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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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恩士简介 

1.1 概况介绍 

基恩士(KEYENCE)致力于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开发始终能够给我们客户的运营增值的

产品与解决方案。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恩士。在 2001 年 9月设立了第一个销售网点。现在

在上海（总部）、北京、天津、大连、青岛、深圳、香港等国内主要城市均设立了办事处。 

 

我们不仅致力于满足许多制造与研究行业客户现在的需求，同时致力于预见市场的未来发展，

为客户提供更加长远的改善方案。 

 

除了提供优秀的产品外，我们还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业界知识及更专业的技术方案，助力客

户取得更高的成就。 

 

基恩士为世界范围内约 110 个国家或地区的 30余万家客户提供服务，期待与您共创美好未

来。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基恩士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基恩士官方网站： 

https://www.keyen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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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恩士面试资料 

3.1 2021 春招基恩士上岸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1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7238-1-1.html   

大家知道的三轮就是 

1面试自我介绍一分钟 

hr小姐姐挺温柔的，就你准备好开始自我介绍，想想怎么留下深刻印象还有就是自己什么

和这份工作契合 

 

2模拟销售和半压力面试 

一面结束会有一个填表，四种销售类型大家依次选择（谨慎选择，有理有据，不然等面试官

问的时候就尴尬了）。之后就是模拟销售，我的是推荐手机品牌。这个就得提前准备了，主

要是别太生硬就行 

 

3终面也是所谓的压力面 

面试官了解你的大概情况，针对对你的疑虑进行提问，谨慎一点，有一说一就行。建议别撒

谎，毕竟三面的面试官这么久都是人精了，诚实在日企里可能更重要。 

 

4填写问卷 

两个表，一个是测智商，一个是性格测试，好好做应该都没问题。 

5关于内推，有想内推的小伙伴可以用我的，信息来源写校园大使，内推码张子安。 

6希望大家都能成功上岸哦！！！！！！加油！！！！ 

 

 

3.2 基恩士 offer 到手全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5181-1-1.html  

09.21  下午 15：29   

通过简历筛选（短信） 

09.25  上午 08：27   

一面通知（短信） 

09.27  下午 17：04   

一面（一分钟自我介绍，一定要注意时间！！） 

09.28  上午 11：43   

一面通过，让等待 10月上旬二面通知（短信） 

10.09  上午 11：21   

二面通知（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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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上午 10：20  

二面（15min） 

我是四种销售人格认知 以及自己是那种类型＋模拟销售（我是卖笔） 

10.15  上午 08：16   

三面通知 

10.15  下午 16：25   

三面（25min） 

压力面，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不露脸的面试助理，深挖简历，会一直问你问

题，面试官会记录你说的话，注意语言逻辑，不要给自己挖坑！！ 一定要注意面试官问的

是什么，要回答到重点，逻辑清楚，语言流畅，自信点，我行，我可以，就 ok。 

10.16 上午 08：42 收到测评（有一半不会……还有些题都看不完 爆哭 答完我就寻思着凉

凉 自闭了老半天） 

10.19   晚上 21：08  收到口头 offer（电话） 

10.20  下午 18：01  收到正式 offer（邮件） 

 

评论交流区： 

-他来我们学校宣讲的时候我 i没去，刚刚收到一面通知了，但是现在 10.27号了，我还用

该去面试吗，我感觉人都招够了吧 

-没有 他们会一直招人的 

 

- 您好 我想问一下 自考本科能投嘛 

-好像不行 

 

-你好，昨天一面被婉拒了，春招可以再投吗? 

-可以的 

 

-害，自我介绍太简短了，所以基恩士的一分钟自我介绍到底有什么标准呢 

-怎么说 没一个具体标准 自信大方就好 

 

-您好 想问一下销售类型的叙述有规定时间吗 

-都有规定时间的 但基本上不磕绊 时间够够的 

 

评论区补充： 

基恩士春招招人已经开始了，我是参加的 2020秋招然后现在已经签完三方了， 

今年的流程大概就是 

一面：一分钟自我介绍内容不限（不建议一直重复简历内容，联系一下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对

