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尔 

应届生论坛戴尔版：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265-1.html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 2023 版-其他行业及知名企业资料下载区：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应届生求职招聘论坛（推荐）：  

http://bbs.yingjiesheng.com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265-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forum-436-1.html
http://bbs.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戴尔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2 页 共 18 页 

目录 

第一章 戴尔简介 ............................................................................................................................. 3 

1.1概况介绍 ............................................................................................................................ 3 

第二章 戴尔面试资料 ..................................................................................................................... 4 

2.1 戴尔 FDP 2021秋招 ........................................................................................................ 4 

2.2 Dell FDP 2022校招面试 ................................................................................................ 4 

2.3 2021 summer FDP 经验分享 ............................................................................................ 5 

2.4 DELL春招 FDP面经分享 .................................................................................................. 6 

2.5 戴尔 FDP 二轮群面凉凉面经 .......................................................................................... 7 

2.6 戴尔两次面试 ................................................................................................................... 7 

2.7 新鲜出炉的 FDP（北京）电面面经 ................................................................................ 8 

2.8 戴尔 Dell Digital Interview 原题分享 ................................................................... 8 

2.9 戴尔 Digital Interview ............................................................................................... 9 

2.10 DELL digital interview ............................................................................................. 9 

2.11 DELL Digital Interview ........................................................................................... 10 

2.12 2019 Dell Summer FDP Intern 戴尔面试经验分享 ............................................... 10 

2.13 热乎乎的戴尔 SCDP面经 ............................................................................................. 12 

第三章 戴尔综合求职资料 ........................................................................................................... 13 

3.1 Dell FDP暑期实习经验分享 ........................................................................................ 13 

3.2 2018 Dell 暑期实习笔试面试（供应链管理） ......................................................... 15 

3.3 2017戴尔 FDP实习面经 ................................................................................................ 16 

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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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尔简介 

1.1 概况介绍 

戴尔（Dell），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朗德罗克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由迈克尔·戴

尔于 1984年创立。戴尔以生产、设计、销售家用以及办公室电脑而闻名，不过它同时也涉

足高端电脑市场，生产与销售服务器、数据储存设备、网络设备等。 

 

戴尔公司于 1992年进入《财富》杂志 500强之列，戴尔因此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

戴尔公司名列《财富》杂志 500强的第 48位。自 1995 年起，戴尔公司一直名列《财富》杂

志评选的“最受仰慕的公司”，2001年排名第 10位，2011年上升至第 6位。 

 

2018年 1月，戴尔可能与由其控股的云计算公司 VMware达成一项反向合并交易并借此上市。  

2018年 7月 19日，《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发布，戴尔公司位列 93位。2018年 12月，

位列 2018世界品牌 500强。2019年 10月，Interbrand 发布的全球品牌百强榜排名 6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戴尔的概况，你可以访问戴尔官方网站：www.d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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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戴尔面试资料 

2.1 戴尔 FDP 2021 秋招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4577-1-1.html 

 

大概率是凉了所以发一下面经吧哈哈 

群面搜一下别人写的 很详细了 

 

群面通过了，第二天就收到电话说参加单面。 

说一下 3v1 的单面 

 

单面只有 15min 左右，一共有三位考官。其中一位是 hr，负责主持会议的。另外两位类似

于部门 Director。 

 

一开始叫你 self introduction，然后针对了简历的提问。我记得的问题有： 

1.你最骄傲的一次经历，然后针对回答提问了遇到什么困难，你怎么解决的 

2.问了一个：现在都是虚拟会议，不能亲自 f2f，导致沟通不顺畅，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解

决 

3.因为我是跨专业考研，还问了我为什么考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对在 financial 工作有什么好

处 

 

最后 Q&amp;A，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他们的 

 

我的感受是针对简历的比较多，然后会根据你的回答而提问。全程英文。 

 

我面完后自我感觉不太行，估计过不了哈哈。听说戴尔 hr 效率很高，如果通过的话一般第

二天就会接到通知，我没收到电话，所以大概率是凉了。 

 

 

2.2 Dell FDP 2022 校招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3754-1-1.html 

 

