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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友达光电简介 

1.1 友达光电概况 

友达光电官方网站 

http://auo.com 

 

全球前三、台湾第一大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 LCD) 设计、研发及制造公司,为明基友达集团的成员

企业现为全球顶尖的面板供应制造商 

友达光电系列产品涵盖 1.5 吋至 65 吋 TFT-LCD 面板，应用领域包含桌上型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

车用显示器、工业用计算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手持 DVD、掌上游戏机、手机等全系列应用，亦是全球少

数供应大、中、小完整尺寸产品线之厂商。2007 年友达光电创造了 148 亿美元的营业额，现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43,000

人，分布于台湾、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荷兰及中国大陆等世界营运据点。友达光电大尺寸 TFT-LCD 面板

之全球市占率达 20.0 % (注 a)，位居全球第二；其中桌上型显示器应用市占率居世界第二、笔记本电脑居世界第

三、电视应用面板排名世界第一。在中小尺寸面板方面，数码相机全球市占率居世界第三、数码摄像机居世界第

二，一般 AV 应用排名全球第二 (注 b)，显示友达于各尺寸的面板市场布局皆达到均衡全面的发展。  

  友达除了布局全球市场，更深耕于技术与研发。2002 年 11 月成立之「友达科技中心」，是国内最大之光电研

发中心，研发技术包括 TFT-LCD 与 LTPS 等显示技术，2005 年底友达科技中心更前进中科，成为中台湾的第一座

高科技研发基地。友达光电投入研究发展之经费居台湾光电业之首，研发专利成果丰硕。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

报告，友达名列 2004 年美国专利成长速度最快的十大公司，以成长率 98%名列第五; 而台湾商业周刊公布 2006

年之台湾专利 100 强，友达亦排名第六。  

  友达光电是台湾首家量产 3.5 代、4 代及 5 代、6 代及 7.5 代生产线的厂商。为因应急速成长的大尺寸液晶电

视市场，友达位于中科的 7.5 代厂已于 2006 年第四季开始量产。友达的竞争优势在于各世代生产线的完整布局，

能弹性调整并支持各种应用产品，进一步掌握市场先机，取得综效之利基。同时友达光电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面板

制造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总部位于台湾新竹，在中国内地的苏州 上海 厦门等都有分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友达光电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友达光电官方网站：http://auo.com 

 

第二章、友达光电面试资料 

2.1 沈阳 面试职位：制造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31-1-1.html 

 

看了那么多的面经，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面试经验。我面试的是友达光电昆山厂，制造工程师，面试分为两

轮，首先你会网申然后做线上测评，第一轮面试会根据你的素质测评的结果提问，包括简历上的内容，部门或者

比赛进行提问，一面的目的是看人。我二面的 HR 是昆山厂总经理，主要是问你性格特征，然后一个一个的考察

你的能力，他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你。如果通过，就可以拿到友达的 OFFER 了。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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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 面试职位：制程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30-1-1.html 

 

首先说下友达是我见过最有效率的一家公司，我面的是昆山厂，周一晚上参加的宣讲会，晚上回去凌晨 1 点多收

到的笔试通知，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第二天早上八点到达的笔试地点，八点半开始笔试，手机扫码答题，秉承

了他们绿色环保的理念，很有创意，题目主要有逻辑推理题和英语语法。总共 35 min 然后按我们到的顺序编号进

行面试，是领导面，总共 7 个领导，一对一面，面我的那个领导问了我很多专业问题，最后问了个智力测试题。

晚上 7 点就收到了复试通知，第二天九点面试，还是第一天的 7 个领导，只不过换个人面，第二天问了两个专业

题，然后主要是看个人的性格、沟通能力、抗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能否接受加班等问题。友达面试官都很 nice，

整个过程不是很紧张比较轻松。下午一点半通知我被录用，两点半就发放 offer 了，办事真的很效率。最主要的是

他们一点都不歧视女生，也不在乎你是否是 985 还是 211 高校，只要觉得你适合就会录用。 

  

2.3 面试友达光电的 产品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29-1-1.html 

 

11 月 1 日下午，拿到了首个 offer，十分欣慰。 

记得前几次面试的时候，我都很紧张，说话都哆嗦。等到 10 月 31 日面试友达光电的时候，却非常自如，挺奇怪

的。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被晾了近 4 个点又冷又饿然后就只想着面完回家暖被窝去的原因呢，不得而知~ 

七点起床，赶往酒店，路上被风把额头给吹掉了。八点入场，进去的时候排队签到，呃，我整到了 80 号，好靠

后啊。。。进去了先看了会友达的宣传片，然后就笔试——智力题（逻辑推理+数学题）和英语题（词汇选择+阅读）。

貌似大家答得都不怎么样，不过接下来的一面基本上都有吧，好像没刷人。呃，感谢我排得比较后，他们前面的

先面试，等他们面完了，我们赶紧去取经。。。 

呃，一直等了近 4 个小时，期间喝了好多热水（冷啊！），跑了好几顿茅厕，终于到俺了！面试我的是厦门的一位

主管，中年，看上去挺温和的。先自我介绍（哈！前一天进行了专项练习），说得很流畅，很有条理，我俨然从面

试官脸上看到了笑意（耶！）。面试官看上去挺满意，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先泛泛了说了些友达的优点，

然后突出地谈到友达光电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保护很不错，十分的吸引我！接下来，老天眷顾，面试官果然抓

住历史、文化这点来展开对我提问，他问我哪人，我说湖南人，然后就问我岳阳楼，哈哈这不是问到我心里来了

吗，我就给他介绍，还谈到了在岳阳楼碰到了几次台湾人，夸了他们几句。说完了，面试官很满意，我也很满意，

哈哈。不过接下来突然问我在我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让我挺意外的，不过还好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之后还问了我在大学期间有什么遗憾，我对吃不吃早餐有什么看法，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互相对视了下，就

直接给了我复试通知单，然后我就跟他握手告别了。出来再外边填了份表，已经接近 1 点了，饿死了，离场的时

候意外收到了友达公司送的麦当劳（汉堡+薯条+饮料），着实把我感动了一把，可惜饮料是冰的。（买饮料的哥们

绝对不动脑筋） 

回来的时候又被吹得个通透，到学校已经快两点了，飞奔至寝室换套行头，然后赶去参加美的笔试。之后在网上

做了友达的性格测试，等所有完事之后，晚上就感冒加小烧了。一夜头疼、无话。。。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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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厦门）面试友达光电的 质量管理工程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828-1-1.html 

 

我是早上九点多过去的，一直等，因为人很多，等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才轮到我，先是一个面试官给我面试，可

