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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维斯简介 

李维斯官网： 

http://www.levi.com.cn/ 

1.1 李维斯品牌故事 

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 1847 年从德国移民至美国纽约。1853 年，这个做帆布生意的犹太人趁着加州淘金

热前往旧金山。他把一批滞销的帆布做成几百条裤子，拿到淘金工地上推销，想不到竟然大受淘金者们的欢迎。 

  1855 年，斯特劳斯放弃帆布，改用一种结实耐磨的靛蓝色粗斜纹布制作工装裤，并用铜钉加固裤袋和缝口。

这种坚固美观的长裤迅速受到市场的青睐，大批订货纷至沓来。斯特劳斯用自己的名字 Levi’s 作为产品品牌，

并在旧金山开了第一家店。 

  1873 年，斯特劳斯用撞钉固定缝口的裤子获得注册专利。1890 年，Levi’s 首次将牛仔裤编码，举世闻名的

501 就是它的第一个牛仔裤型号。1936 年起，Levi’s 开始把有“LEVI’S”字样的红色小旗标缝在后裤袋上，这

成了它日后的 

[levis] 

levis 

品牌标记。1954 年，Levi’s 牛仔裤皮标停产，开始使用纸标。1974 年，公司开始生产水洗系列牛仔裤，1986 年

又推出预先磨破穿洞的牛仔裤。 

  501 裤型是 Levi’s 牛仔裤中最经典的，也是历史最悠久和最畅销的牛仔裤产品，是收藏者的首选。据说，一

条 1886 年到 1902 年之间制作的 501 牛仔裤，在 1997 年曾经卖到 2.5 万美元天价。501 设计简单，直筒中腰剪裁，

钮扣式设计，臀围位置不完全帖身，穿在身上宽松舒适。 

  Levi’s 牛仔裤制作相当精良，它的钮扣绝对不会生锈，针脚十分密实。早在 1886 年，Levi’s 就曾把一条

牛仔裤的两条裤管分别绑在两匹马上，将马朝相反方向赶，以证明这种裤子经得起力道极强的撕扯。从 1937 年开

始，Levi’s 每年都有新品推出。在保留经典版型和 Levi’s 标志性的红色旗标、裤后皮(纸)牌、后裤袋双行弧形

缝线以及铜制撞钉等细节的同时，牛仔裤的洗水效果每年都会随潮流而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Levi’s 牛仔裤开始在全球流行。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个品牌的销售额只有 800 万美元，

到 1978 年，销售额已超过 20 亿美元，其产品线也扩大到牛仔服以外的其他成衣。1980 年，Levi’s 销售了第 5

亿条牛仔裤。 

  Levi’s 作为牛仔裤的“鼻祖”，象征着美国西部拓荒精神。它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从美国流行到全世界，

并成为全球各地男女老少都能接受的时装。近 20 年，生产 Levi’s 服装的 Levi Strauss 公司已经是活跃于世界舞

台的跨国大企业。2001 年，Levi’s 进入中国大陆，在上海开设了首家店面。 

1.2 李维斯灵感源泉 

对于很多人来说，Levi's 是所有牛仔的源泉。靛蓝牛仔斜纹布、腰后侧的皮章、裤后袋上的弧线、铆钉、独有的

红旗标等，这些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牛仔裤的重要设计元素，都源于 

[levis] 

levis 

Levi's 的创造。 

  1855 年李维采用从法国进口的蓝斜纹棉布，取代原用的帆布，奠定了现代牛仔裤的基本色调；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lev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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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页 共 10 页 