第一次发帖，其实是想看看能不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和我一组的小姐姐松涛哈哈哈哈 

真的很 respect，思路清晰，口语还那么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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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投的是 Finance岗位，前几天 Hr给我打电话说 FDP的同事对我感兴趣，邀请我去面

试，我就答应啦 

Dell真的挺好的，他们在前一天开了个 Zoom会议，大概就是解答一下面试流程和常见问题

~如果错过了直播也没关系，晚点 Hr会录屏给到 candidate~真的很人性化了！ 

面试流程如下： 

1_Rule Explanation 5 mins 

2_Self-introduction 5 mins 

3_Discussion 25 mins 

4_Presentation 20 mins 

5_Debate 10 mins 

6.Q&A 10 mins 

Total:75 mins 

 

基本上每组是 6个人，3v3的形式，我们这组只来了 5个人，在自我介绍之前又离开了一位，

所以最后就是 2v2。 

自我介绍之后，Hr会把大家分到不同的 zoom房间里面，在你们讨论完以后回到 main meeting 

room里面。 

除了 Discussion这一段时间可以用中文，其他都必须用英文。 

辩题在这里就不透露了。 

我们小组的除了我好像都是留学生，哈哈哈我也不懂为啥把我搞进来，不过还是硬着头皮上

了！ 

再夸夸我们组的小姐姐，真的思路清晰，口语流利，定了一个时间，之前我们先自己思考，

然后来集合讨论，然后再综合一下，定一下 Pre的形式，就上了！ 

pre完了之后是辩论形式，十分钟，全程 Hr都会把控时间。基本上是 1位主持人，2位 Hr

这样，在你们 Discussion期间他们也会在不同 zoom里面游走，观察大家的表现。 

 

 

最后 Q&A环节就是 Hr提问题给到 candidate，我们被问到的是：1.你和其他 candidate有

什么不同；2.你怎么看待 responsibility和 ownership。 

 

 

听说论坛很灵，祝自己收获心仪的 offer！！！！ 

 

 

2.3 2021 summer FDP 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3446-1-1.html 

 

终于在暑期的最后几周上岸了，被几十家企业拒绝的痛苦与怀疑真是非常折磨……感谢神奇

的论坛，现在我也来回报一下啦~！希望能给到后面的人帮助与参考！ 

lz信息，两财一贸研究生（本科保研本校），四段财务相关实习，有国外交换经历所以口

语不错（雅思口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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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戴尔暑期一开我就投递了北京所/上海所/厦门所，开启了漫长的等捞阶段…… 

4.21接到来自辽宁的电话，hr电面，主要聊基本信息和测试英语水平（询问为什么不去银

行实习/职业规划）等，hr建议转厦门所因为机会更多且今年远程，通知五一后出结果 

5.11线上 zoom一面，3v3 debate，话题就不透露啦，反正是和公司相关的正反讨论，总时

长 1h左右，全英文。希望大家在这一阶段还是要多多表现勇于提问和展示，英文口语是基

础，表达好观点也很重要~ 

5.12就接到通知群面过了~ 

5.14单面，两个 manager纯英面试，约 20min，自我介绍/实习经历就不赘述啦，大家提到

过的 3why和 career path也是必问的，我是重点问最近一份实习经历，了解的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参考一般单面面试内容~ 

5.17过了周末就接到 hr电话说单面通过啦~接 offer 吗，当然接！！！！！！！ 

顺便夸一下 hr的效率，基本就是第二个工作日给反馈……真的很赞很赞（此处 diss 把我扔

在池子里的诸多大厂 

有问题欢迎提问~ 

 

 

 

2.4 DELL 春招 FDP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5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22618-1-1.html 

  

 

搜遍全网也没有 2021 届 FDP 的面经 于是趁着我还有记忆来分享一下~ 

 

网申： 

 

投递了大概一周后突然收到电面 

 

电面（一面）： 

 

HR 小姐姐英语非常好，讲话也比较温柔，赞一个。 

全程大概 10 分钟左右，中英文问题各半。 

 

过了两三天的样子，收到二面通知。 

 