能后来他觉得对我的的课题不熟悉，把我换到另外两个面试官那里。那两个面试官问了我很多关于我课题细节的

东西，问它的创新点在哪里，投稿文章的影响因子怎么样，觉得我不适合质量工程师，然后在岗位表上为我选择

岗位，觉得产品测试工程师这个岗位很适合我，问我愿不愿意调岗，我说愿意  

 

2.5 会计管理师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3231-1-1.html  

 

       应届毕业的时候去面试的，先是 HR 面，填表和上机做了类似行测的题目，做完以后就课长谈话，课长比较

和气，所以气氛比较轻松活泼，然后是部门 Boss 面试，会根据简历提点问题，也会谈些别的话题，整体就是谈话

式的，没有什么压力。大概是两天三天后就给 offer，HR 会在电话里核薪。 

【转】 

2.6 友达光电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3230-1-1.html  

 

        10 月 8 日收到友达光电的面试通知，说是 14 号在香格里拉酒店，直到放下电话我才记起我是在十一期间

投了友达光电，那一刻还是很兴奋，还剩这段时间，得好好的准备了，于是这段时间一边忙着投递简历，一面准

备面试，看面经，写自我介绍…..14 号转眼就到了，早上跟同学一早去了香格里拉，发现很多来参加面试的，当

时心有点凉了，感觉竞争太激烈了，自己的胜算不是很大，接下拉公司告诉了我们的招聘流程，先是笔试，再是

第一轮面，接下来是第二轮面试，最后发放 offer，时间紧迫，很快进入了笔试环节，笔试主要考的是行测和英语，

我跟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合作，共同完成，还算顺利，接着就是进入面试，我是第一批，没有反应的时间，我就直

接进入了三楼的面试场地，面试官是一个 40 左右的主管，感觉很和善，先是自我介绍，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发问(“你

大学期间最大的挫折”;“|你怎么缓解压力”….如此等等，)我还是很沉着迎战，这位主管对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当场

就签下了初试通过单，于是我是第一个进入复试的，很幸运，也很兴奋。回到学校就是做公司要求做的性格测验，

很简单的，10 分钟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准备第二天的复试了。复试实在第二天下午 14 点，还是一对一的

面试，这次的考官可不是很好应付啊，问的问题很刁钻，我还算结结巴巴回答上了，最后居然还连问了几个脑筋

急转弯，还好问的问题我都有听过，不然就当场挂了，接下来，就是在现场等待录用通知。知道 17 点公司才宣

布录用名单，我收到了公司的 offer，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人生的第一个 offer 献给了友达光电，一个我不太了

解的公司。 

【转】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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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友达光电笔面试经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7 月 14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973229-1-1.html  

 

      校园招聘，先是笔试，30 道题，30 分钟，20 题英语题，10 题行测。接着是小组活动，主要看团队协作的

能力；下午面试，一对一面试，考官台湾人，苏州工厂的人力资源经理。 因为专业不对口，始终不能得到满意的

答案，面试没能成功。 

【转】 

 

2.8 友达光电校园招聘面经 

 

2010-10-23 应该是这一年中最难忘的日子，因为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面试。早上 6 点半就起来，洗脸、化

妆，穿好妹妹赞助的西服，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好简历就勿勿的出门了。谁知粗心大意的我坐错了公交车，结果坐

了半小时的车，下车后边打听边朝着德郡酒店前进，大约狂奔了 25 分钟终于提前五分钟到了。到了以后才发现，

在场来面试的同学大约 100 多个人，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男生站一排、女生站一排签到。幸好遇到了同

班同学，让我插到了中间去，排了 75 号，然后大家开始看宣传片。可是也是因为我一路狂奔过来的，所以开始的

那种紧张居然荡然无存了。 

    大约看了 30 分钟后，一个漂亮的 HR JJ 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宣布开始笔试，笔试很容易，是一些行测方面的东

西 15 道（图型、文字、数学、逻辑）还有英语题（单选、还有完型填空）20 道，由于英语很长时间都不看了，

而且单选和完型也不是我擅长的，所以英语答的不好。至于行测方面，发挥了团队精神，答的还不错。答题时间

大约 30 分钟，然后一个帅气的 HR 开始讲友达的历史。讲了好长时间，我打一个又一个的哈欠，但是还是认真听

了，所以有些东西（有的 HR 面试时会问到）都记住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面试等待，还好是一对一的面试，有十个 HR 同时面十个应聘的，大约 9 点开始，等了近 3 个

小时终于到我了，心里有点小紧张、小不安、小忐忑，在外面等着，小心脏砰砰乱跳，可能是由于下午还有来面

试的，到中午才面了 70 多人，所以到了我这速度突然提快了，我在门口还没来的急准备好就被叫进去了，当时心

跳那个快呀！给我面试的是一个很年轻的 HR，由于要加快速度，他居然没有让我做自我介绍，直接看我的简历

来问问题，问的问题也出乎我意料，家是哪里的？有男朋友吗？一个姑娘到苏州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完全没有性

格方面或者专业方面的问题就 game over 了，回答完以后，HR 给了我一个复试通知单，当时那个高兴呀，以至于

填单子的时候，“性别”看成了“性格”。我的一面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回到学校之后，在网上做了一个性格测试，

半夜的时候收到了二面的短信。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二面就没有这样轻松了，由于第一天来的晚，排了 3 个多小时，所以这一天我来的挺别早，提前了半个小时到了

面试地店，还没来太多的人，今天的面试与前一天不同，HR 会问到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还有的 HR 要英文自我

介绍。可是我前一天还没来的急准备，由于本人脸皮厚，硬着头皮向领位的小姑娘借了她的英文面试看了下，心

里大概就有数了（本人英语口语还是有些功底滴），接下来还是漫长的等待，与前一天不同，今天是所报部门的领

导或主管直接面试我们，大部分是台商，几乎又是三个多小时轮到我进去，这次的面试管可不是 HR，而是以后

你所工作部门的主管，一脸严肃没有笑容，坐下来先自我介绍，然后看简历问问题，接下来的问题真是让我没有

想到，是关于一些性格测试方面的，例如：如果你进入公司以后，有不会的问题向上级请教，可是上级不理你，

你会怎么办？如果所有人都不理你，你会怎么办？还有就是关于一些数学方面的，例如 3 点 15 分的精确角度？可

惜小女数学不好，开始没有想到如何计算，后来是这个主管一步步指点下算出来的（这个主管很有耐心呀），这种

类似问题大约经历了 30 分钟，最后她问我喜欢哪个部门？这个问题是我回答最失败的，原本我要应聘的是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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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团队，所谓的先进技术团队就是在工厂里面干活，属于技术类的，而我偏偏回答：我喜欢研发，因为******，

