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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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简介 

1.1 概况介绍 

亚马逊公司（Amazon，简称亚马逊；NASDAQ：AMZN），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网络电子商务公司，

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网络上最早开始经营电子商务的公司之一，亚马逊成立于 1994

年，一开始只经营网络的书籍销售业务，现在则扩及了范围相当广的其他产品，已成为全球

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和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在公司名下，也包括了

AlexaInternet、a9、lab126、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IMDB）等

子公司。 

 

亚马逊及其它销售商为客户提供数百万种独特的全新、翻新及二手商品，如图书、影视、音

乐和游戏、数码下载、电子和电脑、家居园艺用品、玩具、婴幼儿用品、食品、服饰、鞋类

和珠宝、健康和个人护理用品、体育及户外用品、玩具、汽车及工业产品等。 

 

2004年 8月，亚马逊全资收购卓越网。2019年 7月 18 日，亚马逊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

的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2022年 5月，据美国媒体报道，亚马逊公司计划将 3000多颗

卫星送入近地轨道，以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这个项目被称为“柯伊伯计划”（ProjectKuiper）。 

 

2021年 7月，杰夫·贝索斯正式卸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由安迪·贾西继任。2021 年《财

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第 3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亚马逊的概况，你可以访问亚马逊官方网站：https://www.amaz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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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亚马逊笔试资料 

2.1 AWS 笔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1725-1-1.html 

aws 管培，分为逻辑测试，英语能力测试，和销售性格测试。 

这个笔试每一道题做了后不能回去改答案的！！大家一定要看准了提交。 

 

英语：改语法那块不难，单词替换很难，也没办法准备，都看个人积累。阅读理解也不难。 

 

逻辑：时间太赶了，最后有 5 道题没做。数学逻辑不难，还有好多代码题也不难但是需要花

时间去想。 

 

 

如果就看逻辑和英语两块，38 道题，如果按一分一题这样算，楼主估计 26 分左右。哎还是

太渣了，估计下一关悬。 

 

 

祝好！ 

 

 

 

2.2 亚马逊 OT 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1587-1-1.html 

投递的岗位是全球开店客户经理，OT 分为两部分： 

1. 逻辑题（18 题/20 分钟） 

中文的题目，题目总体不难，数字推理、逻辑分析都有涉及，注意把控时间就好啦~ 

2.英语题（20 题/20 分钟) 

都是选择题，主要考察单词量、语法知识以及阅读理解能力。（最后会有两篇英文阅读理解，

所以大家做题目时一定要把控节奏，不然做阅读理解部分的时候会很慌） 

感觉亚马逊的 OT 和普通的行测题还真是有点儿不太一样 ，做题界面很特别，有些

题目还真是第一次见，可能也是 lz 刷题刷的还不够多吧  

希望能帮到大家一些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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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任何 OT都要把握做题的节奏，lz就是对于解题太固执了，有时候会忘记 时间飞逝 啊！！！ 

希望大家都能在 2020 的下半年收到自己的 Dream Offer 啦 :) 

 

 

请问这种 ot 可以用纸笔吗？比如数学找规律题的时候可以写下来吗？ 

OT 都可以用纸笔运算的呀，如果没有明确表示不能用计算器（lz 还没有碰见过），记得一定

要备一个计算器！虽然亚马逊的 OT 没有太多计算的部分，更多的是推理和逻辑，但是其他

企业的 OT 很多都是有材料分析和奥数题的....所以有计算器真的会算快很多 der！！ 

2.3 18 亚马逊-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320-1-1.html 

不知道为啥投的“消费者业务管理培训生（零售）”，到笔试的时候就变成“云计算市场拓展

管理培训生”，文字的艺术真伟大。 

 

 

笔试有摄像监控，60 分钟 3 部分，每部分 20min，每道（包括阅读大题里的小题）做完按

两个键确认，确认后就不能返回修改了，所以需要把控做题速度，不用过快也绝对不能慢。 

一、逻辑推理 18 题，部分题类似行测的逻辑推理题，但是楼主一开始做到了几道字母与数

字关联的题，好几题不会浪费了时间导致最后一题没提交，建议大家该跳就跳。 

二、英语单词、同义替换、语法、阅读共 18 道，2 篇阅读一篇 4 道，这趴也是要快点做，

不然阅读时间紧就不好了。 

三、销售情景测试，变相的性格测试啦，不需要准备的。 

 

