 5 分钟展示，10 分钟 HR 提问； 

  这次的面试官人数较多：共有 7 个，一个日本的高层，三个中国人的高层，三个人力资源的同事，还有一个翻

译。 

  HR 问的问题：1）你大学期间最失败的一件事，2）你对佳能这次招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3）你是如何准

备这次的面试的？ 4）你对佳能的产品了解吗？（这是日本高层问的）。。 

  因为有日本的高层在，问题是用中文回答的，但 LZ 认为还是以简洁、概况又能清楚表达的方式回答好，语速也

可以比平时讲话慢一点，可以与翻译同步， 

  同时注意眼神交流，最好每一个面试都有眼神交流，这样就最好了，特别是展示的时候，一交流那个自信和气

场就出来了~ 

  当然，微笑也很重要~ 

 

6.性格测试。 

   通过上一轮，会收到性格测试的网测连接。佳能的性格测试比其他大企的短，只有 20min. 

   JUST BE YOUSELF，相信这个性格测试的万金油大家都听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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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州大 BOSS 终面 

   每一个人只有 10 分钟的时间， 

   有两个面试官，一个中国人高层（是一位女士，在交流会上担任司仪，同时在英文 PRESENTATION 的一轮面试

也在场），当然还有广州大 BOSS 

   大 BOSS 的中文挺好的 不过 Lz 再次建议 回答的时候语速稍微减慢，运用概况的词语 简洁而有能够清楚地回

答， 

   大 BOSS 和女士高层的问题： 

   1.例牌的自我介绍 中文的 

   2.你的爱好和兴趣 

   3.根据你的简历问 

   4.根据你的爱好和兴趣做延伸问题 

   5.你对佳能的感觉是什么 

   6.你对这次校招有什么建议吗？ 

   7.提出问题~ 

   记住啊 孩童们 你只有 10min 的时间，所以你要多讲话，把自己想要表达的 有逻辑地 控制语速地表达出来 

    

   Lz 很开心佳能能够给我一个完整的面试之旅，虽然最后没有收到信息，可是还是很感谢佳能的一路面试，给了

我很多学习的机会，特别是终面。虽然结果不好，但学到的东西一定都不少。 

   见识了日企的高效率 程序化 当然还有那难以忘记的欢乐的交流会， 

   想在这里重新回答那个“关于佳能“感觉的问题。 

1.创新。佳能是一个创新的团队，它的美国专利注册数目位列全球企业第三。 

            我觉得佳能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产品上，更是体现在营销上。 

            佳能，感动常在。这个突破性而又深入人心的广告语 既创新 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佳能对于每一个顾客

的关怀 

            用感动每一个顾客，感受顾客的需求， 

            用自己优势的色彩的技术，给每一个顾客记录色彩，传递感动。 

2.欢乐。佳能是一个年轻的团队，高层与员工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隔阂，至少我能感受得到， 

             看得出来，每一个在佳能工作的员工都是工作与欢乐并存，快乐、高效地工作！ 

3.公司文化。公司文化对于一个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一个无可取代又十分重要的地位。 

                   佳能共生的文化，推出了多元化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交流会这样的场合，也特别地安排一个环节，专门介绍佳能的社会公益活动。告诉大家 佳能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 

 

 

写完啦，也要结束对佳能的幻想和收好佳能给我上的每一课 

LZ 还要继续加油！ 

祝愿大家都心想事成，每一位孩童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加油！ 

 

3.3 我在佳能的工作感言 

最近了一下工作的感言，就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带给大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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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习，我找到了目标 

与本科不一样，自从上了研究生，就知道了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在大学，可以随便从网上下载一篇论文当作作

业。但是上了研究生，便知道了什么叫做分析，什么叫做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用自己调查回来的数据做出自己的

分析结论，要一切结论都有出处，有根据。因此，便渴望能够多多接触社会，用自己的知识去做更多的事情。也

因此，激发了我浓厚的实习兴趣，我从 FESCO 到美国讯生，从戴姆勒到三星公司，在各种文化的公司都进行了实

习工作，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在经历各种文化公司的实习后，终于在三星公司选中了我心目中最想工作的企

业文化氛围。不仅仅因为三星是大企业，500 强，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好的领导和好的氛围，虽然我们都是实习

生，但是主管一直定期给我们进行各种培训，尤其是工作态度和价值观的培训，我真的仿佛被“洗脑”了一样，一

下子就意识到了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主管和我们说过，“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如果选中了自己的目标，就要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去努力。我真的意识到，到了什么样的企业不重要，重

要的是企业能够给你什么。 

毕业前，很多人都说，要高薪，高福利，要去 500 强，才能出人头地，前途才会一片光明。我以前不明白的时候，

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是经历了实习后，我才发现，这真的是你的人生目标吗？只要给钱多，你真的

进什么公司都能接受吗？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在三星作实习的时候，每天都是非常开心的，有大家的