这个工作的裨益） 

二面：二人二选一的半压力面,一面后会填写一个表，让你对四种销售进行优先级排序，面

试的时候回问你为啥这么选，两个人都问。   

之后是模拟销售，就是他喜欢 a你推荐给她 b。 

三面：压力面，是一个领导级别的中国人加上一个日本人，主要是中国人问，日本人对你有

兴趣才会问你。基本就是各种挑刺，让你觉得你不适合，你就一个劲告诉自己能吃苦自己贼

厉害告诉他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大体是难度不大的。 

（记得穿西服，面试当天打扮的干净一点，礼貌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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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1 面经 刚面完三轮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92804-1-1.html  

基恩士效率蛮高 

第一轮面试 一分钟自我介绍 我是从自身经历结合公司文化来谈的。 可以参考知乎问题下

https://www_zh**hu_com/question/55621532 匿名用户 在 2018.10.17 给出的回答 

一轮面试通过后会发一个类似于性格测评的东西，里面会提到四种销售模式，并问您觉得自

己更贴合哪一种。以及和公司哪方面最适合，哪方面最不适合的问题。这个问卷很重要。 

第二轮是 20 分钟的面试 一个面试官，两位候选者。先问四个方面的排序，以及为什么。

然后是两人轮流的模拟销售。我的题目是销售一根五色笔。 

第二轮通过后，我是在当晚收到的第三轮面试邀请。 

第三轮面试为两个面试官对一名候选者，面试官应当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首先是自我

介绍，再根据自我介绍的内容和简历内容进行提问。以及对于之前所做问卷的内容进行提问。 

最后是日本籍员工的提问，可能会问公司文化等问题。 

差不多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拿到想要的岗位，冲呀！ 

 

评论区交流： 

-楼主是 21 号三面当晚就收到测评了吗。。。同样 21 还没收到的是不是凉了呀，方便问下

你有几个测评吗 

-额 对的 是面完当晚收到测评的。一共两个测评。 

-两个的悬，一个测评的就是可以的了，两个是把你录入人才库，后续有可能给你发… 

 

 

3.4 基恩士 面经 已拿到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9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578-1-1.html  

楼主自从秋招网申开始，在本论坛上查阅了大量资料，得到了巨大的帮助 

 

虽然说投基恩士是真瞎姬霸投，没想到却成了我第一个 OFFER 

 

薪资一万二到一万三，算是本科应届较高的了，但是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去 

 

废话不多，讲讲面经： 

 

一面：基恩士经典的一分钟自我介绍，楼主一句话带过了家乡和专业，重点放到了谈自己的

销售经验并举例，毕竟面的是销售工程师，而且实习经历跟销售有关的也比较少； 

因为想讲的东西太多，导致语速飞起，但是还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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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面试官一次面对两个人，据说属于压力面，但我着实没感到； 

首先是自我介绍，楼主照样一句话带过家乡，然后因为是跨专业的所以讲了讲我的财务专业

能为我投这份工作带来什么； 

然后是从学习力、沟通力、执行力三个角度讲跟岗位的契合性； 

最后讲我为什么投这个岗位，也就是吹基恩士，大家注意这部分一定要做足功课，包括行业、

公司历史、经营模式、荣誉、使命等等出彩的地方，背会了总结好，大加分！！！ 

面试官提问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轮着回答，楼主都是率先回答的，“那我先抛砖引玉”； 

最后面试官先向另一个同学提问，“我平常喜欢坐出租去上班，请说服我坐地铁”，然后问我

“请说服我坐出租”，明显我的问题比较难答，但是我个人比较擅长吹捧，一边问面试官的人

设，一边夸他处于事业上升期，时间价值特别重要等等； 

 

三面：两个面试官，一个中国的应该是南方口音，一个日本的，对面全程信号不好，听不清； 

中国面试官率先提问，自我介绍，楼主还是照二面那样，面试官夸我说“对公司研究得很彻

底”，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然后因为我介绍说了基恩士是日本最赚钱的公司，中国面试官又问我从财务专业怎么看基恩