 

整体难度感觉并不夸张，但是要快点做，以上。 

 

祝大家都能斩获 dream offer！ 

 

 

2.4 AWS-销售管培笔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292-1-1.html 

首先感受：好难！没接触过 AMACT的题库，非常不适应，有大神存在当然另当别论  

 

三大部分在邮件里写了： 

1. 逻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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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有好几类型的题目，包括数列题、字母表替换（喜欢玩密码的人可能觉得简单）、

方向题、词组逻辑关系等等 

2. 英语能力 

    分为几类，最后是两篇还是三篇阅读题来着，每篇阅读有 2-3个题，前面的英语测试

包括同义词反义词、改错、填空等等 

3. 销售能力 

    中文，通过某一特定场景选出最佳和最差的回应，这个很简单，主要靠 business sense 

 

最后的最后，个人感受，1/2部分题量大，时间紧，容易找不到头绪，英语题前面一旦选了

就不要犹豫，抓紧时间。这个系统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确认答案后就不能再改动，而确认答

案还必须另外点提交答案的按钮，很迷...太累了，去休息一会，就酱 

 

 

 

2.5 亚马逊非技术类笔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66155-1-1.html 

刚刚做完 Amazon 的笔试来回馈一下大家，希望神奇的网站帮我攒人品拿 offer。 

笔试一共三部分，逻辑，英文和销售能力测试，要求 11 号 24 点前做完，大概给了三天半

的时间。搜了网上实在没什么资源可看，所以直接裸考的，做完感觉的确也不是很需要准备。

逻辑部分总体来说蛮简单的，初中数学知识就可以掌握，只是前面推理费了点功夫，时间差

不多刚好够用。英文考的词汇挺难的，当然我本身英文词汇是个坑，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没法

准备，后面的阅读很长，时间紧，建议前面快一点做。销售能力测试就 be yourself，就是

给你一些销售场景问你哪个最好那个最差。大概是这样，希望小伙伴们都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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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亚马逊面试资料 

3.1 Amazon Shanghai Account Manager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1 月 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691-1-1.html 

是一次很奇特的面试经历。。。 

 

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中国卖家出海，强调强数据分析能力。 

但直线经理对于工作内容的解释并不大方，涉及到什么数据的什么分析、有哪些项目要进行

怎么样的管理，解释的都太宽泛。对于我自己个人经验中涉及的数据分析问的很细，感觉是

想找经历能完全对应的。 

 

从我面试其他数据分析岗位的经验来看，起码要有笔试和 case study 去检测数据分析能力，

因而觉得此面试要求并不清晰。 

 

 

3.2 2021 秋招 全球开店客户经理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484-1-1.html 

分享面经攒 rp 啊！！！许愿亚马逊上岸！！！ 

 

9.8 投递 

 

9.11 做完测评 

 

9.17 群面 一组 8 个人 一个小时 

英文自我介绍 

中文 Case 讨论+总结 

 

9.24 两轮 loop 面 每轮 45 分钟 1v1 

基本中文 遇到了一个英文问题 行为面 针对个人经历提问 

1.分享一段领导团队的经历 

2.分享一段学习新技能的经历 

3.分享一段 tight deadline 的经历 

4.分享一段承诺没有实现的经历 

然后追问困难在哪里 怎么改进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5691-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484-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亚马逊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8 页 共 17 页 

希望亚马逊能够上岸！！！真的好喜欢亚马逊的氛围！！！想进亚马逊！！！ 

保佑我有 offer 吧！！！ 

 

 

3.3 11.15 消费-上海-群面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8894-1-1.html 

11.15 上海亚马逊一面流程分享 

 

时间 

11.15 上午 

 

地点 

长宁来福士写字楼 

 

流程 

面试前：写字楼接待处登记，坐电梯到楼上签到，引导人员安排入场。 

面试：形式为无领导小组，6-7 人一组面对两位面试官。时间安排：5min 英语自我介绍，

5min 读题，5min 就面试流程答疑，30min 讨论，5min 最终陈述。 

面试后：随时自行离开。 

 

