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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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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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默沙东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应届生求职网 http://www.yingjiesheng.com                                       第 3 页 共 12 页 

第一章 默沙东简介 

1.1 概况介绍 

界著名跨国制药企业 

 

默沙东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肯尼沃斯市的一家公司，全球共有员工约 70,000人（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2014年，默沙东全球销售总额达 422 亿美元，研发投入达 65亿美元。 

 

除处方药业务，默沙东在中国还包括动物保健业务，近 50种兽医产品涉及家畜、家禽和宠

物的疾病预防、治疗及控制等多个领域，致力于保护和关怀动物健康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的人

类健康。 

 

2017年 6月 7日，2017年《财富》美国 500强排行榜发布，默沙东公司排名第 69位。2018

年 7月 19日，《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发布，默沙东位列 276位。2018年 12月，世界品

牌实验室编制的《2018世界品牌 500强》揭晓，排名第 138。2021年 11月，默沙东新冠口

服药在英国获批上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默沙东的概况，你可以访问默沙东官方网站：

https://www.msd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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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默沙东面试资料 

2.1 默沙东 AI 面试题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2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1424-1-1.html 

1.为什么要加入默 沙东？ 

2.回忆一个在你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你是如何分析你面临的状况的？参

考了哪些信息？最终做了什么决定。 

3.回忆一次在学习或工作钟你感到非常沮丧和挫败的经历。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做的 

4.请详细描述你曾经是如何打破常规，用新的方法或者方案更好地解决问题？你具体做了什

么？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有什么与众不同 

5.请回忆一次你作为负责人或你作为团队成员，共同完成一次团队任务的经历。你当时具体

做了什么来保证任务的完成。 

 

 

2.2 请问秋招 ai 面试内容主要是啥啊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30988-1-1.html 

rt 

 

 

刚面完，大致回忆如下： 1.为什么要加入默沙东？ 2.面对一个复杂的情形如何分析现状并

且作出决定的？说明原因 3.遇到过的挫折，如何应对 4.如何用新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新

在哪里？取得了什么效果？ 5.作为团队成员或者负责人，在出现矛盾时，做了哪些事情使

团队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1.为什么加入默沙东？ 

2.回忆一个学习或工作中面临的复杂问题，详细讲讲当时如何快速定位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的？ 

3.回忆一次感到压力山大的经历。是什么带来的压力？如何面对？具体做了什么？ 

4.如何把新颖的想法运用到学习或生活中的？ 

5.团队合作陷入僵局时，你做了什么，结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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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默沙东 TAPO 暑期实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8236-1-1.html 

时间线： 

5.6 号网申 

5.7 号查到网申测试结果通过 

5.14 面试邀约 

5.18 10:00 一面 

面试内容： 

自我介绍 

为什么选择医疗行业 

为什么默沙东 

英语怎么样 

职业规划是什么 想做什么方面的工作 

毕业之后的安排 

问我还有什么问题 然后 HR 给我反复确认工作内容 以及是否要留在默沙东 

感觉 HR 很在意之后的职业规划 选择医疗和默沙东的决心 

(我觉得我面崩了有点表现出把医药界黄埔军校当发展跳板的意思 HR 说她会考虑一下 然

后给我打电话 感觉目标和职业规划过分明确也不是好事 建议大家还是多表现出对默沙东

的偏爱和希望留下的意愿) 

等结果...... 

 

 

2.4 默沙东-远程面试-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6382-1-1.html 

5.1 之前放假前，约过一次面试，后来临时取消，五一后约了第二次，今早面试 15 分钟。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是，他明确告知，目前上海地区 tap0 实习生全部是销售岗位，望

周知。 

其次，面试内容主要为针对简历内容提问，比如学习选择等；其次是个人情况，比如职业选

择，家乡等；最后是如何看待药代这一岗位。 

面试时间较短，无更多经验，大家加油。 

 

 

2.5 TAP0 面经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44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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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11+海外硕 生物医药背景 一段 500 强打杂实习 

面试总共约了三次才面上 前两次都是面试官有事儿 然后就....没有出现 

【面试过程】首先是自我介绍 然后就是反复的确认我想不想当销售 怎么理解销售 怎么理

解医药代表 觉得拿什么词形容销售合适 你爸妈同意你当销售吗 你为什么要当销售 你申

请的其他公司也给你 offer 你还来当销售吗....大概就是这样子....没有问我什么过往经历.... 