二面（2V1）： 

 

二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总监&主管面的，主要是总监在问问题，另一位主管问的很少。不得

不说总监英文真的杠杠的，自信，慢慢的讲到你听懂，赞一个。全程英文面的，大概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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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戴尔 FDP 二轮群面凉凉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3305-1-1.html 

 

一轮电面，基本上就是之前其他帖子说的几个问题，自我介绍，career path，leadership 活

动经验等等。------------------------------------- 

 

 

二轮 3v3 辩论，在面之前我也搜了一圈好像没有详细讲辩论过程的，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

lz 面完感觉表现很不好，凉的不能再凉了， ，希望能攒攒 rp 投的别的公司快点理我

啊！！ 

全程大概一小时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左右，除了小组内讨论的时候可以用中文，其他都必须

用英文，感觉戴尔还是蛮看中留学经历的，我们面的这组全是留学生，我们组所有人都太强

了太强了说起英语各个口若悬河，我觉得我是说得偏少的那部分人，流泪了。 

 

软件用的是 ZOOM。 

 

自我介绍 （大概 6min） 

公布辩论题目 （2min，主持人公布以后还可以趁着思考思考） 

小组讨论 （15min，此时主持人会把 ZOOM 分成两个小房间，15 分钟到了以后再合并） 

介绍论点 （每组各 3min，时间到了没说完会被打断） 

自由辩论 （15min） 

小组总结 （每组各 2min） 

Q&A （这个时间就看情况了，问的偏结构化面试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回答） 

 

---------------------------------------- 

祝大家面试顺利！ 

-----------------------------------------10.26 更新一下--------------------- 

我们那场辩论的题目是围绕 AI 

最后的 Q&A 是你的优势，你能给戴尔带来什么（注意这也是英文） 

 

 

2.6 戴尔两次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2003-1-1.html 

 

楼主背景 985本，坐标上海。8月就投了戴尔，Global buyer planner的岗位，已获 offer~

两次面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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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电话面试，会考察英文能力，自我介绍，一段经历，比较容易，准备过宝洁八大问的

小伙伴应该没什么问题 

 

隔了一个月左右接到了二面通知 

 

二面：自我介绍＋3why+优缺点+经历考察。前半部分为英文。实习经历会问很多，当时都做

了些什么，自己做的事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要表现出过往经历中自己比较自豪的部分、自己

的主动性，以及自己在经历中的思考、能力。还有，楼主有被问到为什么不做本专业相关的

工种而选择这个岗位，建议小伙伴们明确自己的规划，以及为什么这样规划，为这样的规划

都做了些什么。 

 

 

祝今年参加秋招的小伙伴都能如愿获得心仪的 offer！ 

 

 

 

2.7 新鲜出炉的 FDP（北京）电面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1357-1-1.html 

 

楼主时间线：9.5 投递-10.24digital interview-10.31 电面 

 

昨天就打过电话了，但是当时我在忙，约了今天下午。 

给我面试的是一个小姐姐，整体面试时间很短，就六分钟，英文的部分是做自我介绍和分享

一分钟留学经历（什么都行），中文就是问我对项目了解多少，最后问我有什么问题，告诉

我如果有后续消息会在两周内通知。 

 

神奇的论坛赐我面试~~~ 

 

2.8 戴尔 Dell Digital Interview 原题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624-1-1.html 

 

今天刚做的网络面试。来行善积德造福大家啦！ 

第一部分八道题问一些基本信息。如实回答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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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两道题，英文回答，一共耗时四分半，只有一次回答机会。回答完立即上传回答视

频。 

第一小问：What do you know about Dell Technology?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our 

opportunities and SCDP? 30s 准备 1min30s 回答。 

第二小问：Discribe a time when you made a major decision and were really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 30s 准备 2min 回答。 

祝大家好运啦~ 

 

 

2.9 戴尔 Digital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8150-1-1.html 

  