说了一大堆原因我为什么喜欢研发，而对于我一个专业与其要求不太相关的，没有经验的，而且学校不太好的应

届生是不可能进入到研发部的，只有在工厂锻炼两年才有可能进入到研发部门。这个问题问完以后，我的二面就

结束了。晚上就是等 offer 了，回到了学校，晚上不开机的我一直都在等消息，可是漫长的黑夜手机一直也没动静，

不知道晚上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的二面就这样失败了。 

现在总结起来，失败的原因有三点，主要的就是对自己不够自信，回答主管问题时说话声音太小，一个对自己都

不自信的人怎么能让别人对自己自信呢？还有一点就是对公司不够了解，在面试之前就是网投简历，没有看到公

司是做什么的（幸好一面时 HR 没有问公司的问题，否则一面就挂掉了），而且反应不够快，没能了解 HR 的意图。

这次面试貌似失败了，但我认为他是成功的，我看到了自己不足、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还有就是自信。我还

年轻，毕竟才开始找工作，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我。同时我还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妹妹，谢谢服装赞助，还

有一个他，一直陪在我身边默默等我、支持我。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是美好的。 

2.9 笔试面试拿下 offer 

 

笔试： 

时间——25 分钟 

题型——IQ 申论题 20 道（比较简单），英语 10 道语法，一篇选词填空阅读（CET4-CET6) 

面试： 

初面是在笔试进行完后就接着进行，长沙这边是一对一。进去后 hr 一般是先让做自个我介绍（这也是初面中最重

要的环节，很有可能决定你能否能进入复试），接下来 hr 还会问一些问题，我被问到的有：1、说说自己的优势和

缺点，缺点自己有什么打算？2、大石子、中石子、沙子和谁你怎么按顺序装入一瓶子中？（友达面试中传统的问

题）3、对友达的了解？以及一些比较开放的聊天…… 

面试出来后等一会就会公布进入复试的名单，填一份表，然后工作人员会发一份复试通知单里面有一项要求 2 小

时内到网上做一份网上测试题。 

初试的建议：一定要自信，做好自我介绍，凸显出自己的优势 

复试： 

当天就接友达复试的面试安排，是在第二天进行。复试也是一对一，因为正好是初试的那位 hr，所以自我介绍什

么的就都省了呵呵……首先会问的问题是，在接到复试通知后到来复试你都做了什么？其次，hr 准备了四个问题

（我聘的是 IT 工程类）其中两道是二进制转十进制（比较简单哈）有一道，我没学过的课程问题，跟 hr 说明后

他就说不用回答了（比较理性的哈，感激！！！）。第四道题是，重要和紧急的两件事你回先做哪件？（决定君的成

败就在此了，哈哈好好思考好回答哈），后面的差不多就是聊天式的了…… 

复试就看自己的表现咯！过关斩将，祝君成功。 

 

2.10 友达光电之面试 

上午在招聘会头了简历后,他说 9:30 去公司面试.他们公司是当场筛选简历，当天面试。他们有公司专车来接，

来到公司后，先填写一张个人信息表，再然后就是做性格测试，２０分钟做１３０道题，作完性格测试后，开始

吃饭。公司给每人分发了一份盒饭，质量还不错。吃完 饭后，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了一号楼好象是，在那里好象

是公司宣讲会似的。接着友达光电之面试:（我面试的 IT 类）        上午在招聘会头了简历后,他说 9:30 去公司

面试.他们公司是当场筛选简历，当天面试。他们有公司专车来接，来到公司后，先填写一张个人信息表，再然后

就是做性格测试，２０分钟做１３０道题，作完性格测试后，开始吃饭。公司给每人分发了一份盒饭，质量还不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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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页 共 18 页 

错。吃完 饭后，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了一号楼好象是，在那里好象是公司宣讲会似的。接着就是等待下午一点的

面试了。面试时候就有一个部门的主管，进去先是有一份试题编程方面的，口头答两个后，最后有一个智力问答

题，我编程题感觉答的不错，智力问答优点晕。然后就是随便问问一些个人的问题，什么这边有没有亲戚了，有

没有女朋友，有的话在哪里啊，这点我答的不好，后来好象也是因为这里刷的我，还有就是有什么问题对公司的，

期望的工资是多少。最后走的时候，工作人员送了一个纪念品！  总体感觉这个公司很好，不管是公司的文化

理念和人才培养机制都很好！ 

就是等待下午一点的面试了。面试时候就有一个部门的主管，进去先是有一份试题编程方面的，口头答两个

后，最后有一个智力问答题，我编程题感觉答的不错，智力问答优点晕。然后就是随便问问一些个人的问题，什

么这边有没有亲戚了，有没有女朋友，有的话在哪里啊，这点我答的不好，后来好象也是因为这里刷的我，还有

就是有什么问题对公司的，期望的工资是多少。最后走的时候，工作人员送了一个纪念品！  总体感觉这个公

司很好，不管是公司的文化理念和人才培养机制都很好！ 

2.11 友达光电，拿下首个 offer 

 

11 月 1 日下午，拿到了首个 offer，十分欣慰。 

记得前几次面试的时候，我都很紧张，说话都哆嗦。等到 10 月 31 日面试友达光电的时候，却非常自如，挺

奇怪的。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被晾了近 4 个点又冷又饿然后就只想着面完回家暖被窝去的原因呢，不得而知~ 

七点起床，赶往酒店，路上被风把额头给吹掉了。八点入场，进去的时候排队签到，呃，我整到了 80 号，好

靠后啊。。。进去了先看了会友达的宣传片，然后就笔试——智力题（逻辑推理+数学题）和英语题（词汇选择+阅

读）。貌似大家答得都不怎么样，不过接下来的一面基本上都有吧，好像没刷人。呃，感谢我排得比较后，他们前

面的先面试，等他们面完了，我们赶紧去取经。。。 

呃，一直等了近 4 个小时，期间喝了好多热水（冷啊！），跑了好几顿茅厕，终于到俺了！面试我的是厦门的

一位主管，中年，看上去挺温和的。先自我介绍（哈！前一天进行了专项练习），说得很流畅，很有条理，我俨然

从面试官脸上看到了笑意（耶！）。面试官看上去挺满意，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先泛泛了说了些友达的

优点，然后突出地谈到友达光电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保护很不错，十分的吸引我！接下来，老天眷顾，面试官

果然抓住历史、文化这点来展开对我提问，他问我哪人，我说湖南人，然后就问我岳阳楼，哈哈这不是问到我心

里来了吗，我就给他介绍，还谈到了在岳阳楼碰到了几次台湾人，夸了他们几句。说完了，面试官很满意，我也

很满意，哈哈。不过接下来突然问我在我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让我挺意外的，不过还好我还是有两