 

 

2.6 暑期 tap0 实习面试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118-1-1.html 

视频面试一共 20mins 不到 

1.自我介绍 

2.对简历深挖 

3.介绍 jd 

个人认为面试官 a little  rude 

面试官没有打开摄像头，全程我一人在说 emmmm 也看不见他人（不知道就我一人这样吗） 

主要的工作问了一下就是销售方向嘤嘤嘤大概不会去了 

 

 

2.7 默沙东 TAP0 2020 暑期实习（北京地区） offer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4010-1-1.html 

这几天在论坛看了许多大神们分享的经验，感觉收获不少。正好今天通过了默沙东 TAP0 的

电话面试，趁热给大家分享一点面经，希望对各位能有帮助，预祝大家都能拿到理想的 offer。 

一、时间线 

  4.15 网申提交简历，完成在线测评 

  4.21 收到邮件被告知线上笔试通过 

  4.25 收到邮件，安排在 4.27-5.10 进行电话面。 

  4.28 早上接到产品组地区经理电话，约定当晚面试具体时间。 

  4.28 面试结束后大约五个小时后登陆网申查询，确认拿到 offer。 

二、个人背景 

  楼主目前是北京某财经 211 大三，经管类专业，有过一段校园销售经验（大创项目）和某

事务所审计岗实习经验。 

三、面试过程 

  从笔试通过到拿 offer 中间只有一轮电话面试，和地区经理直接交流。面试官人很 nice，

不会感到太大压力。面试一共三个部分，自我介绍、针对自我介绍的 Q&A、主动提问。 

  自我介绍结束后面试官会先确认 TAP0 提供的岗位是否与实习需求相匹配，以防实习意愿

与实际工作有较大偏差。今年北京地区的 TAP0 好像只有销售岗（其实就是医药代表），申

请之前请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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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 环节面试官会对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比如个人优势、相关经验）进行提问，

自我介绍在组织语言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逻辑性，感觉楼主的自我介绍中给自己挖了不少坑，

导致面试官针对一些逻辑漏洞的追问把我问懵了（好在最后都勉强圆过去了……）。 

  主动提问自由发挥就好，楼主问了一些关于工作内容和行业生态的问题，因为自己最近在

和教授做一些关于医改药改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所以特地问了两个比较感兴趣的专业性问题，

也算是在收集研究资料吧。 

  第三部分结束后，面试官最后问了目前居住地、在实习时间（7、8、9 三个月）和住宿上

有没有困难等等，最后再客套几句就结束了。 

四、总结 

  总共和面试官聊了二十多分钟，整体气氛还是比较愉快的（尽管我觉得我有几个应答表现

很差 orz），学到不少行业知识与用语技巧。经此一役收获颇丰，回想起来，觉得收到 offer

与否倒是次要的（毕竟不是医学药学专业出身，没有非常迫切的医药行业实习需求），面试

过程才是最锻炼人的。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再次祝愿各位求职路上一帆风顺！ 

 

 

2.8 默沙东 tap0 电话面试回顾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820-1-1.html 

问题基本就围绕其他小伙伴们帖子里总结的问题 

1.自我介绍 

2.针对自我介绍里提到的一个实习深入问了一下 

3.不是医药专业的，为什么想进入这一行？ 

4.对这个岗位要做的事了解吗？ 

5.能够实习的时间段是？（他们希望不只是暑假的两个月） 

6.以后打算在哪里发展？开学后每周可以去实习吗？ 

7.让我提问 

 

楼主是其他理工科的，讲真以前对这行并不了解，所以 4答得并不好 

电话只打了 13分钟，应该是不行了呀 

 

 

 

2.9 新鲜的默沙东 TAP0 市场部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575-1-1.html 

主要问题地里都说的很全面了，我再写一下自己被问到的： 

1. 自我介绍 

2. 职业发展规划是怎样的 

3. 讲一件在市场营销相关实习中最有挑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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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对你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有什么影响？（可能因为注意到我在国外） 

4. 如何了解到这个项目的？为什么要申请？ 

5. 为什么要选择医疗行业？ 

全程大概 20min 

 

 