  1873 年为了让金矿工人可以盛载金块，特别在 Levi's 牛仔裤的后袋加了铆钉，加强耐用度。 

  同年，Levi's 牛仔裤的后袋更缝上双行弧形缝线，称为 ArcuateDesign； 

  1886 年 Levi's 牛仔裤于裤后加上一个双马图案的皮章，成为 Levi's 牛仔裤经久耐穿的象征； 

  1890 年 LevisStrauss 公司首次将牛仔裤编码，举世闻名的 501 就是 Levi's 首条牛仔裤型号； 

  1936 年为了区别其他公司的仿制品，Levi's 在牛仔裤后袋加上红旗纹章，作为正宗 Levi's 标志。 

  Levi's 作为时装和牛仔裤的领导品牌，百年来不断追求创新，1960 年，Levi's 推出水洗系列牛仔裤，1967 年

出现喇叭口裤型、1986 年开始生产预先穿洞的破烂牛仔裤、将牛仔裤裤管翻过来的“翻边”、2003 年性感新潮剪

裁独特、款式至酷的 TYPE1TM 系列诞生…… 

  1853 年当时的淘金热吸引了 LeviStrauss(李维·史特劳斯)来到旧金山，他利用帆布制成第一条牛仔裤。 

  由于 Levi's(李维斯)牛仔裤十分耐用、耐磨及具高强韧度，受到挖金工人的热烈欢迎。 

Levi's 可遇不可求的单 R 红旗标，鉴于国际商标的相关规定，一开始红旗标上只有“R”标志，后加上了 Levi's

的字样，保留至今。而 R 这一原创标志目前在全球的每 1000 条 Levi's 牛仔裤中只出现一条，以维护 Levi's 红旗作

为注册商标的重要地位，所以，当你发现只有 R 标志的 Levi's 牛仔裤时，不如动动收藏的脑筋，因为这 1/1000 的

概率，在全球的市场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1.3 李维斯历史丰碑 

在 150 多年的历史中，讲究原创的 Levi's 多个丰碑性的创造奠定了其在牛仔界的至尊地位。 

  1847 年:18 岁的 Levi's 创办人 LeviStrauss 从德国移民美国 

  1853 年:LeviStrauss 在旧金山成立 LeviStrauss&CO 公司用帆布制成了第一条牛仔裤 

  1855 年:LeviStrauss 用从法国进口的经纱为蓝色、纬纱为白色的斜纹粗棉布，取代了最早的帆布。 

  1873 年:Levi's 注册了第一条用撞钉固定裤袋缝口的裤子，从此“牛仔裤”这个词就被用来称呼斜纹布制作的

长裤了。 

  1890 年:LeviStrauss&CO 公司首次将牛仔裤编码，举世闻名的 501 就是 Levi's 首条牛仔裤型号。 

  1905 年:S506XX 开始生产(1917 年正式 LOTS506XX)此时生产的第一代外套口袋不带盖子，同时还有生产廉

版外套 213 

  1928 年:S506XX 及 213 在口袋上盖上了盖子 

  1936 年:有 REDTAB 的产品开始生产 

  1941 年:S506XX,又把盖子去除,但仍有 REDTAB，213 停产(代表布标及黑同心中空的扣子停产) 

  1944 年:S506XX 二战期间使用桂冠花纹的扣子 

  1947 年:S506XX 停产,生产 506XX 并且再度在口袋盖上盖子，生产 519XX(铺毛毯内里) 

  1952 年:506XX,519XX 停产,第二代 507XX 及 517XX(铺毛毯内里)开始生产，并在 TAB 上出现 R 字 

  1954 年:皮标停产，开始使用纸标 

  1962 年:507XX,517XX 停产，第三代外套 557XX 及 559XX(铺毛毯内里)开始生产 

  1966 年:557XX,559XX 停产，557 及 559 开始生产，并在纸标底部的 EVERYGARMENTGUARANTEED 这行

字去除 

  1967 年:生产 55770505 

  1968 年:生产 705050217 

  1969 年;大标换小标，并且开始变成小 e 

  1974 年:levi's 推出水洗系列牛仔裤。 

  1978 年:虽然已经有很多不同设计师的牛仔裤品牌投入市场，但是 levi's 的销售量依然冲破 20 亿美元。 

  1980 年:牛仔裤的销售量获得空前成功，达 502，000，000 件大关。 

  1984 年:levi's 成为美国奥运代表团的代表服装，并为 levi's501blues 作大型宣传。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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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levi's 牛仔裤开始生产预先穿洞破烂的牛仔裤。 