把刷子的~之后还问了我在大学期间有什么遗憾，我对吃不吃早餐有什么看法，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互相对视了

下，就直接给了我复试通知单，然后我就跟他握手告别了。出来再外边填了份表，已经接近 1 点了，饿死了，离

场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友达公司送的麦当劳（汉堡+薯条+饮料），着实把我感动了一把，可惜饮料是冰的。（买饮料

的哥们绝对不动脑筋） 

回来的时候又被吹得个通透，到学校已经快两点了，飞奔至寝室换套行头，然后赶去参加美的笔试。之后在

网上做了友达的性格测试，等所有完事之后，晚上就感冒加小烧了。一夜头疼、无话。。。 

第二天七点半起床，感冒、头疼了好多了，继续赶往友达面试地点，继续排队，依然是最后几个。。。不过我

们是第一波二面的，人不多，等了大约 5 分钟就到我了。老天二度眷顾（哈，平日多行善事果然是有善报），二面

依然是杨老师（复试通知单上有一面 HR 的签名），我一进去就礼貌地问好，杨老师一看‘呀，熟人啊，哦，那就

不用介绍了吧，你谈一谈对诚信的看法吧’，这是友达公司的核心精神，这当然是难不倒我这个三好男人的啦。估

计是对我很满意吧，接下来也没问什么问题了，看了看我的性格曲线及其他的材料就开始问我愿不愿意去厦门，

推荐我去制程工程师，然后又给我解释制程工程师跟品质工程师的区别，我就在边上微笑、点头，点头、微笑，

然后就结束了，结果第一轮面试我居然是第一个结束的，真是迅速啊。哈哈，二面很轻松，有戏！ 

下午的时候，果然收到了信息，又赶往酒店参加 offer 发放说明会。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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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页 共 18 页 

总结整个面试的经验，感觉最大成功在于找到了公司文化与自己性格上的契合点，也就是友达公司对于历史

的尊重、对于文化的保护与我想要走遍中国、了解中国各地的文化故事的愿景的重合，抓住这点并在一面过程中

强调突出，给公司留下我与公司文化十分契合的印象。当然运气也是我成功的很大的一部分理由。 

另外，关于面试过程中其他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在此分享：（不同职位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投的是品质

工程师，很幸运没遇到技术问题） 

有没有对具体产品的了解（整个工艺流程）； 

沈阳市有多少红绿灯/加油站； 

优点与弱点； 

为什么没穿正装；（这问题小心点，别掉陷阱里了） 

其实很多问题都不难答，关键是你真的要对这个公司有了解才行，友达公司对员工要求‘诚信’，‘老实的聪

明人’，‘务实’，你得好好体会这其中的意思，既不要表现得太滑，也不要太愣了。 

 

 

2.12 友达光电面经 

经过了两轮的笔试，终于站到了友达的面谈室。你可别以为经历了两轮笔试的我很牛。其实我只是去应聘一

个普通的 IT 技术员。第一轮笔试是计算机基础知识，当时应聘投简历的有 30-40 人，通知第二轮笔试的竟然就我

们 15 个。第二次笔试先培训然后考试，我估计 15 个人都答的很好，因为谁都不是**，考试内容全是刚才的培训

知识。经历了无望的等待后竟然盼来了复试通知，呵呵，有点意外，这里的大部分单位都歧视应届生的。参加复

试只是很小的希望。我把第一次笔试通过原因归结于我的成绩，把第二次笔试通过原因归结为运气好，因为参加

复试的只有 8 个人，这就是说又淘汰了 7 个。 

 复试是星期四的下午，天气闷热。但还是如约坐到了主考官的面前。主考官是个很直爽的人，说话很直接甚至

有点难听，但句句实在。这也让人轻松不少。他提问的问题无花八门，比如：你下过馆子吧？最爱去哪个饭馆？

为什么爱去那个饭馆？假如给你 50 万让你开个饭馆你会怎么做？你居住的城市有多少公交站牌？有多少个加油

站？假如你掉到了枯井里你首先会怎么办？呵呵，对于这些问题我自问回答的还不错。面试后面变成了谈心，我

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优点，缺点，他谈对我的评价。整个过程很愉快，很轻松。但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从这几次的面试经历及多年来对自己的感觉我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做事极有条理，善于把握

事情的重点，能分清主次，一眼看出事物的本质。逻辑思维能力强，做事极其讲究效率，细心，乐观，对小事看

得开，善于从事情中吸取教训，有大局观，思维活跃，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且不甘平庸有

很大的野心。缺点是：容易急躁，做事不够踏实，不善于和老师，上级等沟通。 

再回过头来分析面试失败的原因，我面试的只是一个普通的 IT 技术员，职责是在生产线上维护且保证终端机

的正常运行。它需要每天 24 小时三班倒甚至是两班倒，工作枯燥而且单调。这样的一份工作需要一个具有踏实，

稳重性格的人来做，而这些正是我所缺乏的。从主考官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而从我的谈话中

主考官也知道我不是他所需要的那个人。 

这些在后来得到了证明，我的同学被录取了，我们一起进入的复试。同学确实是个踏实的人，虽然他的技术

没我的好但对于 IT 技术员这个职位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踏实，稳重的性格。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只是要告诫自己：以后做相应的事情要用相应的策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他们

需要踏实时不要去表现你的胸怀大志，那没用。本来我也想简单地生活，可残酷的现实逼的我复杂。生活真的就

像被强奸，我不能去改变他，只能去适应他。  

最后在这里应该谢谢友达光电的那个面试官，确切说是达运精密的，他姓杨。虽然对这次面试的失败我表现

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还是有点沮丧，毕竟和同学相比，我被淘汰了。但还是得感谢杨让我认清了我自己，也

许那份工作真的不适合我 ，我应该去寻找更合适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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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厦门友达光电暑假实习面试 

前天一个同学跟我说昨天在化学报告厅会有一个 AUO 的 2007 Summer Camp 的校园宣讲会，之前我投过 IBM

的 2007 bluepath，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收到任何回复，所以就开始着手走其他道路啦，hoho 谁叫自己不考研，一心

工作了。 于是昨天就去报告厅了，之后就投了个介绍性的简历，MS 有接近 200 人想“卖我”，回窝窝等消息

吧………… 

效率很高！ 晚上就收到公司短信通知，明天早上 8 点半去参加笔试。第一次，心里小高兴了下，虽然只是有

资格笔试，但是，第一关顺利通过…… 

晚上自己准备了一份 English Introduction,怕明天要英面。结果一弄就弄到 1 点，原因：三天不练手生还口生

哦！！ 所以，要找外企或猎头的兄弟们，要经常熟悉下 ENGLISH 哦！ 

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笔试场，有 60 个，蛮多的。开始到最后不到 15’顺利解决，因为不是 ENGLISH VERSION。

