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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声明： 

本文由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http://www.yingjiesheng.com）收集、整理、编辑，内容来自

于相关 

企业的官方网站及论坛热心同学贡献，内容属于我们广大的求职同学，欢迎大家与同学好友分享，让更多

同学得 

益，此为编写这套应届生大礼包 2023 的本义。 

祝所有同学都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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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淡马锡简介 

1.1 概况介绍 

淡马锡（Temasek，淡马锡公司）成立于 1974年，是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以私人名义注

册的一家控股公司，经营新加坡开发银行等 36家国联企业的股权。 

 

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 23家国联企业（可视为其子公司），其中 14家为独资公司、7家上

市公司和 2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 2000 多家，职工总人数达 14万人，总资

产超过 420亿美元，占全国 GDP的 8%左右。 

 

2018年 7月 9日，淡马锡控股的投资组合价值达 3000亿新加坡元（约合 2210亿美元）。  2018

年 1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18世界品牌 500强》榜单，淡马锡排名第 434。2019年

11月 16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活跃投资机构百强榜》，淡马锡排名第

23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淡马锡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淡马锡官方网站：

https://www.temasek.com.sg/e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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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淡马锡笔试资料 

2.1 Pymetrics Games 感受+技术总结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3188-1-1.html 

做完之后感觉心情有点复杂。印象深刻的几个点说一说：1. GIC 的 Pymetrics 一共是 12 个

游戏，做完了会给你出一个各个特点的指标，但不会有一个结论说你适合什么工作。不过我

在 reddit 上看直接去官网做着玩的话，官网会给你一个适合什么职业的结论。官网链接如下：

http://pymetrics_com 

这个系统联合利华感觉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包含了快速记忆数字（其实完全可以用纸笔记

录。。。），戳气球赚钱，和“系统搭档”互相打钱，抽卡随机输赢，和各种反应类、策略类游戏。 

 

2. GIC 的 values 我在做 pymetrics 之前查了一下，是 PRIME，就是 Prudence, Respect, 

Integrity, Merit and Exellence. 我个人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大体上对于应聘者的要求应该是

谨慎，明智，能力强，有团队协作精神，*不太爱冒险，百分之百遵循法律法规的这么个印

象。 具体官网和更多的描述在这里：https://www_gic_com_sg/about-gic/our-values/ 如果

有人有不同理解或者感受，欢迎讨论。 

 

3. 因此，某几个游戏做的时候可以适当调整一下玩法。比如和所谓的"系统搭档搭档"互相

打钱的游戏里，不要把钱全部给出去比较好？这个游戏是用来衡量 how trusting you are,我

在 reddit 上看到有人说选了全给，最后网站推荐他去 NGO...所以我觉得展现出适当的谨慎

和怀疑也许更合适一点。 

 

4. 另外，既然我个人认为 GIC 不喜欢 risk taker，（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那么给气球充

气的那个游戏里，比较合适的做法应该是求稳，不用打很多气，确保每个气球都有收益，不

爆炸的话比较好。 

 

5.我觉得最滑稽的一个游戏就是：出现红圆按空格，绿圆不按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测试集中

力的。但是，你以为全按对了就是最好吗！根本不是的！这个搞笑的系统会随之把你的

multitask（多线进程）的能力放低！所以请大家做的时候稍微放一两次水，这样你多线处

理的能力会高一点。做完了我真的挺气的，说实话，这个游戏只要求人集中几十秒，是个人

都应该能完全集中吧，为什么完全做对就说明我无法多线处理事务？？什么事情是几十秒就

会分心的，惊了，不觉得非常公平。 

 

6.最水的游戏应该是记忆数字，因为其实回答是不限时的，所以你出现数字的时候记录下来，

然后一个个打进去就好了，隔壁联合利华有人玩到 50 多个数字，其实没什么必要，我觉得

顶多 35，你记忆那条的指标就拉满了。（我做到了 39 个，累计错 3 个时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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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淡马锡面试资料 

3.1 2021 summer GIC Video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918-1-1.html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tell us why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GIC Internship Program. 

Workplaces often require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complex and changing environments. Please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had to adapt to a changing environment. Describe the situation, 

your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 

Please describe a time you tried to convince your teammates to go with an approach you 

believed was the better way. Describe the situation, your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 

Please describe a time you received critical feedback from a peer or a person of authority that 

altered your approach to an activity, task or project.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 feedback? 

Describe the situation, your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 

Tell me about a situation in which you needed to make an important decision quickly, but were 

faced with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Please describe the situation, your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 Given a second chance,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differently, 

and why? 

Please describe a time you set challenging goals for yourself and what you did to achieve these 

goals. Describe the situation, your approach, and the outcome. 