  1995 年:www.levi.com 的网址正式启用。 

  1996 年:LVC 正式推出市场，这是根据 levi's 经典型号制造的复刻系列。 

  1999 年:REDTM 系列诞生，再度创新的 21 世纪牛仔裤。 

  2000 年:levi's 立体牛仔裤系列 levi'sEngineeredjeans 面世。 

  2001 年:Levi's 进入中国大陆，在上海开设首家店面。 

2003 年:levi's 成立 150 周年，以及牛仔裤诞生 130 周年。同年 type1tm 系列诞生。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李维斯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李维斯官方网站：http://www.levi.com.cn/ 

第二章 李维斯笔试面试资料 

2.1 李维斯 Levis 市场督导面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626-1-1.html 

 

昆明 

 

问我对于市场拓展营销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针对销售业绩怎么提升的方法还有人员管理培训，对于目前市场

的情况，主要看销售顾问怎么面对自己的顾客群体是怎样的，销售技巧，一个店铺销售不好就两个原因，一个货

品，一个人员，货品不够补，补完调整陈列，人员不行加强培训销售技巧产品专业知识，主要还是看销售顾问要

有自己的审美观点，对于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销售方案。 

2.2 面试李维斯 Levis 的 买手 ·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3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629-1-1.html 

 

感觉靠谱 

李维斯 Levis 买手面试电话面试，问了 Levis 这个品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电话面试，问了 Levis 这个品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精神。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介绍了职位，和薪资期

望。和其他传统电面差不多，了解品牌的话会有很大帮助。 

2.3 会计实习生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1814-1-1.html   

 

http://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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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v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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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面试， 

一开场问是不是有责任心的人，然后我说了一大堆能证明我责任心的例子，然后还问了我觉得自己的优缺点有哪

些，我说了一大堆缺点 

然后等通知的时候就过了 

2.4 分享 levis 面经 

接到了 levis 的电话让我今天去面试。今天很热，正装还比较厚，因为胖的太严重了所以路上也不敢把外套脱

下来，为了走路方便鞋子也穿的是那个带毛的鞋，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回来的时候从 2 号线下来本来想出来坐

公交，因为地铁要走好远到 13 号线，结果出来之后差点丢了，一气之下打车回五道口，然后骑车回学校，这种行

程也算是经典了。 

    每次面试都会比预计的时间花的多。先是 sale 主管要开视频会议，延时。而且面完了还要做测试，半个小时的。

还是等所有人都面完了才做得测试。测试难度不大，刚好做完而且感觉应该都做对了，就是 sh 和逻辑测试。面试

中跟一个人大的女生聊了几句，交卷之后问她做完了么，她说当然没做完谁要是做完了就见鬼了，我就没再敢说

我做完了。不过虽然卷子分数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面试过程和 oq 答得很差。虽然我比较想去他家吧，但是好像

也没什么希望了，哎╮(╯▽╰)╭??虽然说我对 hr 的表现判断的一般不怎么准吧（好丽友那个笑眯眯的 hr 说 2 周

内通知，可是现在就剩下 3 天了还没有信），虽然真的到 2 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题目答得好，不过真的觉得面

试问题答得都不太好。 

     面试的时候见到一个女生，虽然是短发，但是长的很可爱很漂亮，睫毛和眼影画的很好，皮肤估计本来就不错，

加上妆画得也不错，肌肤给人吹弹可破的感觉，脸上有点点肉很可爱。而且身材也还算是不错。挺养眼。 

     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有点拉肚，不太舒服，不过可以当作减肥吧。晚上出去打水打饭的时候发现外面的

天气超好，温暖舒适，这个才叫春天的气息啊。一下子又想起来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类的美丽的诗句了，杭州

估计可以住在王姨那里，不过现在时间好像成了最大的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赶着五一的长假跟别人挤。可是 4 月

赵好像回不来，5 月我又要毕设了……真的是很（我不想再说郁闷了，都用的乏味了这两个字） 

2.5 李维斯面试经验 

接到了 LEVIS 的电话让我今天去面试。今天很热，正装还比较厚，因为胖的太严重了所以路上也不敢把外

套脱下来，为了走路方便鞋子也穿的是那个带毛的鞋，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回来的时候从 2 号线下来本来想出