笔试题包括三种类型：逻辑推理题（引用知识比较广泛，有股市，旅游，地理等信息，幸好自己平常有稍微注意

一下股市行情），图形题，数字推理题。早上思维比较敏捷，所以觉得都还比较 easy 的。 

之后就是到操场考察团队合作能力，可以算一面吧。活动主要内容就是，每个团队（20 人）必须在蒙住双眼，

而且不能说话的情况下，把一根 20m 长的绳子在地上摆出一个正三角型。hoho，真的很好玩儿，以前上团队合作

课的时候，居然没玩到。 这个项目，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团队合作精神，可以算个好题吧！ 我理解的，首先，

可以从一个团队中，看出谁会比较具有领导才能。其次，可以看出队友间的配和协作沟通能力。再次，考验团队

或个人的临场变数适应能力，因为当时 HR 的 GG 安排了些小插曲，另外，在活动结束后的自由感言总结板块，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表达组织语言等能力……    活动结束了，一看时间，哇？？！ 11 点了，时间啊…… 等结果

吧…… 

中午回去睡着了，醒来看到短信 公司下午 1：30 发来的（酣睡 ing），2：00 到 XM 宾馆面试。哦？！想不到

真的可以去面试，其实，我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参加一下真正的公司面试，看看会有多‘恐怖’。 于是火速准

备好，立马就出发啦！ 车上赶快准备 English Introduction，到 XM 宾馆的时候发现到场的有 30 人，还好坚持到

这一步了，面试形式是 1 个 1 个的来，后来一问，原来不是英面，看来“老纳”多虑啦。稍微镇定下，清理下头

脑，组织下语言吧…… 

 “56 号”，到我了。原来就是 HR 的那个 GG，还好比较随和，我进去先问了个好，然后坐下就 START 了，他先

说：“请你用 1 分钟的时间来 introduce yourself”,hoho，有预料到，我就 pilipala，说了下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之前的实习等情况。没等他说停，我就 STOP 啦，之后，他就问了，有关 人生规划，具体怎样实施，为什么要

来公司实习，你觉得你适合这样的 POSITION,薪水期望等问题。然后，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就问了他公司的

企业文化，升职注重人才的体制是怎样的，有被公派去台湾或国外学习的机会，几率大不大，等等问题。 

还好这些问题好像都还不是很“变态”，基本没有超出预料。 

下面再说下面试感言吧，等久了吧，hoho 

1.一定要注意表达，语速不要过快，重点停顿！ 

2.说话要有中心！不要笼统的说一大堆，浪费时间，还会让人觉得烦！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组织能力！ 

3.自我介绍过程中，要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自己的亮点！比如实习，获奖啊什么的，建议加一些跟公

司，或应聘 position 相关的 砝码，无关的大可不谈。 

4.要注意对方的眼神和表情，据此在面试场上灵活调整应对方法！ 

     …………………… 

最后，快 7：00 了宣布面试结果！ 

“获得 2007AUO 暑假实习的有，…，56 号，…”，hoho，有了…… 

  总共通过的好像有 14 个，4 个研究生，10 个本科生。可能鄙人比较幸运吧 56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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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难忘的友达光电面试 

经过了两轮的笔试，终于站到了友达的面谈室。你可别以为经历了两轮笔试的我很牛。其实我只是去应聘一

个普通的 IT 技术员。第一轮笔试是计算机基础知识，当时应聘投简历的有 30-40 人，通知第二轮笔试的竟然就我

们 15 个。第二次笔试先培训然后考试，我估计 15 个人都答的很好，因为谁都不是傻 B，考试内容全是刚才的培

训知识。经历了无望的等待后竟然盼来了复试通知，呵呵，有点意外，这里的大部分单位都歧视应届生的。参加

复试只是很小的希望。我把第一次笔试通过原因归结于我的成绩，把第二次笔试通过原因归结为运气好，因为参

加复试的只有 8 个人，这就是说又淘汰了 7 个。 

复试是星期四的下午，天气闷热。但还是如约坐到了主考官的面前。主考官是个很直爽的人，说话很直接甚

至有点难听，但句句实在。这也让人轻松不少。他提问的问题无花八门，比如：你下过馆子吧？最爱去哪个饭馆？

为什么爱去那个饭馆？假如给你 50 万让你开个饭馆你会怎么做？你居住的城市有多少公交站牌？有多少个加油

站？假如你掉到了枯井里你首先会怎么办？呵呵，对于这些问题我自问回答的还不错。面试后面变成了谈心，我

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优点，缺点，他谈对我的评价。整个过程很愉快，很轻松。但最后我还是失败了。 

从这几次的面试经历及多年来对自己的感觉我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做事极有条理，善于把握

事情的重点，能分清主次，一眼看出事物的本质。逻辑思维能力强，做事极其讲究效率，细心，乐观，对小事看

得开，善于从事情中吸取教训，有大局观，思维活跃，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且不甘平庸有

很大的野心。缺点是：容易急躁，做事不够踏实，不善于和老师，上级等沟通。 

再回过头来分析面试失败的原因，我面试的只是一个普通的 IT 技术员，职责是在生产线上维护且保证终端机

的正常运行。它需要每天 24 小时三班倒甚至是两班倒，工作枯燥而且单调。这样的一份工作需要一个具有踏实，

稳重性格的人来做，而这些正是我所缺乏的。从主考官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而从我的谈话中

主考官也知道我不是他所需要的那个人。 

这些在后来得到了证明，我的同学被录取了，我们一起进入的复试。同学确实是个踏实的人，虽然他的技术

没我的好但对于 IT 技术员这个职位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踏实，稳重的性格。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只是要告诫自己：以后做相应的事情要用相应的策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他们

需要踏实时不要去表现你的胸怀大志，那没用。本来我也想简单地生活，可残酷的现实逼的我复杂。生活真的就

像被强奸，我不能去改变他，只能去适应他。 

最后在这里应该谢谢友达光电的那个面试官，确切说是达运精密的，他姓杨。虽然对这次面试的失败我表现

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还是有点沮丧，毕竟和同学相比，我被淘汰了。但还是得感谢杨让我认清了我自己，也

许那份工作真的不适合我 ，我应该去寻找更合适的岗位。 

 

2.15 友达光电面试总结 

昨天去了友达光电初试了，一个还不错的台资企业。虽然最终没有进复试，我还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个也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单面把，表现的自己觉得够尽力了。我想换个 HR 我或许就进复试了。还是先分析下

把。 

首先谈进步，这个是首要的。第一，这次面试我表现的非常的沉着镇定，不管问题难不难，回答的好不好，

我感觉都还可以。这让我在问题的回答的思维上面有信心，没有以前那种词不达意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想