欢声笑语，有大家的团结合作，有大家的不分彼此。我们可以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加班加到很晚但是没有人会去

看表，我们可以在周末主管需要我们加班的时候每个人都争抢一两个加班的名额而没有人会去问有没有加班费，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明白了，是因为我的求知欲。我加班加到很晚，因为主管在为我们制定一整套的“作战计划”，

这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从来没有教过的，这真真正正是从工作结果出发，一步步分解任务，最后我们每个人

都很明白要想完成工作目标，我们每天需要完成多少工作量；我周末争取加班，是因为我知道，周末是高级职位

的专场招聘，每场招聘都需要很完善的招聘安排和流程，我很想见识和学习大企业用人招聘的流程和经验，他们

是怎么安排场地，如何计算时间，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从那些方面考虑 BU 的立场和安排……实习经验，对于应届

生来说，真的十分重要，我找到了我的目标。在我寻寻觅觅找工作的时候，我能够知道我想进入什么公司，我需

要什么样的氛围。 

 

渴望找到好公司的我，被校园招聘挡在了门外…… 

原本以为，我有了很多的实习经验，在校园招聘的竞争中，能够略占优势。但是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大错特错。

没有人会去看你的什么什么经验，他们只会看你的学校和专业。就算你勉强通过了初选进入招聘流程，也只会被

笔试拦在外面。所有大企业都只会走笔试、面试、一选、二选的流程，你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进行面谈。在经历

了三个月的失败经历后，我转而投向了社会招聘，我相信，以一些实习的经验和肯学的态度，从底层岗位做起，

是完全有希望的。而我应聘的第一份社会招聘工作，就是佳能。 

 

佳能让辗转三个月的我，看到了希望 

在佳能通知我去面试的那天，我很兴奋。而在进入了佳能公司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三星公司的影子，一样严

谨有序的工作环境，一样热情待人的员工，我仿佛又找回了失去以久的那种感觉。整个面试流程十分专业，我不

仅要时刻关注面试中的各种问题，而且还要想办法让自己在面试中脱颖而出，这对于性格偏内向的我确实有点难

度。但是在那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一定要十分自信。最后，我终于成功了，也头一次肯定了我自己的想法，佳

能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公司，而我也是佳能所需要的人。 

自此之后，接 Offer，体检，正式入职，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对我将来的工作和职业生涯充满了希望。 

 

我在佳能的经历 

刚进入佳能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放心。因为一来我还在实习期，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会留在公司，但是对于

刚刚踏入社会上的应届生来说，什么错误是严重的，什么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根本无法区分。所以，我尽可

能让自己不出任何错误。二来我们 team 有两个实习的同事，多少都存在一些竞争的关系，我们的表现在主管眼

中多多少少都会有比较的倾向，因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要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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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佳能的时候，我开始负责面试安排，我一开始经常粗心大意，不是时间地点写错了，就是会议室忘记预定了，

后来我发现，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反复确认，过程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达到这个结果。后来，我开

始注意这点，在面试安排上的错误少了很多。 

Ø  多问多学习 

由于参加面试的都是 BU 或者人力资源部经理级以上主管，因此在与他们沟通时需要很注意语气和措辞。更加重

要的是，不能自己擅自做主。有一次，由于面试时间冲突，原本安排好的 BIS 部门的面试不得不取消，我只好给

BIS 部门主管回了一封邮件，简单地告诉了面试的情况，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部门的投诉。由于我没有抄送给主

管，主管并不清楚事情的情况，也无法向部门主管解释。这让我明白，刚刚进入公司的我，并不清楚公司各个部

门的情况，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处理，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我通知了面试的情况，部门就一定会理解，

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有义务也应该让主管和成员了解团队工作的情况。自此之后，不管面试安排的大小情况，

我都要问过主管，也开始注意和学习主管在回邮件时候的语气和措辞。时间久了，问得多了，看得多了，我也慢

慢开始摸索出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用什么方法处理，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和立场去考虑事情。这就更加说明了，在刚

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要学习，社会和学校不一样，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一定要多学习多问，学会了

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只能在平时慢慢积累，自己不断总结。 

Ø   学习开始不只关注自己的工作 

我们还没有转正的时候，我和晓娜同是实习的学生。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也发现晓娜确实很聪明，有的时候

我想不通的问题，她能一下子指出来我的问题在哪里。和她一起工作，虽然确实给了我不少压力，但是却能让我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太过只关注与主管交代给我的事情，主管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思路永远只是局限在

主管让我做的事情里。我负责电话面试和面试安排，我就只注意我怎么样去做好这件工作，并没有这个意识去关

注我用其他方法会不会能更加高效去完成工作。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的工作真的是太琐碎，要

非常仔细认真地去确认每一个细节，我真的是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想更多的问题。但是晓娜比我优胜的，就是她时

刻都能够保持着这样一个意识去审视目前的工作，她关注的不只是她的工作，还包括我的工作，她考虑是整个工

作流程。后来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方面，因此，我要开始学习将自己的思维跳出某个局限，虽然目前为止我还没能