 

 

 

3.2 2020 GIC Summer VI 题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4277-1-1.html 

GIC 所有的题目都有一个 context，然后根据 context 问问题。其实我觉得每个 context 都不

是很长，读题还是比较ok的。最后一个兴趣爱好的问题我没有系统准备啊....就张口就来了，

有点慌。。。 

 

1. 先讲了一下 GIC 的 mission 之类的，然后问题是介绍你的背景+为什么选择 GIC 

2. 给了两张图，一张是团队合作，另一张是单独工作，问你根据你个人的经历更喜欢哪一

个。 

3.如果你是团队的新成员，你有新的看法、做法会挑战现有做法的，你会怎么解决？面对强

烈的反对意见你会如何处理？ 

4.你有没有经历过不同的人给你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的情景，你是如何解决的 

5.你有没有遇到过 critical feedback（我理解是批评），你是什么反应？ 

6.你有没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一个 passion？你为它都做了什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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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IC Summer Intern 2020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1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5611-1-1.html 

楼主申请的是新加坡 GIC Office 2020 Summer risk 方向的 

借宝地 讲一下 GIC 的 video interview 面经 

六道题 

每道题 3 分钟回答 半分钟准备 

题目长度大约占了半个屏幕，阅读量比较大，需要准备很充分以及反应很快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只大概记得三道题的内容 

 

1.    Self introduction and why GIC 

2.    Teamwork vs work independently 

3.    Describe a time when you propose new ideas. Do you encounter resistance? 

 

如果有申请 GIC 2020 summer 欢迎一起交流 

 

 

 

 

3.4 First round: Temasek Associate Internship 

Programme 2017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4042-1-1.html 

Part 1 Online Test 

Inductive test+Verbal test+Numerical test 【SHL version】 

 

Part 2 Video Interview questions 

1. Why are you keen on the position of Temasek (30s) 

2. What's the emerging opportunity you find(30s) 

3_Which industry will you choose to invest? Why?(90s) 

4_The experience of dilemma/conflict? What do you takeback(90s) 

5_The proudest experience in the past(90s) 

6. If you are to establish a company tmr, state the 3 most important value you put 

in it?(90s) 

7. What do you think the curr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120s) 

8. Tell us more about yourself (1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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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淡马锡综合求职资料 

4.1 淡马锡 16 年 10.27 VI&OT 经验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64063-1-1.html 

之前在 BBS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自己需要的，，深感那种无力感啊，，我来造福后来者吧。 

 

VI 视频面试手机 APP 或者电脑网页登录都 ok，但是我没有找到所谓的可以录制第二遍的渠

道，或者压根就没有二次机会？我也不太清楚，不予置评。 

 

我面的是 8 道题，从朋友的反馈来看，应该是题库，每个人抽到的题目不全都一样，但可能

会有重复的，看运气了。 

 

关于具体问题： 

1、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会选择什么地理的 region，and why？ 

2、what motivates you? 

3、别人冒犯了你的 integrity（淡马锡的 MERITT 之一）的经历，what's the takeaway 

4、自我介绍 

 

只记得这么多，真记不起来了，抱歉啦！ 

 

有的问题准备 30s，回答 90s； 

有的问题准备 60s，回答 120s； 

自我介绍准备 5s，回答 120s； 

 

关于 OT，今年用的 SHL 的题目，感觉不难，能用中文，也能用英文，随自己意愿。 

verbal：19min  30 道题； 

numerical：25min  18 道题 

logical：24min 25 道题 

感觉跟四大那种差不多，excluding KPMG。 

 

ok， that's all， hope it could help you guys. 

 

 

 

4.2 2016 Temasek Associate Program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5 年 12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2113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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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里的帖子都太老了，发个新鲜面经攒 RP。 

 

大概 8、9 月份的时候淡马锡官网上 po 出 associate program 的信息，按照上面的说法，今

年北京、上海各招两人。 

 

网申后的流程大致为： 

- 10 月底 online test (SHL & Video interview) 

- 11 月中下旬 Assessment Center Experience（北京、上海 office 的申请者一起） 

- 12 月初 MD 面，几天后 Senior MD 面 

 

很欣赏淡马锡这个公司和面试过程中遇到的人，期待好运，也祝大家拿到满意的 offer！ 

 

 

 

4.3 笔试&群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6 年 7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048371-1-1.html 

电话面试主要包括对英语能力的考察，对未来职业方向的询问等 

笔试时间为一个下午，3 小时左右，包括英文作文，行测图形推理等。 

群面先是轮流介绍自己，之后是案例讨论，大概是一个关于产品应当侧重的推广点是什么，

讨论完是群殴，互相说对方的表现。 

没有被录取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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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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版，2023 校园招聘冲刺）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yingjiesheng.com 

该电子书特色：内容涵盖了包括职业规划、简历制作、笔试面试、企业招聘日程、招聘陷阱、

签约违约、户口问题、公务员以及创业等求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包含了各类职业介

绍、行业及企业介绍、求职准备及技巧、网申及 Open Question、简历中英文模板及实例点

评、面试各类型全面介绍、户口档案及报到证等内容，2023 届同学求职推荐必读。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中国领先的大学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微信小程序最新版上线 

微信扫一扫，使用小程序随时查看最新、最全的校园招聘/宣讲会信

息，参与笔面试经验讨论，查看录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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