说什么就可以自如的即兴表达的出来，这个我感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可能和我面试经验的增长有关把。第二，

是关于笔试，这个是我第一次在有淘汰率的笔试中成功突围，也让我对做 IQ 题目有信心，感觉自己的笔试还是有

优势的。毕竟还是一类大学生，和旁边那个独立学院的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它也考验了我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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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就是在快笔试的时候，我去 WC 整理领带，突然发现领带散了，而我不会打领带的。最要命的是，附近没

有多少认识的男生，于是我想起来有一个和我同院的男生。虽然不太熟，但毕竟是一个院的。于是找他帮忙了，

在他帮助下，我也成功解决了困难。这个也给我一个思路，一定要学会自己打领带，还有就是一种应对紧急状况

的反应能力。 

其次就是总结经验教训，我想这次的失败归结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于开放性的问题准备不足，社会实践经

验方面少了些，第二个是会计专业知识不足。首先，我感觉自己对于一些传统的面试问题还是总结了很多答案，

对于这些方面感觉还好。但是友达是一个外企，可能不想国企那样传统的思维，所以在问题上面考察综合能力。

下面就是 HR 问的问题： 

1、自我介绍，一分钟。 

2、手指着酒店外面的湖问我是什么湖？（基本都知道是东湖） 

3、假设场景：如果我是武汉市市长，计划填平这个湖，你作为这个行动小组的成员，你能做什么？ 

4、我给你十秒钟，告诉我为什么要你？ 

5、作为会计专业的学生，你认为会计对一个公司的重要性和你作为公司会计你能做什么？ 

教训：1、第一个问题一定要准备好，有条理的有重点。把时间保证在一分钟左右。 

 2、第三个问题，我感觉一定要从自己在小组中分工所起的作用，结合自己的专业所学的知识来回答，不要

把自己当成小组领导，而只是一个成员，与团队配合分工合作，发挥自己独特的特长就好了。有实践经验的最好

说了，可惜我没多少。 

3、第四个问题，只要说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十秒钟，千万别超过 20 秒。这个回去要再想好一遍。 

4、第五个问题，我感觉重要性方面可能还不错，有思维那种。可是我能做什么，由于我暑假没有实习，所以

实践经验上面很少。但说出来以后，一定要说自己是如何学习，如何改进提高，如何让自己变的更加适应公司的

需求的，这个转折很重要，反映了自己的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 

总结之后，我要制定一个相应的弥补计划，让这个东西不再发生，也让自己更加飞快的进步。 

一、对于自我介绍、自己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然后要有文采，能够突出自己的特设，能

够打动 HR。昨天这个可能不够好。 

二、对于开放式的问题，要多多准备。可以多看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多研究下怎么回答。其实开放性的问题

的来源还是自己，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引起 HR 的兴趣。所以对于自己语言上面的漏洞或者亮点一定要注意，

这个可能就是 HR 下一个问题的题材。也可以多研究下自己的回答，让自己的话来引导 HR 的问题，从而引导整

个面试。这个可能比较难，但我一定要试下。 

三、专业知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致命伤。毕竟我的会计双学位学的不是很好，现在随便考我下

就会露出马脚。如果我还是执意要报会计方面的岗位的话，每天看会计专业书是一定要的。所以，只要你不放弃

会计，就一定要学习会计专业知识。没有学好的会计是不可能找到好工作的。这个也必须列入到每天必备的功课

中来。 

四、关于案例分析和场景假设问题。我想这个是考的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实践经验。我想分析上面还好，但

是场景假设就要好好努力下了。特别是那种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要多看看面经等别人的经验，总结出一些通用的

答案标准，这样才可以通过 HR 的检验。专业知识是也基础点，然后再发挥下个人口才。 

五、有个同学就和我说过，我的回答问题的思路还不错，但是口才表达时要有重点，可能需要流利、反应快

一点把。我想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每天的口才训练计划就必须做到。如果你想要好工作的话。 

说了这么多，也经历了这么多。两次群面，四次笔试、一次正式单面，多次简单单面，一个无领导小组讨论。

我想我的经验已经足够应付了。而现在，我必须考虑出成绩了，所以以后我要研究在研究，然后有重点的投简历，

每一次面试我都要努力的进入下一轮，而不是去体验的心态了。该体验的都过了，而我要做的就是重点的打好每

一场战役，拿出自己的诚意和实力来，让自己的汗水来浇灌出成熟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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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友达面试总结 

  

今天友达面试，不信失利，辜负了同志们的一片期望，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俗话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从那里倒下就从那里爬起来。为了能够充分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写下感言。 那台湾主管题的问题有下： 1、自

我介绍一分钟； 2、关于专业的问题； 3、你的弱点是什么； 4、你们学校一年能赚多少钱； 5、你希望未来的

主管是什么样的； 6、你对公司还有什么要问得； 分析如下： 1、我觉得我的自我介绍完全跟事先相好的一样，

没有丝毫的紧张或者结结巴巴的，思路清晰，条理得当，不拘泥与重复简历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重复是没有必

要的，那些 HR 会看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简历没有什么亮点，倒是我这个人有点特色（我当时很自信的）；但

是我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在介绍我名字的时候胡建平说“我叫胡建平，胡是胡锦涛的胡，建是建设的建，平

是邓小平的平”；同志们啊，要知道那辆是台湾老啊，还以为我是搞统战了，艾！～～～～ 2、我记得我当时的我

是这样回答的，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只要包括计算机，管理学，市场营销，会计学等所以说我们专

业各方面的东西都学了，我们的综合能力还是挺强的，各方面都懂一点（尽量忘好里说），但是华又说回来，什么

都学什么都不精啊（^_^说明诚实的一面）； 3、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我实实在在的说 HR 对我的印象会好一点，

因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强调的也是诚实守信，但是我错了，根本就是自寻死路，所以同志们啊，要充分汲取教训，

尽量往好里说。不过也不要说什么“我最大的起点就是，没有缺点之类的”，那样太假了。要是以后在回答这样的

问题的话，我会这样回"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做事情想的还不够周到，人生的阅历还不是很丰富，需要的学

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争取做的更好（一点要强调学习）" 4、NND CTM;既然问这样的问

题，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当时没有反映过来，还屁颠屁颠的那笔算了起来，40000*6000＝2.4Y 啊，ctm 后来

出来的时候我一想，学校不是盈利单位啊，艾，又是台湾跟大陆的不同啊，后来在网上一查说，这题考的时候你

的临场反映能力； 5，我是这样回答的“1，诚实，正值，有责任心；2，有团队精神，能够将大家凝聚在一起，

去创造一个好的成绩” 6，我为的很创新的一个问题（自我认为）“我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贵公司的研发和销售