来坐公交，因为地铁要走好远到 13 号线，结果出来之后差点丢了，一气之下打车回五道口，然后骑车回学校，

这种行程也算是经典了。 

每次面试都会比预计的时间花的多。先是 sales 主管要开视频会议，延时。而且面完了还要做测试，半个小时的。

还是等所有人都面完了才做得测试。测试难度不大，刚好做完而且感觉应该都做对了，就是 SH 和逻辑测试。面

试中跟一个人大的女生聊了几句，交卷之后问她做完了么，她说当然没做完谁要是做完了就见鬼了，我就没再敢

说我做完了。不过虽然卷子分数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面试过程和 OQ 答得很差。虽然我比较想去他家吧，但是

好像也没什么希望了，哎， 虽然说我对 HR 的 表 现 判 断 的 一 般 不 怎 么准吧(好丽友那个笑眯眯的 HR 

说 2 周内通知，可是现在就剩下 3 天了还没有信)，虽然真的到 2 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题目答得好，不过真

的觉得面试问题答得都不太好。 

面试的时候见到一个女生，虽然是短发，但是长的很可爱很漂亮，睫毛和眼影画的很好，皮肤估计本来就不错，

加上妆画得也不错，肌肤给人吹弹可破的感觉，脸上有点点肉很可爱。而且身材也还算是不错。挺养眼。东西不

知道吃什么吃坏了，有点拉肚，不太舒服，不过可以当作减肥吧。晚上出去打水打饭的时候发现外面的天气超好，

温暖舒适，这个才叫春天的气息啊。一下子又想起来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类的美丽的诗句了，杭州估计可以住

在王姨那里，不过现在时间好像成了最大的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赶着五一的长假跟别人挤。可是 4 月赵好像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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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5 月我又要毕设了……真的是很(我不想再说郁闷了，都用的乏味了这两个字) 

2.6 李维斯面试经验二 

levi's 一面分为笔试和面谈两部分)  

笔试主要是中文逻辑题 15 题 15 分钟，这个稍微看快点做完没有问题的;英文计算题，20 题 15 分钟，这个部

分难度不大，但是时间很紧，一般水平估计都是做不完的。 

面谈也很简单，面试的经理像是没吃饭一样，瘫在沙发上问一些很普通的问题，问问简历，问问职业规划，最让

我觉得反感的是他要问什么问题都要想半天，真不知道 levi's 为什么要聘这样的人。 

主观的说，不是很喜欢 levi's 的工作环境，里面的人看上去都挺邋遢的，我看到有人穿的衬衫像是一直穿着睡觉

的，皱得不行，夸张的是居然有人穿热裤了，真牛。祝大家好运吧。 

2.7 李维斯面试经验三 

进入 levis 公司，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成堆成堆的箱子，散落在他们本来就很拥挤的办公室，让我更加目瞪口

呆的就是--几捆几捆 levis 牛仔裤扔在角落，一个男人毫不客气的在一旁点货…… 

我晕 ，这个就是那个贵得要死的 levis 吗?看起来真的很地摊阿…… 

而且这个公司看上去未必也太寒酸了点吧，那么多人挤在很矮的天花板下，怎么看怎么象挣扎在破产边缘于是满

脑子只考虑省钱的民营企业…… 

在公司门口坐着等了 10 分钟，不停有人在我面前打水，可就是没有人送水给我喝哦…… 

我心里真汗，到底 levis 算不算大公司阿……难道只是牌子响? 

面试时，三个人对我一个，人都超级好，极其有涵养，绝对是传说中的无压力面试。 

问题感觉很随性，完全是考官根据你讲的话，提出疑问，什么都有。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1、怎么看待你的变化(我忘记说什么的时候提到变化了)，对待变化的心情**, 

2、你不喜欢团队里的一个人，又怎么样跟他一起工作(我好像 提到了团队合作什么的) 

3、团队里你是什么角色，你喜欢这种吗?举例说明…… 

4、你去 levis 的店看过吗?(我老实说，没有，太贵了，怕进去了出不来))  

后半部就是 英文面了，我毫无逻辑说了一大堆，当场就忘记了问题是什么……只好瞎掰……好丢脸……好像是说，

为什么选 levis?这个部分其他人来补充吧……我脑子一热就…… 

听 hr 说，下一轮群殴要 5 月!!哎，真是无比漫长…… 

不过，hr 姐姐笑着跟我说，让我们等着他们，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有戏呢，嘿嘿(自我想象中，大家无视)…… 