刚刚做完戴尔的 digital interview 分享一下面经过来攒一下人品 

前 16题是个人信息问题，大概就是毕业学校 GPA 获奖情况之类的，如实填写就好。 

视频面试和其他人一样 

第一问是对戴尔的了解有多少，为什么申请这个项目。准备 30秒，回答 2分钟 

第二问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准备 30秒，回答 2分钟。 

大家可以提前看一下戴尔的官网和校招首页了解一下信息，根据岗位需求有针对性的准备，

中间可以准备的时间挺长的。 

希望我能有机会继续分享下一步的面经吧哈哈 

最后祝大家都能拿到理想的 offer！ 

 

 

2.10 DELL digital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6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0127-1-1.html 

  

刚刚做完来回馈论坛，也顺便求个锦鲤祝自己秋招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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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 FDP 的 

第一部分是书面题，关于基本信息，15 题，如实填写就好 

第二部分两道题，准备时间 30 秒，答题时间 2mins。第一题就是简单的对 DELL 的了解，

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项目；第二题是关于核心竞争力 

 

个人感觉时间挺短的，说说就没了 

 

 

2.11 DELL Digital Interview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0 月 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20055-1-1.html 

 

没有想到我的第一次面试和第一次面经都献给了戴尔-- 

 

虽然自己做了感觉凉凉，但是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吧~ 

先说正式面试，点邮件下面第二个红色按钮开始，前面是 8 个基本信息填写，手打填写就好

~ 

一共有两个问题，正式开始之前呢，会有一分钟的练习，可以不限次数的练习。但是正式的

面试点开就开始了，只有一次机会。。。 

估计第一个问题大家都一样，是对戴尔有多少了解，以及对你申请的项目有多少了解的，之

前有看小伙伴说还有你问什么选择在这个职位，但我的题就只有前面的部分，然后这个只有

一分半，给 30S 准备，时间到会自动给你上传，麽的再来一次的机会--（怪我之前点了第一

个红色按钮进去看另外一个 Interview Prep 给人的意思就像是有不止一次录制的机会的感

觉，所以 我第一个问题木有说完就被上传了，我不该准备两分钟版本，而且重心不

一样，就没来得及及时调整--） 

第二个问题我的是分享你做过的一项重大决定，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两分钟，我

感觉讲的还不错，时间也控制得好，奈何第一个就凉凉了--，然后据小伙伴说第二个也可能

是分享一次成功的经历，但我估计时间都是 2 分钟。 

大家想看第一红色按钮那个视频的话，它是 youtube 的，需要翻墙才可以点的开的说，那

个也会大概介绍一下流程。 

 

最后就是攒一下人品，希望 9 号宝洁不要虐我太惨-- 

 

 

2.12 2019 Dell Summer FDP Intern 戴尔面试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5 月 1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0435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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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 

我是五月初接到的 Dell 小秘打来的面试邀请，说来也巧当时正值 final，差点错过这通电话。

电话里小秘先说我通过了简历筛选，然后邀请 onsite 或者 online 的面试，我当时选了 onsite

的。 

 

说一下项目吧：fdp 全称 finance development program。我个人理解是它更像一个培训项

目，不是普通的实习打杂类。7.1-8.31 为期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有 final presentation 和 test，

有转正的概率。看学长们说 dell 很重视这个培训项目，它由美国总部垂直管理，资源配备丰

富，所以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东西的。转正后会有一个为期 2 年的轮岗培训机会，共轮 4

岗，每个岗位半年，可自行选择兴趣岗位。更多介绍另外帖子有介绍了，主要说一下今年的

面试情况吧。 

 

timeline: 5 月初接到电话通知，online interview 5.10，onsite interview 5.13，second round 

interview 5.15. 