部门都在台湾，制造在大陆，那为什么不把研发也搬到大陆来啊，要知道我们大陆也很多人才啊”艾‘’‘’；；； 他

思考了良久才回答，大戟啊 最后想说的就是，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出，天生我才必要用，千金用完了还会来

的！！！！！ 

第三章、友达光电求职综合经验 

3.1 友达光电【2014 界 A+种子暑期实习生】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4 年 6 月 3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864893-1-1.html 

 

友达光电暑期实习，最早是在应届生上看到的，觉得内容还不错，自己马上就要找工作，也希望能通过实习来早

些接触现实的生产与工作，还能通过笔试面试等测试过程积累经验。这里不得不说友达对实习学生专业面的要求，

其实照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工科的门类，这样也让我们这些工科屌丝有了突破专业限制

的机会。  首先是网申，4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非常简单，后面做个性格测试就 ok。  如果网申通过会收到短信

和电话，通知宣讲会和初试的时间。 

  宣讲会是在 5 月 26 日，在武汉理工大学，主要是介绍友达光电和苏州工业园（楼主尤其被苏州吸引的。。。），到

最后可以现场投简历，晚上就会将通过筛选的同学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到，网申过的同学就就没关系了。看宣讲会

的人数感觉并不是特别多，这点我认为是宣传没有做好，按照我接触的同学来看，多半是苦于没有实习渠道与机

会，如果公司能够通过学校的就业网通过辅导员传递到各个学院，我想那样的效果一定更好。 

  第二天就是初试，初试分为两个部分，笔试和团队活动。上午是笔试环节，笔试又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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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般的数字推理，图形推理，数量计算，选词填空之类的。后一部分就是英语测试，语法单词的单选题和一

篇阅读理解，4、6 级水平。，如果你准备好行测那一定 ok，没做好也别灰心，因为笔试也只是一部分。做完笔试

后我们就跟着 HR 到操场进行团队活动，团队活动大致有几个环节，分组、自我介绍、然后以团队为单位征集队

名与口号，之后就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踩数字拓展培训活动（这个我就不赘言了，自己百度吧），接着把团队打乱，

增加团队人数，也增加的数字的个数，接着进行猜数字的拓展培训活动，最后就是团队内部总结，将活动中的所

见所听所感，在活动的过程中对地上友达的价值观哪一条印象最深，为什么？(全过程都有观察员观察大家的表现)

因为是第一次笔试、团队活动，笔试的时候略紧张，团队活动更多的好奇，比较喜欢团队活动这种形式，觉得在

活动的过程中，大家很快就能凝聚成一个整体，在活动中，做自己就好了，没有必要刻意的表现，我觉得这样并

不明智，当然如果你有出众的才能另当别论了。总之上午的初试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下午 1 点半前 HR 会以电

话的形式通知通过的同学。 

  好困，中午不睡觉就不舒服，一直等短信，那叫个忐忑啊，总算等来的 HR 的电话，通知面试的地点，OK 出发

了。 

  面试前先要填一下信息表，各种信息，还要带上简历，然后因为来得早就先填完了信息，工作人员就让我准备

面试了，好快。。面试的流程就是一般的流程，自我介绍，实践经验，大学期间最自豪的一件事之类的，大家在面

试前好好梳理下自己的经历，有话说，说重点，问题就不大。全过程感觉楼主略有紧张，巴拉巴拉话就停不下来，

好在 HR 很耐心的听我讲。。。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说过了的同学在 5 点前会电话通知。 

  最后，电话响了，nice！ 

  哦忘了说，本人材料小硕，就这样吧 

  

3.2 揭露友达内幕~深度探索~以人命担保内容属实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54882-1-1.html 

 

友达真的很年轻~很成功~但是仅限于台湾地区，大陆的就不用说了，看业绩就知道，我是厦门厂一位工程师，简

单提醒一下大家: 

友达年轻的背后内幕—高离职率！！知道为什么年轻了吧？ 

论坛里曾经发帖应聘到友达的几位童鞋很多都离职了，还有更多更多新人； 

友达厦门或者苏州仅仅是一个工厂，不要认为是公司，仅仅是为台湾人代工的工厂，没有研发，只有白夜班和无

休止的工程部门与制造部门的争斗； 

工资一般，本科 3000，扣去五险一金和税基本剩余 2000 多点，和中专生差不多（公司的助理基本都是专科生，

每个月到手 2000-3000，基本工资+ 生产奖金+激励奖金+加班费....）；所以你心里一定不平衡吧，工程师（本科及

以上）只有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哦，没有任何奖金，所以算下来每个月到手和没 上过大学，没上过高中的 90 后一

样工资，很失望吧？ 

不仅如此，在这里工作，是你想加班的时候不让你加班，不想加班的时候你就要过来加班； 

白夜班，男女都要上！每个班 12 个小时！不管工程师还是助理！@ 

我平时 6:40 起床，7:10 坐厂车来公司，7:40 到公司，吃过早饭开始工作，中午 12:00 休息吃午饭，12:30-13;00 休

息半小时； 

13:00-17:30 工作，17:30-18:00 吃晚饭，18:00 回来继续工作，一般在 20:00 点下班，等 20:30 的厂车，到家 21:00

整 

 

算算一天我要在公司呆几个小时吧。。。！！！ 

再来看看工资，一个小时 15 元，一天工作了 12 个小时，除去吃饭 2 个小时工 10 个小时，8 小时正常班，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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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一共 165 左右； 

暂停！！ 

别以为这两个小时加班费人人都有哦，平均 3 个月中，你才有 1 个月能拿到晚上的加班费，另外 2 个月，你可以

7 点下班，有时候应老板需求也要 8 点半下班，但是没有加班费，所以一天 15*8=120 元左右，其实你工作了 12

个小时，也就是一个小时 10 元钱； 

 

 

 

够了吧？看到了吧！！ 

我发这个帖子每一句都是真实的~骗人不得好死！！ 

对了，你坐公司的厂车，还要 1 个月 100 元！！ 

公司的 13 薪就是年底奖金！！其实一年到头没奖金！ 

公司涨工资 1 年 1 次，大概是原工资的 7%左右； 

因此 3000*0.07=210 元，你一年可以涨 210 元！！不错吧哈哈哈！ 

 

 

 

以上仅是一小小部分~很多很多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各种辞职，裸辞，直辞。。。。。 

 

 

OK 了，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多顶一下这个帖子，让大家看清 AUO 的真面目！！ 

 

我已经准备好找第二份工作了~~ 

 