 

2.10 tap0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3260-1-1.html 

今天刚刚刚面完问了大概以下几个问题: 

1.自我介绍 

2.遇到的最有压力的事情 

3.形容自己性格的优缺点，从这里开始延伸出各种开放性问题（真的很多） 

4.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 

5.职业发展 

6.对默沙东的了解 

7.自由提问 

大概面试了 50 多分钟，中间有几次卡顿可能有 10 多分钟吧。面试姐姐是区域经理，非常

温柔，很有耐心，一开始还特别紧张，面着面着就不紧张了！ 

大家加油，希望都能拿到想要的 offer 

 

 

2.11 默沙东暑期实习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2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2764-1-1.html 

一共电话面了两轮，间隔 3 天。面试官人很 nice，语气很温和。 

第一轮： 

1.对简历信息进行确认。 

2.职业规划，做药代家里人支持吗？会不会不看好？ 

第二轮： 

1.你想象中的未来工作环境或者是生活是什么样的？ 

2.你想从这份工作获得什么？ 

3.你能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 

4.针对第 3 题我的回答，进行细致地挖掘。 

5.确认实习时间，以及 9 月份开学能否实习，实习地点住宿问题。 

6.提到，实习生的选择对公司来讲很慎重，他们希望培养到人才，也希望我考虑好。 

一次很好的面试体验了，但自己对于医药行业还是了解不够的，可能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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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默沙东 tap0 offer 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780-1-1.html 

第一次在应届生分享面经哈哈，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2021年毕业，财务专业，因为投了美团和 TI的暑期实习，结果美团是个钓鱼岗，TI

面试没过，无奈之下开始海投。三月底（记不清哪天了）随便投了默沙东的 tap0暑期实习，

地点北京，结果接着就发来了笔试。拖了 8天才开始做，因为没想好要不要做销售。4.4做

完笔试之后第二天就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时间是 4.9，形式是微信视频，一共四个面试官，

都是经理级别。但面试时只有一个经理提问其他几个都在观察你哈哈。问题很简单，自我介

绍，为什么选默沙东，为什么做医药代表，未来的职涯发展，然后就让我问问题。面试官很

nice，看得出来脾气很好。面试持续了 17分钟，说一周内微信通知面试结果。昨晚上楼主

刚收到 offer，还在犹豫接不接，因为毕竟财务出身  

最后希望大家都求职顺利！ 

 

 

 

2.13 默沙东 20 年 tap0 上海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774-1-1.html 

因为疫情今年的面试全改线上，我因为看到面试邮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有视频面试位了，

所以选择了电话面试 

 

20204.15一面，销售经理面 

没有提前预约，直接打电话过来，总时间 18分钟。 

首先是 1-2分钟的自我介绍。 

然后问了一下觉得销售是做什么事情的，学历比较好为什么想来做销售，职业规划是怎么样

的，对默沙东的了解。 

最后问了一下在经历过的事情中比较困难的事情，怎么处理的结果怎么样，从中学到了什么。 

然后问了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就结束了。 

 

晚上就来了电话约第二天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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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暑期实习 tap0 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1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0692-1-1.html 

比原定时间晚一点点打来的电话。面试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 自我介绍 

2. 针对简历中的经历进行更详细的提问 真的很细致 大家好好准备把之前做过的 ppt啥的

摆在旁边 TT 

可能因为专业不太匹配还问了为什么想做医药公司的实习 有什么优势 

3. 对这个项目和公司有哪些了解（我了解并不充足 TT 感觉凉） 

最后会问下现居住地+自己提问 

总共 20min 

应该也不算难？但我很紧张 大家好好准备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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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默沙东综合求职资料 

 

 

3.1 默沙东 tap0 笔试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66506-1-1.html 

忘了什么时候答的笔试了，主要是性格测试还有简单数独，两天之后通知面试，面试官迟到

了一会，问了对公司的认识，怎么理解医药代表，为什么想做销售，描述一个困难的事情和

你的解决方法，有什么优点并举例描述，还问了我是不是独生子女（？），最后你有什么问

题。大概十天之后出了 offer，面试官人很 nice，是华北大区经理。但我听了他描述要早起

在医生上班之前去医院，反正就很辛苦，我就拒了。。整体感觉不难，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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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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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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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