约了一面时间，听人说 online 的面试是 2v2 debate 形式：AI 和人类发展。据说比较看口语

和逻辑，淘汰率不知。Onsite 隔了 2 天，我去的 Dell 厦门总部面试。那个时间段来面试的

一共 16 人（至于 online 或者其他时间段就不知道多少了），分两批面，4v4 的 case study。

淘汰率 50%吧，我们这组由于团队配合得当，加上演讲也都顺利，全都通过了。另一组由

于没分工好，被 challenge 很多问题导致有点崩盘。另一批据说是每组进 2 个人。 

Case study 的流程是带进一个 meetingroom，把两个小组用挡板隔开，十分钟后小秘进来

发 case，3 页。10min 阅读，40min 小组讨论，10minpresentation，10min Q&A，但是 pre

和 Q&A 大家都有小小的超时。我想这取决考官心情吧。 

Tips: 一定不能慌，case study 并不难，考察的是团队协作能力，不要因为想要表现自己而

大包大揽。你们的对手是 case 而不是队友或其他人。哪怕你不是一个 team lead，你是一

个很好的 listener，他们也会认真考虑你。另外就是不要纠结于过多复杂的计算，面试官想

要的是一个思路，条理清晰的陈述与总结，当然，revenue，cost，roi 等计算也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 

Ps：Q&A 每个问题我们组每个人都轮流回答，我觉得 Q&A 往往是最能突出自己，表现自己

应变能力和逻辑的一环。 

一面结束后大约过了 40 分钟，在路上就收到邮件通知预约二面的时间了。我猜他们听完一

轮 pre 后心里也马上有答案了吧。 

二面是隔了一天，继续来厦门面。在邮件里我问了小秘说二面 online 行不行，她说 onsite

的效果会好一点，在这里的“效果”大家自行揣摩啦~ 

一面估计筛掉了一半人，然后二面安排了预约 9am-3pm，每个人 20 分钟。有两个 meeting 

room，2v1，面我的 officer 一个是 financedirector 另一个是 sales director。因为我是统计

专业，一开始还问了些统计方面的知识。然后就是 3why 和 career plan 了，最后问了我关

于 fin 和 acc 方面的经验，由于我本科另一个专业是商科，然后之前在一个小公司实习过多

少了解了些，但是感觉他们并不是很看重这个。 

Tip：要有自信，我遇到的面试官都挺 nice，所以越说越放松。然后在遇到你熟知的领域时，

一定要多聊，举一反三，让他们感觉到你在这个方面有独到见解（同时也为了撑一撑时间

hh）我回答问题超时了有五分钟，他们最后问我有啥问题要问的么，因为后面还有人得接

着面我当时随便问了个通过率就赶紧撤了。 

面完第二天傍晚接到了电话通知，问接不接 offer 吧。我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平静了一会，

答道：我接。然后就是让我等正式 offer 和入职注册了。顺便问了下小蜜招收情况，今年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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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预计招 8 个，上海 1 个，其他地点不知。然后这个项目申请人数是 2000+（说实话要早

知道这么多申请者我是不会申的...） 

 

希望大家都有好 offer，关于 Dell fdp 的更多“内幕”等实习结束了也许会再开个贴跟大家分享

~~ 

 

 

 

2.13 热乎乎的戴尔 SCDP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74540-1-1.html 

  

楼主申请的是厦门的 SCDP，HR提前电话通知我通过了一面，跟我约了二面时间。二面依旧

是电话面，忐忑地等到了下午两点，终于在约定的时间之后 2分钟接到了电话。 

小姐姐很温柔的先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简单说了面试会由中文英文两个部分组成。 

一开始先让我做了个自我介绍，中文或英文都行，我想着之前构思过英文的自我介绍，就直

接要求了要用英文。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小姐姐开始用中文问我问题，了解以及核实了一些简历上面的基本情况，

还问了我为什么要选择 SCDP，一共大概三四个问题吧。 

这些问完以后，小姐姐说接下来我要开始用英文提问。问了一个 What do u think supply 

chain is, Tell a situation that you face difficulty in a project during the oversea 

life, How do u show your leadership. 大概就是这三个问题了。 

楼主在悉尼大学读的研，口语水平 just so-so，一通乱扯 20几分钟就过去了。最后面完轮

到我问问题，大概也是问了她四五个问题就结束了。 

 

最后小姐姐说，如果收到通知的话，在终面的时候能够见到她。我最后来了一句很期待见到

你，哈哈哈。狗腿如我。 

 

Let's it.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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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戴尔综合求职资料 

3.1 Dell FDP 暑期实习经验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6 月 1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54968-1-1.html 

 