3.3 一天 2 面 3 笔___拿一友达 offer 

今天上午 9 点半，友达终面。感觉不错，我用了 5 分钟 1V1 搞定 HR。主要是打动 HR，说明自己的优势。有

的童鞋 20 多分钟结果也没什么进展！气氛还不错，不会紧张。诚信，回答快一点，或者有头绪一点就好。几个问

题还是老问题，什么对产品的理解，自己的优势，工作地点，友达的优势，应聘原因等等，每个问题我都列出 2-3

点来说明。感觉不错，HR 一直点头说 OK！总体感觉友达面试给人一种欢快愉悦的感觉，我这么内向的人都不会

感觉到紧张。而且休息室总会放‘猫和老鼠’！缓解压力的好办法呵呵 

10 点半广本一面，有点紧张，群面，因为旁边是工大航天学院研究生，我是工程小本。压力就不说了。还在

等消息。 

中午 12：30 中兴笔试（放弃。没什么用） 

下午 14：00 比亚迪笔试（放弃。对比亚迪没追求） 

下午 16：20 美的笔试（效果不错。期待结果） 

完事后又赶回松花江凯莱花园大酒店，与友达签约（只是保底，希望能进海信或者 LG） 

祝大家成功，都拿到理想的 offer~!!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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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页 共 18 页 

3.4 友达光电的哈尔滨一面 

通知今天上午 8 点开始面试，7 点去的时候就排到 88 号了。一共 121 人通过筛选参加今天的面试。 

在一个大厅等待，8 点半正式开始。 

先介绍了一下职位，然后开始了 30 分钟的 IQ&英语测试（每人一张卷子），IQ 测试 10 道题：文字推理，数

学图形推理；英语测试：10 道语法题，10 道阅读题！ 

总体感觉 IQ 测试难度一般，只有 1 道图形推理题挺难的（交卷后问了周围同学都没有做出来，都是蒙的。。），

不过要做得很快，最好评第一感觉，最好有一张纸可以打草稿（数学计算打草稿很快能算出来）。。英语语法题高

中水平，阅读介于 4-6 级之间的水平！ 

30 分钟后交卷子，继续等待。。 

然后开始 6 人一组去面试（1V1 形式，6 个面试官）。大概 15-20 分钟一个人，面试顺序以排号顺序，我是 88

号（来得越早，排号越靠前）。 

面试官还不错，拿着卷子和简历问一些问题，然后有些灵活性的问题（问我的很简单：大石子，小石子，细

沙，水。放到一个水杯里，什么顺序。为什么。。这就不用解释了） 

其他问题就是：做过什么活动，英语怎么样，成绩，实践经验，有没有什么挫折啊，荣誉啊。。说实话就 OK！！ 

如果顺利的话，就能拿到一份表格（复试表格）。。填写好就 OK 了。。如果没有给你表格的话，那就是被 pass

了。。 

明天上午去复试。如果顺利通过的可以直接拿 OFFER。。很快！（喜欢这样的。） 

希望明天顺利啊！有点遗憾就是明天上午友达光电复试&本田面试 冲突了。不过还好在一个酒店。。希望时

间能错开一点。让我能双面哈哈 

祝大家成功~！ 

3.5 我也聊面经——友达光电 

昨天到今天，参加了友达光电的初试和复试。这并不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面试，但却是硕士毕业找工作第

一次正儿八经的面试，所以意义还是非凡的。网上鲜少见到友达光电的面经，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希望进友达的

朋友一点启示。  

友达这次校园招聘的简历投递有两种方式：在线简历和现场简历。在线简历其实早在 10 月份就开始接收了，

但我当时对这个公司感觉很陌生，似乎没什么名气，就没投简历。直到 11 月 21 号听说班里的 lx 接到友达的面试

通知，经她介绍才知道这家公司其实还不错。当时就有些后悔没早一点投简历，以为已经错过了投递时间。然而

随即我在学校就业网上发现友达 24 号晚上会来宣讲，并且继续接受在线简历直到 11 月 30 号，就赶紧在网上投了

简历。不过宣讲那晚得知后来在线投递简历的还需要现场再投，于是我又在现场投了一份纸质简历。友达的办事

效率还是挺高的，当晚 11 点多就接到他们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上 8 点到佳程酒店面试。没想到我的第一次面

试从投递简历到收到通知竟然来得如此快，真有些措手不及，而且 25 号本来是要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赶到一

块了，必须做出取舍。考虑到考上公务员的希望渺茫，还是决定去友达试试，虽然未必就能进，但是能积累一下

面试经验也不错。  

25 号一大早我就起床了，天都没亮，冷啊。不到 7 点就得出门，因为从寝室到校门口要走将近 20 分钟，坐

车到佳程酒店又大概需要 40 分钟，而 8 点以前必须赶到。我到达佳程时还不到 8 点，以为自己算到得比较早的，

结果 1606 会议室门口已经排起了两列长队。通过网投和现场投递简历的分作两队依次领取各自的资料，然后进场。

会议室里在放友达的宣传片，包括苏州风光、友达情况介绍等。待人都到齐落座时，已经过了 8 点半。估计了一

下到场人数，大概 120 人，以中南、湖大的为主，也有少数其他学校的。友达方面的招聘人员都穿着浅绿色的工

装，一看就是制造业的制服。稍微介绍了一下情况后就开始简单的笔试了。题目不难，都是类似于公务员行测的

题目，只有 10 道，要求在 20 分钟内做完，先做完先交，然后按照交卷顺序进行面试。面试区就在会议室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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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等候区之间隔了一道屏障，招聘人员每轮会叫 3 个人进去，从这边可以约摸看到有 3 个面试官各占一角进

行一对一的面试。大概 10 点多的样子才轮到我。忘了说，我应聘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职位。面试官一看就属于

阅人无数经验丰富的资深 HR，我的奋斗目标啊！先让我作了一下自我介绍，谈到我曾经工作过时，他反应很快

的询问了有关工作的情况，并问了我辞职考研以及应聘人力资源管理师的原因。我有些小紧张，自我感觉回答得

很一般。接着他又问我想从事人力资源的哪方面工作，我随口说了个员工职业规划。没想到他在我毫无防备之时

突然问道：“How about your English？”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答道：“I think I can speak to you in English.”其实这

样的表达并不地道，但我的反应还算快。（事后我也了解到他主要就是考察我的应变能力，而并非真的特别注重英

语口语。）不过随后他的提问还真难住我了，用英语问我是怎样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的。天哪，这个问题叫

我用中文都未必能很好的回答，何况是英文！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说。说完 first 之后，second 就不知道该如何

说起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窘态，说了句让我感激三生的话：“OK，never mind。回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来

复试。”然后递给我一张复试通知单。晕，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答得这么烂还进复试了。。。赶忙道了声谢谢

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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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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