士的利润，我就说将利润拆分为收入和成本，基恩士重视产品附加价值并且着力于发现客户

新需求所以收入高，又专注于研发和销售没有生产成本所以成本低，收入高成本低利润高就

合理； 

之后又是问我跨财务专业投销售岗位是怎么考虑的； 

紧接着日本面试官又问我我评价自己执行力高，那么举出执行力高和执行力低的人的三个区

别，我从主动性、服从性和抗压力做了解读； 

 

只要对公司研究透彻了，基本上跟 HR 都可以聊的比较深，反而简历上的问题会很少被提问

了，当然简历也要做得好。 

 

目前收到了 OFFER，不知道要不要去，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面试在流程中。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提一点建议/ 

 

9 月 29 日更新 

昂，忘了说，一面一分钟自我介绍 

 

评论区交流： 

-请问投了简历多久回发一面通知呢？ 

-很长时间 我就等了好久一两周 

 

 

3.5 我也来写写面筋吧……2021 应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01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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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开始我也不了解这个公司，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宣讲会，当时听完就投了简历，过一

段时间就收到了一面的通知。 

邮件上说一分钟。 

一面：线上面试，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一个小姐姐，看起来像大学毕业的学生，分钟自由发挥，

我做的是自我介绍，严格控制在了 59 秒。 

二面: 过了三四天就收到二面的通知通知，隔一天举行二面，紧张的我不停的去搜各类各样

的资料和面经。 

今天就是二面，线上面试。提前半个小时在直播间等候，到时间后你和另外一个同学随机进

入直播间面试，面试官一看就是老员工老领导的感觉，带着名表。 

和我一起面试的男生来自一个 985 硕士，工作一段时间换工作，啧啧啧，对手好厉害。 

首先是自我介绍，1 分钟，我本来准备不少，可是担心超时，又紧张，就有点磕巴的删掉了

一些说完了。 

第二个问题，问那个为什么要换公司，然后销售的特质是什么。问我理想中的销售人员应该

是什么样的（哈哈哈，可能我是应届生没问我太多） 

第三个问题，问我喜欢提成制还是高底薪？ 

其实我喜欢高底薪，但说喜欢提成，然后他反驳我说基恩士是非提成制，哈哈哈，打我脸了… 

第四个就是，劝说 

他是:我喜欢看电子书，推荐我看纸质书。 

我是:我喜欢独自旅行，推荐我集体旅行。 

慌慌张张的说完了，思路跟网上大佬说的差不多，先问他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在结合优缺

点跟他分析。 

然后就结束了，他总结今天的。 

他说在。我们与顾客交往中。要了解顾客的问题，要有逻辑性的针对顾客的需求摆出 123

点，布拉布拉的…然后就说第 3 轮面试将会在一个工作日后通知。 

谁知道过不过呢，我人生第一次面试，随缘吧 

 

 

3.6 基恩士二面凉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005-1-1.html  

      秋招开展到现在，到基恩士的二面，收到拒信的时候是很不争气的哭了，写个基恩士

销售工程师的面经吧。 

       基恩士的一面是只有 1min 的自我介绍，感觉 HR 的计时比较早，虽然之前练了很多

次，但是还是有点超时，被无情打断，所以这部分感觉还是可以准备的，一般都是可以过； 

一面过后，基恩士效率比较好，收到二面的通知，间隔 1 天，二面之前需要填问卷，包括已

投递的公司和以获得的 offer，以及关于自己的性格方面的一些挖掘，在二面的时候看面经

会有面试官给到自我介绍的时间，一个面试官两个应聘者，问了 3 个问题， 

1.解释问卷中填的销售类型的排序并说明理由（3min 说明，感觉自己说得时间有点短，不

足 3 分，也是比较减分得点了）； 

2.模拟销售，我：面试官比较懒，说服他从网上购物转向实体店的购物，同组男生：面试官

去文具店买 3 元一支的黑笔，说服其买 10 元一支的集黑、蓝、红、黄四色的笔。（10 秒思

考，3min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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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恩士的工作压力大，以及后期工作的地点调动可以接受吗，两人回答同一个问题。（这

部分提到自己希望可以得到更快的成长，所以满嘴的赞同，理由蛮好的，但是有点虎头蛇尾，

后面没有处理好，有点虚……） 

      同组的男生比较紧张，在模拟销售的环节，说错了很多次，但感觉主线还是抓得比较

紧，有点后悔没问联系方式，挺想知道他有没有过的。感觉二面最大的问题是在模拟销售的

环节，只有 10 秒的思考时间，回答问题时没有抓住用户的核心需求，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