题目 

电商运营相关，由于一面还在进行中，所以不作具体透露，几天后会在评论中分享。 

 

 

祝各位都好运！ 

 

 

——12.3 更新终面相关—— 

 

时间线：11.15 一面——11.22 通知进入终面——11.27 邮件通知面试安排——11.28，11.29，

12.2 进行终面——等待 ing 

 

面试流程：终面两轮，每轮 45min one-on-one 

 

面试内容：个人经历，并针对细节 challenge 

 

面试形式：线上/线下/一轮线上一轮线下 

 

另，补充一面 case： 

一外贸在某电商平台上线后业绩不佳，试分析 why & how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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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我们都好运！ 

 

3.4 AWS BD Trainee SH 面经（收到口头 offer 啦）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2887-1-1.html 

背景：双 985 硕士 非 CS 科班 有一份 fortune 500 科技公司实习，实习部门业务和云弱相

关 

 

网申和笔试就不说了，往年 BD 的经验贴比较少。所以说一说面试的具体情况。 

 

1 面（PPT 面） 

准备：提早两个礼拜左右邀请参加 ppt 面，邮件里会给到很多 pdf 资料和网站链接，基本都

是 aws 云服务的简介，需要自己学习和了解。然后有一个未完成的 ppt，需要选择一个 aws

解决方案案例进行讲解，并自行添加不超过 5 页 ppt。 

tips：1.给的文档有一些是全英文的，看起来比较费力，可以去 aws 官网上找资料，往往可

以找到相应的中文版本 

        2_aws 案例中心的案例内容都比较少，可以去 aws 视频中心，会有一些视频课是专

门讲解客户案例的。里面讲的会比较清楚，并且会给架构图。 

面试：要求自带电脑和 U 盘，直接用自己电脑连投影仪讲解（但没有 type C 接口），U 盘是

应急用。同一时间段会有好几个房间进行，据说一般是两个面试官，但我那天来了四个，两

个比较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和两个有点大佬的面试官。讲解 ppt 中英文自选，我觉得内容还

是比较专业所以用的中文。面试过程就是模拟在未来工作场景中给客户讲解 aws 的情况，

两个年轻的面试官负责充当客户，会在你讲解过程中随时打断和提问。提问内容会非常细节，

小到 ppt 角落上的图形都会问，所以准备的时候尽量把 ppt 上的所有内容都掌握，当然时间

关系掌握不了全部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一轮考察的主要是面试者快速学习的能力以及在面

对不熟悉的问题的临场反应能力。不管被 challenge 多少次，都要保持微笑，出去见客户也

不可能中途放弃的。 

ppt 讲解结束以后面试官还会和你聊几句，很随意问问你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云市场有

什么了解，为什么要来 aws 等等 

 

2 面 

大概十天后收到二面邀请，和 hr 约好时间即可。因为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面经，终面基

本就是聊简历聊人生，所以有所懈怠，没有对 aws 的业务知识进行回顾，这一点算是二面

比较扣分的地方。 

SH office 好像就一天，我看列表上大概 30 位候选人，每场 4 位，面试官两两交换，每位候

选人都要和两位面试官分别进行 30mins 的 1-1 

第一轮：是 ppt 面的时候我归为大佬的一位面试官，感觉像是比较懂技术的，没有自我介绍，

首先问了对上次 ppt 面试被 challenge 的问题有没有进行后续了解，然后就是大概 10mins

的快问快答，全部是关于 aws 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定价方案，几种存储服务的区别，架

构等等。面试官一边听一遍在电脑上记录。非常快节奏。然后就是针对你简历的提问 1.在

很紧急的情况下完成的一项任务，有没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怎么改进；2.在实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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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主动去承担职责之外的工作，举例说明；还有一两个想不起来了，但大概都是类似八

大问对个人经历的挖掘。因为要交换面试官，所以时间掐的非常准确 30mins 到了面试官就

出门，等待下一个面试官。 

第二轮：是一个业务小姐姐。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会让做一个自我介绍，第二轮就没有