真是不得不感叹时间过的太快，去年在 dell 参加暑期实习的日子就像发生

在昨天，转眼间我马上要以一名正式的 FDP 入职啦！为了让更多优秀的小

伙伴加入我们，我要把我从面试到暑期实习再到最后拿到 offer 的全过程

分享给大家～ 

 

     【暑期实习面试】网上投递这些就不赘述了，对于 Summer intern 的面

试一般安排在 5 月中下旬，公司效率很高，所有流程在一天结束。上午是

小组面试，大概 4、5 个 candidate 一组，内容是 corporate finance 相关

的 case，会涉及一些财务知识但不会很难的，所以非财务专业的小伙伴也

不用担心，我想面试官主要想考察的还是你的 business sense，

communication skill 之类的能力。小组讨论之后要做 presentation，还有

Q&A 环节。上午群面结束后会马上出结果，一些同学经过选拔进入到下午

的单面，另一些同学就要止步于此了。公司贴心的为我们提供午餐，经过

上午的烧脑还真是挺饿的～下午的单面要比上午轻松一些了，基本上属于

behavioral interview，面试官会问一些你的学生工作和之前的实习经历还

有职业规划这类问题，中英文不一定。结束之后就可以回去等通知了，如

果有好消息基本不会让你经历太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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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实习】很幸运成为众多候选者中能进入到暑期实习三个人之一，

让我可以零距离的接触了解公司业务并参与其中。8 周的实习过的很有挑

战性，同时又成长多多，欢乐多多。回头看看总结下来，我觉得 dell 的暑

期实习项目和很多公司相比独特也是优势的地方，就是每个实习生都会被

分配到不同的业务细分条线，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研究项目，所以你不用担

心你的实习是打杂当影帝影后，而是亲自经历一个相关业务的研究课题从

建立到最后提出你的解决方案，也见证自己从完全的门外汉到熟悉你所在

项目组的业务整体运营，并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无疑是一个质的

飞跃，也许你自己都惊叹于自己的成长。除了紧张而有序进行你的项目之

外，部门还会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前辈小哥哥小姐姐们的职业生涯经

验分享，公司研究中心参观，team building 等等。暑期结束之前会有一个

最终 pre 作为评价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很想说的一点就是在暑期实习中

我融入到 finance 成员们中，感受到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氛围是开放的，

平和的，愉悦的，每个人都愿意引领你、帮助你，把你当成自己人，所以

你在团队中有一种归属感。从而使我在后面的秋招中没什么犹豫的选择了

这里。 

        【关于 FDP】这是 dell finance 管培生项目，在暑期期间也对其有了

一定的了解，为期两年，每半年一个轮岗，不同财务岗位的学习和体验，

丰富多彩的海外培训机会…很多点都让我对即将展开的 FDP 生涯倍感期待，

所以我才会想要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向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和感受，毕竟在

面对第一次职业选择时，我们会有一些迷茫和不知所措，希望我写的能给

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作为参考。18 年暑期实习又将开始，新一轮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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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也将拉开帷幕，我想告诉大家要充满自信，勇敢前行，祝你们都能找到

心仪的职业起点～ 

 

最后，自己也想蹭蹭这个神奇论坛的好运气，希望自己能顺利落户，新征

程一切顺利！ 

 

 

3.2 2018 Dell 暑期实习笔试面试（供应链管理）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9174-1-1.html 

 

笔试， 

全英文，六道选择，考数学计算排列组合等； 

一道大题，考推理，有三十分，时间不太够，没推理出来，可能还需要多练，感觉智商不太

够用； 

两篇阅读，一共 10 道选择题。六级难度吧，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也没好好做，/(ㄒ o ㄒ)/~~

学会根据关键词定位会省时省力！ 

Group discussion 

和无领导小组讨论是不一样的，每组三到四人，根据 case 讨论出解决方案，最后每小组进

行 presentation，prefer 英文。 

Case （全英文）是关于分析运营利润下降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有图表。 revenue （收入） 

面试官更希望 teamwork，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 presentation 中，我们另外一个小组只

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妹子在用英文做 presentation，所以不要太凸显自己而忽略了团队。 