在了询问面试官的购物品质、家庭情况出发，而忽略了网购的价格和时效性，从销售的角度

来说，的确是失败的，后期接到拒信也是意料之中，不过接受起来还是挺难受的，也许自己

真的不适合销售吧。面试总结如上，希望可以帮助到其他同样应聘基恩士的同学吧，最后祝

大家秋招顺利，拿到满意的 offer，拿到手软！！！ 

       最后的最后，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过度自信，虽然整个面试过程中自己模拟做得不好，

但是真个流程表现过于轻松了，过于自信了，或许给到了面试官不好的印象，有些时候还是

收一点比较好…… 

 

评论区交流： 

-请问楼主，模拟销售过程中是可以询问问题的是吗，就是可以不是自己一连串讲 3min？ 

-在销售的过程中是可以问问题的，可以和面试官有互动，因为面试官是消费者 

 

3.7 基恩士天津站，三面结束攒人品，求 offer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413-1-1.html  

 

一面就是一分钟面试，不要说简历上有的了。报一下出身和姓名就行了，剩下的多从性格上

什么的，或者其他方向表明自己适合销售，并且一定要正装，太讲究了。 

二面是五天以后收到的通知，在一个逼格很高的酒店，去的时候到的早一点，去的时候先填

一份调查，四项排序。top seles，通过话术和技巧，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但整体还能让客

户满意。2.诚信销售。3.创新销售.4 老实人销售，侧重行动力。这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填

写。 

二面结束后几分钟出结果，进了三面不过二面能过的不多，因为有模拟销售，当天的好多都

是劝说型销售，一大张纸的题目，随便一☞，你就开始吧，感觉反应时间也就四五秒，巴拉

巴拉的问。面试官态度很好，感觉面试很亲和。不过要掌握顾问式销售的技巧，不要自己一

个劲的在那干介绍，那样准出局，你得不断问有效问题。问题是多样化的，太多了，一定要

切中根本，记住有需才有卖。这是根本。从多个角度思考。（例题：劝说不看奥运会看冬奥

会，劝说改掉网购去实体店，劝说买彩票不要买股票，劝说喜欢上历史，劝说看电子书。.........） 

三面没感觉到太大的压力，三面就一个人，简单的问了问，就出来了，当然三面的面试官应

该是领导，气势在那摆着呢，你得用诚意。 

 

评论区交流： 

-楼主，我也是天津地区面试的按道理三面过后说一周内通知，按道理今天最后一天，你收

到 offer 了吗？ 

-我是 27 号收到电话说面试全部通过了，后面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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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7 秋季基恩士沈阳面经，攒人品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2042-1-1.html  

初面：和网上说的没什么出入，一分钟的自我介绍，期间 hr 不会打断你。我在东北大学站，

宣讲会 2 点开始，宣讲会结束后马上进行一面，一共有三个面试官同时进行，效率可以说是

很高了，由于当天我还面试了一个中粮，所以去的时候已经 5 点多了，赶上了末班车，是那

个面试官全场最后面的应聘者，面完之后，在外面几乎没有等待，被告知通过了初面，并一

定要在当天晚上做完网上测评（貌似是晚上 7 点）。一面的通过率在 25%左右 

%%%%%%%%%%%%%%%%%%%%%%%%分界线%%%%%%%%%%%%%%%%%%%%%%%%%% 

 

 

二面：大概过了 3-4 天收到了二面的通知，通知上标清楚了具体的面试时间段，面试地点是

在沈阳一家规格比较高的酒店，我和朋友一起去的，到了之后给我们发了一张单子，是四种

销售类型的排序，大概是：A，希望做 top saler，有很强的销售欲望，虽然有时候有一种强

买强卖的感觉，但是会通过话术来弥补。B，理性的销售模式，抓住用户的需求。C，在销

售中追求使用新的销售模式。D，不聪明但是行动力强的销售，这个题目排好序后，需要同

简历一起上交，有的人会被针对性的问到问题，有的就不会问到。虽然我和朋友面试时间段

不一样，但是还是安排到了我和他一组，一组两个人，一个面试官（貌似中层干部），面试

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首先是 30s 的自我介绍，我感觉 30s 说不了什么干货，所以我只在场