找出这个局限是什么，但是我要学习让自己产生一种意识，让自己看的永远比目前的工作更远一些，这样我相信，

只要慢慢训练和请教，我一定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 

 

突如其来的抉择，坚定了我的目标 

就在我逐渐融入了佳能的团体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北京银行通知我到公司总部去

签 Offer，我开始犹豫了。一边是我意向努力发展的平台，一边是人人都梦想进入又高薪厚利的银行，我真的犹豫

了……我一直认为我很坚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是真的面对诱人福利的工作，我没想过自己会如此不坚定。亲戚

和同学都劝我去银行，说女孩子就是要找像银行这样稳定又福利好的工作，我很乱，那两天工作也受了影响。后

来，我向主管请了一天假，去了一趟北京银行，亲自问了那里的人力资源，最后我拒绝了。我知道，金融不是我

的强项，也不是我的兴趣。与其在公司拿着那么多钱整天混日子，不如实实在在靠自己努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发

展奋斗。那一刻，我感觉轻松了很多，我的发展更加清晰了，尽管旁人都说我笨，但是这是我自己选的路，我坚

信我的选择而且也不会后悔。 

 

放下包袱，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放弃了北京银行的 Offer，我收拾好心情继续在佳能努力工作。到了 7 月 1 日，我便正式转为佳能的员工，对佳能

的归属感自然就多了一份，当然工作压力自然就大了一分。我要比以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主管信任我，

交给我很多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让主管失望，也不能让自己失望。越是困难的工作，我应该越努力去完成。而且

我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还有很多，要努力不断去克服。 

Ø  坚持自己的原则 

最让我头疼就是我这个软性格的问题，而最大的困难也是如何区分哪些是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自己强硬的时候，

就要硬起来。但是我做人脾气太软，总是觉得能方便别人自己吃一点亏也没什么，结果这种思想带到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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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都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后来我意识到，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可以给予他人帮助，底线是不能影响自己的

工作。 

Ø  开始着手项目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应届生来讲，机会是比什么都珍贵的东西。而佳能正是我们施展自我才能的平台。我刚刚进

入佳能不到半年，就开始接手项目，并且是作为项目 leader。然而，虽然之前上过项目管理的课程，但是所学的

东西却无法很好地掌握，脑子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刚接手项目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也完全不知道负责一个项目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全部都要主管手把手地教，每次都是主管说要做什么我才去做

什么，而自己完全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先做这项工作，我最先考虑的应该是什么。而自己没做完一件事情，也没

有主动去思考如何把以前做的东西回顾一下，连贯起来。归根到底，还是缺乏主动性和主动思考的意识。尽管在

项目中有些工作能得到主管的表扬，但是觉得自己总是在被项目牵着走。我要让自己学到的，应该是我领着项目

走，并且随时寻求主管的建议，我脑子里缺少的，也正是能完成整个项目的一条线。2009 年，我要努力学会让自

己跟着这条线走，真正能够带领一个项目。 

Ø  学习随时让自己多学习东西 

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但是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却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工作中，因此，要养成随时不断学习的习惯。即

使是主管，在有那么多经验和知识时，都能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请教，我们就更加不断为自己充电。只有打好根基，

工作才能更上一层楼。 

Ø  有意识多利用周围资源 

我能了解我在工作中确实不善于求助。有部分原因是我的思想问题，我刚开始认为，任何工作都是一种磨练和挑

战，我不会的我就更应该让自己去做好它，在求助别人之前我应该锻炼自己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解决，如果我自己

可以解决就不用求助他人。也许由于这样，间接多花了一些独自摸索的时间，后来经主管提点，我意识到在自己

独自摸索的时间中，如果有他人适当的提点，会让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这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完全别人说什

么就是什么，而是可以自己先独自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向他人请教，有对比性才能更好地意识到自己

的问题在哪里。 

 

2009 年，送自己四个字，做人应该“难得糊涂”，让自己变得成熟 

在 2008 年后半年，人力资源部门内部确实多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许大家都是太过执着，太在乎某些事情了。

但是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我们的工作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份内事情做好了，不要让其他的

事情干扰我们的工作。而对于有些私下的事情，让自己学会“糊涂”。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还年轻，处事不成熟，等

到我们真正成熟了，做事情有分寸了，也许都会笑我们当初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太过幼稚。总之，只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别人，问心无愧，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能抬得起头做人。 

还是古人有智慧，“难得糊涂”啊！虽然很难，但是还是应该让自己努力去尝试。 

总之，2008 年，我庆幸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在佳能有欢笑，有失望，也有竞争所带来的苦痛，但是让我记忆更

深的，是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也许有旁人会评判佳能的种种缺点，但是缺点是相对的，如果你不存在这样的想法，

缺点也就不存在了。重要的是，你希望得到什么，如果佳能能给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就值得留在这里。2009 年，

我希望能够凭着自己的努力，让今后的工作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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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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