最后面试官做了点评，强调的是 presentation 时候的思路清晰和逻辑。我们这两组都不是很

有逻辑。我虽然列出了框架（企业（供应商和内部管理），顾客（消费刺激，扩大 customer 

base），政策（和政府打交道，选址等）），但是因为没有很强势，还是被我们组别的同学

带偏了。。。说话一定要好好想一遍，再表达。 

另外面试官期待 innovative idea！我提出补充的时候说到一个开设网店，线上线下结合来降

低成本，没有好好展开，有一点遗憾。 

面试的是 manager 在意的不是讨论的过程（他们并没有记录。。。），只是希望在结果展

示的时候能够有逻辑的清晰的说出每个点，并结合每个点说出解决方案。 

Situation action ! 

此外有兴趣的 manager 会把你叫住（我有个同学到地铁站接到 HR电话就又回去了....），

进行一对一的面试，我应该是挂了，没有 manager 对我感兴趣，而且我想去的 SQE 部门并

不招实习生！！！sad！！！希望接下来的暑期实习面试能有较大进步，早日拿到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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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7 戴尔 FDP 实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8 年 4 月 20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48774-1-1.html 

  

 

好多同学吐槽应届生戴尔板块比较冷清，我在去年参加了 FDP 暑期实习面试并且最终有幸拿到

offer，在这里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供大家参考。 

 

【关于 FDP】因为我在厦门上学，很多优秀的学长学姐们都参加过 FDP 的暑期实习，大家给我的

评价都是非常值得争取的实习经历，坊间还传说是“五星级实习”哈哈~  

我个人实习下来的体验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两个月的时间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关于实习体验我

打算之后另开一帖来写，如果有需求的话） 

 

【关于网申】听说应届生通道比较经常有 bug，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到官方网站申请比较保险一点。 

每年听说都会有几千份简历投递，能通过简历筛选进入一面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所以简历大家

还是要好好准备。 

我在本科的时候申请过一次被刷了~(>_<)~，研究生期间有意识的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经历，个人

感觉戴尔还是 prefer 有海外交流经历的同学。 

 

【关于面试】 

厦门地区的整个面试过程分为群面（商业案例分析）和个面（3VS1） 

面试全程都是使用英文，从开始第一轮群面到最后收到 offer 是三天时间，过程蛮紧凑的 

如有在海外交流的同学，会采用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的方式，具体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一面-群面 

所有参加面试的同学分成 3-4 人一组，按顺序到小会议室进行商业案例分析，面试官也是 3-4 人，

有 HR 也有 finance 各个 function 的 manager 

每组的面试时长大概是 30~40 分钟，进去先自我介绍，然后是 20min 的材料阅读+小组讨论，最

后 10min 的方案展示 

商业案例分析大概是从几个方案中权衡出最优方案然后阐述自己的理由，涉及到挺多财务数据的

计算，所以可以带上计算器，不过计算也可以用手机完成。财会专业的同学在群面还是比较有优

势的，但是财会知识小白也不要太灰心！ 

我是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偏研究向，案例分析经验很少，所以面试时候心里也没底 

但是面试官都很 nice，而且我觉得除了财会知识，他们还更看重团队协作能力还有清晰的逻辑，

另外，自信的英文表达也是加分项。 

 

二面-个面 

面试形式是 3 对 1 根据简历进行提问，也是全程英文。 

我个人感觉不像面试反而是像是聊天，老板和 manager 们都很 nice，有一种双方关系对等的感觉，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 Dell 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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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要根据自己的简历准备，最好每段经历都能讲成一个故事并且能突出自己的个人优势 

另外，还会有一些常规问题，比如未来规划、自己的优势、对 Dell 的看法等等，最重要的还是

要自信（比如多一些 eye contact） 

 

FDP intern 的 offer 从本科开始就一直是我的 dream offer 啊，所以个面第二天收到了 offer 通知的

时候真的非常开心！ 

第一次发帖有些小紧张，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对 Dell 感兴趣的同学，祝愿大家都能拿到

dream offer！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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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戴尔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18 页 共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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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