外简单的准备了一下，我和我的朋友进去之后，我同学说的超级多，哈哈哈，感觉面试官也

没有真的在计时，搞得我有点压力，到我之后我说了一两句原本没打算说的东西，导致自我

介绍有点卡壳，懵逼.jpg，我的建议是不要被其他人的自我介绍干扰，说好自己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和别人去比，然后基本上是结构化面试，二面并没有传说中的模拟销售，刚才的排序

也没有被问到，一个人大概也就回答 4 个问题左右，所以，如何在短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中

打动面试官，是需要思考的，我被问到了基恩士哪个特点吸引了你，还有考研为什么继续选

择和本科一样的专业，我的朋友被问到了销售人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感觉面试时间很短，

出来之后我被告知我通过了二面，我的朋友并没有通过二面，我可能是在回答考研选择专业

的问题上打动了面试官，因为我硕士学的和专业没啥关系，而且和基恩士的产品能挂上那么

一丢丢勾，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恍恍惚惚。建议大家投销售岗位的时候看看书，销售人员到底

要具备什么能力，发现需求什么的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并不能打动面试官，而且会减分。by 

the way 二面通过率在 50%左右 

 

 

 

%%%%%%%%%%%%%%%%%%%%%%%%分界线%%%%%%%%%%%%%%%%%%%%%%%%%% 

 

 

终面：终面是 boss 面，是一个中国人，每个人时间 20 分钟左右，前面都说是压力面，而且

会有模拟销售环节，到我这 boss 却揪着我硕士课题不放，然后我就解释我做了什么，然后

有意的往基恩士的产品方向去靠，由于自己的课题自己很了解，所以面试前半程压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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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后半段，高能预警！！！可能是自己把自己吹的太牛逼了，也可能是 boss 看中我的工厂

实习经历，说觉得我可以去干技术岗，我日，招聘简章上也没写招技术岗啊（也可能是我没

看见），所以这话一说，我真是百脸懵逼，问我如果一个销售的 offer 和技术的 offer 同时给

我我选哪个，我想了想，我说我可能选技术岗，讨论选哪个 offer 讨论了 2-3 分钟，因为不

是自动化出身，所以并不自信搞技术，期间我反复了好几次，也是给自己跪了，最后进行了

一个模拟销售，让我卖他电视机，这个环节我的表现堪称灾难，面试后出来之后，boss 竟

然亲自出来给我要了一份技术岗答卷，全是初中的物理数学内容。。。。 

 

 

%%%%%%%%%%%%%%%%%%%%%%%%分界线%%%%%%%%%%%%%%%%%%%%%%%%%%% 

 

总结一下吧，面试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模拟销售环节真的挺难把握的，基恩士招的很少，从

初面的几百人，到终面的 40 人左右，所以还是放平心态，虽然自己三面通过几率不大，但

是至少走到了终面，还是对自己自信有一定提升，所以感谢基恩士，也祝同学们拿到理想的

offer。 

 

3.9 基恩士销售工程师三面经验-上海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10 月 21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20727-1-1.html  

基恩士一面是宣讲会结束后，教室里面，四个 HR 坐在前面，一人一分钟自我推荐，自我介

绍，讲段子 ，讲故事都行，推荐从结合岗位要求与自己经历介绍自己，自信，微笑，目视

面试官，基本 OK；通过率 30% 

二面，环球金融中心 8 楼，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等候的时候会发一张纸，上面有四种

销售类型，让你排序，进去面试，首先中国人会针对你的排序问一些问题，为什么要这么排？

然后，开始模拟销售环节，随机指定一种东西，笔，水，或者股票，书等等，叫你推荐给他

们，要点是，抓住基恩士以客户需求为核心，要先去询问 HR 关于你要推荐东西的使用情况，

摸清楚人家的需求，再根据物品特点去推荐，时刻注意 HR 的疑问，要随时去问。要点还是

自信，微笑，把握需求； 

三面，二面通过率 40%左右，三面是公司高层，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进去后询问了