再考察专业知识，除了对简历的挖掘以外，会问为什么选这一行，why aws 这样的问题，

并且还问了有没有别的 offer 这些。 

ps：两轮单面都有问到你主动去承担一些事情的经历，可能比较看重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特质。 

另外，因为实习经历也涉及云业务，所以面试官都会比较关心这段经历，对我这样一个非科

班出身来说应该是蛮大的加分项。 

 

17 号面的，因为比较急所以给 aws 的邮箱发了邮件询问面试反馈，期间在论坛上也没看到

什么消息。今天中午收到回信，说面试通过，让我等 hr 进行 offer 沟通，算是口头 offer 了

吧，超级开心！也祝大家都有好结果！ 

 

 

3.5 AWS BD 终面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1265-1-1.html 

楼主是上海场的现场，周六早上十点的。刚到的时候就看到有好几个小姐姐等在那里了。然

后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开始面试的。 

第一个面试官是个台湾男生，上来直接开始提问上次 pre 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失误，以及哪些

问题没有答上来。然后他会看上一轮面试官的记录。接着是一些保洁八大问的问题，还算和

谐。 

第一个面试官是个女 manager，看起来很利索，上来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开始介绍每一个

实习经历，直接抓了一个出来问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启发。然后我的悲剧就来了！问我 aws

可以在其中有什么作用，然后开始问我专业问题，可以计算的服务都有什么，我我我，直接

宕机了。最后是一些行为面试。然后因为时间不够了就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很仓促就结束

了。 

对了还会问你已经有几个 offer，然后为什么想来 aws。 

大家都说这是个神奇的网站，希望后面那位女 manager 可以不要把我投票出局（哭哭 

 

 

 

3.6 AWS BD PPT 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4705-1-1.html 

今天上午刚面完 PPT 面，因为之前自己找 PPT 面的面经较少，所以来写一下感受，也希望

这个神奇的网站能保佑拿到 offer 呀~~ 

#亚马逊的面试会准时开始，所以建议提前到有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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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试间是两个面试官，进去之后会让交简历，然后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针对简历问

了一下学校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连上自己的电脑演讲 PPT。注意面试官会随时的打断（我一直以为是像邮件里

通知那样演讲完再问问题的，所以一开始就被打断懵逼了一下）。 

#问的问题很细，PPT 上出现的每个数字或者产品都有可能会被追问，比如我就被问到了

AWS 在不同可用区间同步数据要花的时间是多少；或者就是会问你 AWS 提供的两个服务之

间有什么不同。但应该是在发的材料上都有，我由于准备时间太少了好多确实想不起来，以

后面试的同学可以多花时间准备准备。 

#但是被 challenge 了也不要慌，面试官其实人都是很好的，面完还会送到电梯口的~~面试

的时候他们只是超进入客户的角色的，问很多问题也是情境模拟看之后如果被客户怼了会怎

么反应。 

#自己准备的案例的部分他们倒确实不会问问题。全部说完后，他们会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全程下来时间将近一个小时。 

总体来说，亚马逊的面试组织安排的很不错的，能准时开始和结束真的给人感觉超好。最后

希望秋招季大家都早早拿到心仪的 offer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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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亚马逊综合求职资料 

4.1 aws bd 上海终面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0636-1-1.html 

简单记录一下校招流程，供需要的同学参考～ 

1、笔试     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普通的行测 

2、一面 ppt 面     和论坛里的新帖描述的一致，面试官问的非常细，需要对 ppt 每个角落

出现的单词或者概念非常熟悉，我有一半多的问题都没回答上来。最后面试官说一面就是想

看看大家的学习能力，可以掌握到什么程度 

3、终面   两轮 1v1，分别 30 分钟。两个人问的问题差不多。包括:团队合作的经历（在团

队中具体做了哪些贡献）、在过去掌握的一项能力、主动承担的份外工作、接触客户的经历、

对 aws 的了解、为什么要选择 aws、问他一个问题等等。还有一些记不清了。大家在网申

别的公司的时候应该都有遇到过开放性问题，还有 AI 面试 VI 面试中的题，终面问题大致就

是那种类型。 

 

最后面完问了工作人员什么时候出结果，她说不一定，要看公司的决定，不像终面会在两周

内通知。 

 