面试经验四： 

两部分 

1-所报部门的头来面谈。问题各有不同 

2-笔试(逻辑推理+数学运算)--个人感觉时间不够 

2.8 分享 levis 面经 

接到了 levis 的电话让我今天去面试。今天很热，正装还比较厚，因为胖的太严重了所以路上也不敢把外套脱

下来，为了走路方便鞋子也穿的是那个带毛的鞋，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回来的时候从 2 号线下来本来想出来坐

公交，因为地铁要走好远到 13 号线，结果出来之后差点丢了，一气之下打车回五道口，然后骑车回学校，这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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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算是经典了。 

    每次面试都会比预计的时间花的多。先是 sale 主管要开视频会议，延时。而且面完了还要做测试，半个小时的。

还是等所有人都面完了才做得测试。测试难度不大，刚好做完而且感觉应该都做对了，就是 sh 和逻辑测试。面试

中跟一个人大的女生聊了几句，交卷之后问她做完了么，她说当然没做完谁要是做完了就见鬼了，我就没再敢说

我做完了。不过虽然卷子分数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面试过程和 oq 答得很差。虽然我比较想去他家吧，但是好像

也没什么希望了，哎╮(╯▽╰)╭??虽然说我对 hr 的表现判断的一般不怎么准吧（好丽友那个笑眯眯的 hr 说 2 周

内通知，可是现在就剩下 3 天了还没有信），虽然真的到 2 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题目答得好，不过真的觉得面

试问题答得都不太好。 

     面试的时候见到一个女生，虽然是短发，但是长的很可爱很漂亮，睫毛和眼影画的很好，皮肤估计本来就不错，

加上妆画得也不错，肌肤给人吹弹可破的感觉，脸上有点点肉很可爱。而且身材也还算是不错。挺养眼。 

     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有点拉肚，不太舒服，不过可以当作减肥吧。晚上出去打水打饭的时候发现外面的

天气超好，温暖舒适，这个才叫春天的气息啊。一下子又想起来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类的美丽的诗句了，杭州

估计可以住在王姨那里，不过现在时间好像成了最大的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赶着五一的长假跟别人挤。可是 4 月

赵好像回不来，5 月我又要毕设了……真的是很（我不想再说郁闷了，都用的乏味了这两个字） 

2.9 李维斯一面+群面+笔试小问题 

先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我是今年外语重点院校德语应届小本，英文一般，去过他家宣讲，最后报的是 Marketing。 

 

但是一面是 Production 的经理给面的，应该也就不过十来分钟吧~问的问题其实都很程式化，就是经典的面试

八大问，介绍一下自己啊，优缺点啊，自己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例证啊等等等等，都打在一张纸上，HR 随机抽

取提问。到这个时候了大家应该也都有一些面试经验，这些问题只要稍稍准备其实就没啥问题啦~ 

 

打分表上主要有 Integrity，Commitment，Team Spirit，Leadership 等类别，其中还有一项是英文水平，我一进

去 HR 说介绍一下自己，我还傻乎乎的问中文还是英文，人家一说都成，我就开始用中文瞎扯了。。。事后还担

心英文会不会被扣分。。。但是竟然也受到了二面和笔试通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之后还问了为什么认为自己具备做 Marketing 的能力啊，对 Leadership 的理解啊，我干渴的嗓子冒烟，回答

问题的时候又说的巨快。。。中间咳好几次，还好 HR 很 nice，说没关系。。sigh 下回要改进！！随身带瓶水啊

啊 北京的天气啊。。 

 

最后让问问题，也不知道说什么，就问了一下 Production 和 Marketing 在 data analysis 方面的分工。。。囧 rz 

感觉所有人都很想知道如果进了他家买裤子有几折优惠呢，我自己也很想知道，但是真的不敢问啊。。 

 

打分表 HR 是不会当着你的面给写的，是在你转身离开后他才开始奋笔疾书。。。 

 