你对基恩士销售策略的看法，对自己二面的表现的打分，对二面形式的看法，其实就是看你

希望的销售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会引导你以产品为导向，坚决拒绝他，说要客户需求，帮客

户解决问题为导向，然后问了些自我执行力之类的问题，能不能接受几年在外工作，地点的

调动，日本人问了你觉得公司能给你的发展机会、薪酬等什么最吸引你？50 年后你希望的

生活是什么样？基本就是表现的求上进，能吃苦，希望发展机会大于薪酬比较好。不用紧张，

纯粹聊天，自信，真诚一些就好。 

楼主三面面过了，一周内给结果，之前看了应届生很多帖子，很有帮助，特此来回馈下，希

望攒个人品，先拿个 offer 安下心。祝大家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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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基恩士 offer 已入囊 面试全过程回馈小伙伴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9 月 29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16151-1-1.html  

楼主 9 月 15 号参加了宣讲会+一面，22 号下午二面+三面，到今天 29 号，hr 打电话说确定

会在十一假期之后发正式 offer。基恩士全程完毕，算是本次校招第一个 offer。 

 

一面：大概有两三百人吧，先是宣讲会，然后是面试，一共四个面试官，整体分成四组，分

别向四个面试官进行一分钟自我发挥（可以不是自我介绍，能在一分钟之内展现亮点，抓住

面试官就可以）要自信，保持微笑！不要有小动作，比如说话的时候摸脸摸衣服托腮，这都

不好。自然自信直视面试官最重要！ 

 

二面：2v2，两个面试官中有一个是日本人，全程没有说话。首先是一道排序题，有一项是

top sales，还有一项是诚信销售，其他的记不大清了。我的排序是把诚信销售选在第一位了，

因此接下来就被问为什么把诚信销售放在第一位。第二个问题，面试官说他喜欢水上运动，

说服他登山。给我三分钟思考时间。 

说实话，被问到这个问题，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想象不出水上运动哪里不好，登山哪里好。

但表面还是很淡定，虽然内心已经波涛汹涌。 我首先问面试官几个问题，比如喜欢的水上

运动有哪些，他说浮潜和游泳，我又问他水平如何，平时进行水上运动有没有人同行，等等。

接下来我就说了一些浮潜游泳的潜在危险性，以及登山中的好处，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同组男生被问：喜欢电子书，说服我看纸质书。面试结束去门口等消息，结果我过了，同组

男生没有过。 

 

总结一下二面，首先，日本人虽然不说话，但是他很重要！不要忽视他！说话的时候，要和

他有 eye contact。他也是面试是否通过的决定因素！其次，被问到问题时，不要直接不加思

考就说服面试官，要多问几个问题，尽量把问题细化，这样才能更好的找到切入点。最后，

全程请保持微笑，不要被面试官说服，不要冷场，要尽量引导面试官跟着你的思路。 

 

三面：1v1，面试官开始很严肃，问了很多常规问题，比如为什么选择基恩士，你觉得你能

带给基恩士什么，还有根据简历问很多经历。我被问了一个随机问题，面试官假设他是基恩

士的一个客户，而我是基恩士销售人员，我面对客户将如何开口说话。之后又问我如果客户

讲价怎么办，如何处理。问题不难，我觉得主要考察应变能力，能不能从容应对，如何化解

刁难。大概十五分钟，结束三面。总体还是很愉快轻松的，所以不要紧张！ 

 

三面面试官是中国人，会拿着你的简历写写画画，当然，你是看不到他写了些什么的，所以

不要在意，就自信大方的回答问题，实事求是，一定会有好结果！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小伙伴，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评论区交流： 

-楼主 offer 是什么形式通知的啊？ 

-应该是邮件形式，在国庆节前 hr 打电话给我说节后会发邮件形式的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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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在 3 个面试中有没有穿过正装？ 

-都穿了正装 

 

-楼主 1 面说的什么方面的 

-我说的就是自我介绍，没有自由发挥 

 

-哥们，三面之后的性格测评时什么形式的啊？大概有什么内容？ 

-三面之后没有性格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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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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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