 

4.2 分享我去亚马逊 SHOPBOP 面试，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7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654-1-1.html 

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现在才开始复盘，写出来给大家作为参考吧。有一天我在家无聊地

刷着微博，突然发现了一条信息。SHOPBOP 在官微发布了一条新媒体运营的招聘信息，毕

竟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公司亚马逊旗下的 SHOPBOP 发布的。莫非知道我一直想换工

作，然后就让我看到了这条招聘信息，真真是笑得合不拢嘴啊！怕有人不相信，我先在前面

放个微博招聘的截图，听说他们现在还在招人……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0636-1-1.html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6654-1-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亚马逊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3 页 共 17 页 

 
仔细看了他们招人的要求，新媒体运营比较符合我的预期想法： 

1、会文案会写作，对时尚有很强的敏感度 

2、会 PS 会用办公软件会公众号排版 

这对我而言简直是 so easy 好吗？这职位简直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然后我再往下看，原来

还有 2 个作业，必须先交作业，他们看了作业后才会决定是否面试。 

第一个作业是写一篇500字左右的SHOPBOP上小众品牌介绍+10张图片，这个也很简单啊，

毕竟我平时也会在 shopbop 上买东西刷 shopbop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什么的，这作业可难不

倒我了。于是大概介绍了 5 个我最喜欢的小众包包品牌，比如我买过的 Kayu 草编包啊、最

近出镜率很高的 Yuzefi 小方包啊、Manu Atelier 经典的箭头包等等……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总之都是我种草和拔草的包就对了，图片么，自然是 Ins 上的美图咯~~（此处科*学*上*

网略过不表） 

第 2 个作业就是结合热点出一个适合 shopbop 调性的选题和大纲了，第二个作业花了点时

间想想，毕竟又要结合热点又要符合 shopbop 调性。后来我出了一个和创造 101 相关的选

题（因为我那段时间刚好在追创造 101）。 

 

作业写好后，我就将我的简历和作业一起发到他们邮箱了。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的那两

天还是很心急的，天天刷邮件，还好后来还是等到面试通知了！！！约了下午 2 点去面试~~ 

 

面试的那天，我一点半就到啦，没等一会前台的小姐姐就叫我去会议室面试。 地理位置还

不错，办公环境感觉很有创意，随手拍了个角落，有茶也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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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的过程其实还挺轻松的，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主要是看对 SHOPBOP 的了解程度： 

1、包括她们的平台定位啊，轻奢小众，网站有很多设计师品牌 

2、还问了我觉得网站有什么优势和不足的地方，我夸了夸网站现在的图片排版好看，另外

除银联之外支持支付宝付款，也比较方便开辟中国市场。 

3、不足之处提了一下网站主要偏女装时尚，没有美妆类别， 

还问了一些，例如我日常获取时尚资讯渠道都有哪些等问题，并又安排了一篇作业，根据自

己写的选题写一篇原创微信文章。 

 

回去又准备了一下文章，发过去就……没什么消息了，后来才告知我，文章写的不够符合

shopbop 的调性，没能进入接下来的面试。心塞塞，想去没去成…… 

 

这就是我苦逼的面试经历了，心理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哭 o(╥﹏╥)o！！！！你们也来谈谈

在面试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失败的面试经历吧，一起聊聊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心！！！比心 

4.3 2019 届 AWS BD trainee 校招流程复盘（已收到拒信，

回馈大众）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82279-1-1.html 

已收到邮件拒信，参加了笔试、初面和终面，感觉最好的是终面，但是终面后收到了拒信，

可能自身实习经验偏少以及不符合 AWS 的招聘要求吧，对 AWS 还是很有好感的，很可惜。 

期间从论坛搜索到了很多有用的消息，关于 AWS BD trainee 是从去年才开始有大规模校招

的。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写此贴回馈大众和接下来准备找工作的 baby 们，保佑我接下

来学习顺利毕业顺利申请顺利！ 

 

 

2018 年 10 月 24 日 亚马逊笔试 

 

笔试时间：1 hour 

逻辑题：20mins 

英语：单选 两篇阅读 20mins 

销售类题目 

 