打分表最下面有 4 个结果供 HR 勾选，大意就是：1。非常好，直接下一轮主管面 2。 比较好，下一轮的小

组面和笔试  3。 一般（应该是留作候选的意思？） 4。 完全不行，被 pass 掉  看来我是中上水平啊哈哈~ 

 

对了 一面的服装问题感觉去的大部分人都比较随意，他家也没什么特别要求的样子，员工也都穿得很休闲~

毕竟是仔裤品牌么哈哈 不过挺犹豫二面时候要不要穿他家仔裤呢。。虽然有两条，但是如果 HR 兴致来了跟我聊

起 Levis 的仔裤型号啊历史啊 blabla 我就挂了。。。=   =  纠结~~（BTW，我是因为有朋友在做折扣店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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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有折扣拿他家裤子啊，本身并不是有钱人。。。涙目） 

 

 

群面应该也是用中文吧？？笔试也是行测和英语么？？有没有知道情况的人出来冒个泡啊~~pls~~~~~~ 

 

希望大家都面试顺利呀！！我也希望自己可以 work in my dream company with my dream jeans~~(*^__^*) 嘻

嘻…… 

转 载 请 注 明 出 自 应 届 生 求 职 招 聘 论 坛  http://bbs.yingjiesheng.com/, 本 贴 地

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604458-1-1.html 

！ 

2.10 分享 LEVIS 面经 

接到了 LEVIS 的电话让我今天去面试。今天很热，正装还比较厚，因为胖的太严重了所以路上也不敢把外套

脱下来，为了走路方便鞋子也穿的是那个带毛的鞋，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回来的时候从 2 号线下来本来想出来

坐公交，因为地铁要走好远到 13 号线，结果出来之后差点丢了，一气之下打车回五道口，然后骑车回学校，这种

行程也算是经典了。 

每次面试都会比预计的时间花的多。先是 sale 主管要开视频会议，延时。而且面完了还要做测试，半个小时

的。还是等所有人都面完了才做得测试。测试难度不大，刚好做完而且感觉应该都做对了，就是 SH 和逻辑测试。

面试中跟一个人大的女生聊了几句，交卷之后问她做完了么，她说当然没做完谁要是做完了就见鬼了，我就没再

敢说我做完了。不过虽然卷子分数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面试过程和 OQ 答得很差。虽然我比较想去他家吧，但

是好像也没什么希望了，哎 ╮(╯▽╰)╭  虽然说我对 HR 的表现判断的一般不怎么准吧（好丽友那个笑眯眯的

HR 说 2 周内通知，可是现在就剩下 3 天了还没有信），虽然真的到 2 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题目答得好，不过

真的觉得面试问题答得都不太好。 

面试的时候见到一个女生，虽然是短发，但是长的很可爱很漂亮，睫毛和眼影画的很好，皮肤估计本来就不

错，加上妆画得也不错，肌肤给人吹弹可破的感觉，脸上有点点肉很可爱。而且身材也还算是不错。挺养眼。 

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有点拉肚，不太舒服，不过可以当作减肥吧。晚上出去打水打饭的时候发现外面

的天气超好，温暖舒适，这个才叫春天的气息啊。一下子又想起来什么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类的美丽的诗句了，杭

州估计可以住在王姨那里，不过现在时间好像成了最大的问题，而且肯定不能赶着五一的长假跟别人挤。可是 4

月赵好像回不来，5 月我又要毕设了……真的是很（我不想再说郁闷了，都用的乏味了这两个字） 

2.11 levi's 一面面经 

levi's 一面分为笔试和面谈两部分 

笔试主要是中文逻辑题 15 题 15 分钟，这个稍微看快点做完没有问题的；英文计算题，20 题 15 分钟，这个

部分难度不大，但是时间很紧，一般水平估计都是做不完的。 

面谈也很简单，面试的经理像是没吃饭一样，瘫在沙发上问一些很普通的问题，问问简历，问问职业规划，

最让我觉得反感的是他要问什么问题都要想半天，真不知道 levi's 为什么要聘这样的人。 

主观的说，不是很喜欢 levi's 的工作环境，里面的人看上去都挺邋遢的，我看到有人穿的衬衫像是一直穿着睡

觉的，皱得不行，夸张的是居然有人穿热裤了，真牛。 

祝大家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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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十四版，2020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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