2018 年 11 月 3 日 亚马逊初面 

 

#流程复盘： 

首先，男面试官接待进入面试 room，给倒了一杯水，然后交谈了几句，两点正式开始讲解

ppt。 

会在 ppt 讲解过程中打断问问题，比如如何理解 aws 的弹性容量，EMR、S3 等右上角的图

片能否解释一下，datacenter 和可用区之间有什么区别，能否用自己的话对 AWS 的业务进

行讲解，对每项 AWS 服务里面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提问，能否用自己的话对 AWS 的托管框

架进行复述。 

对自己做的案例并没有着重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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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英文自我介绍。 

为什么选择 AWS（和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联度） 

喜欢 AWS 吗？享受做这一次面试准备吗？ 

你能提一些问题吗？ 

that’s all 

 

2018 年 11 月 16 日 亚马逊终面 

 

#流程复盘： 

part 1：女面试官 

先浏览了我的简历，并没有让我自我介绍，而是说我简历上的实习经验不足，一是实习经历

少，二是实习时间短，然后对最新一段实习经历进行了询问。 

然后对专业和岗位不匹配进行了说明，主要关注点在于没有过多的实习经验，对于学生活动

or 建模 or other 比赛并不关注。 

然后看了我上一次面试的结论，大概他们那里会对上一次面试进行一个总结，然后让我自己

评价一下，我大概评价一下，然后说自己对上一次表现不是特别满意，因为专业知识领悟不

足，然后面试官的问题没有完全回答出来，但是用自己的话解释了。然后女面试官要求我复

述上一次有哪些问题没有回答出来，然后回去是否重新看了，再解释一下。我对两个问题进

行了复述，一个是 region、az 和 data center 的区别，一个是对弹性如何理解，以及 aws

如何运作弹性（此处如何运作弹性实在是不清楚，没有说明好）。 

然后她说简历上的内容基本都了解了，给我一支笔，让我向其进行推销。这里需要自己设置

情景，然后快速反应，大概给了几分钟准备时间，她会模拟不感兴趣的客户，随意搭话，然

后需要你做出对策。自我感觉我的表述逻辑性不强，需要改善。 

最后就是向面试官提问，that’s all。（提问的是 aws bd trainee 近几年才开始校招，在培训

后职员的走向和职位晋升） 

 

part 2：男面试官 

非本部门，属于 commercial xxx，记不太清了，和市场拓展是上下游关系的一位领导。 

首先让我自我介绍，在自我介绍过程中浏览简历。也是说明实习经历少、实习时间短，就几

次实习进行提问，比如最有收获？印象最深刻？最困难的一次？然后让我解释一下关于最新

一段实习中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 why 选择 aws，我有什么其他 offer 吗，或者我是否有投

其他公司，都是什么方向的，然后我找工作最看重哪一点（这一部分 part1 也有提问）。 

对本科时期做过的几个调研、大创项目问了问题，然后对结论进行询问。 

part2 面试，我对我简历上没有写但是本科做过的一次市场营销创业项目做了说明，主要是

我本身真的没有太多实习经历，但是我本硕参加了不少活动，包括参加学校的 TEDx 的创建

和活动组织，但是面试官都没有问，所以就把握机会主动说了一次关于二手书店的创业营销。 

男面试官又对我本专业和 aws 能否结合进行了询问，我回答了两个可以应用 aws 在本专业

的例子，这一部分回答的还可以。 

最后依旧是向其提问问题，that’s all。（最看重求职者哪方面能力） 

 

拒信是统一的模板（人的成长就是从收到拒信开始鸭！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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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azon China campus recruiting team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Amazon. At this time we are not moving forward with your application. 

 

At Amazon we believe that many candidates have the ability to grow over time and gain 

new skills and experience.  We welcome you to reapply to future 

positions.  https://_am**on_cn/ is updated daily with new job postings throughout the 

world. Your profile will be kept active in our system and if your skills match a future 

position we may reach out to you to determine your interest. 

 

Amazon values our job-seeking candidates who are often also our customers.  Please 

continue to stay connected with our company to learn about new and exciting innovations.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and trust,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Sincerely, 

Amazon China Campus Recruit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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