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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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皇家银行简介 

1.1 概况介绍 

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建于 1727 年，总部设在英国的爱丁堡，是欧洲领先的金融服务集团，

也是英国最大的银行，其业务遍及英国和世界各地。该银行在英国的法人、个人及海外银行

业中排名第一，在零售银行业及私人汽车保险业中排名第二。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在英国和

爱尔兰拥有 2000 多家分行，服务于 1500 多万客户。 

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除拥有英格兰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Scotland plc)和国民西敏

寺(NatWest)两个银行服务品牌外，还拥有 3 个主要的金融服务品牌：直接在线(DirectLine)

是英国私人汽车保险市场以及电话金融服务的领导者；公民金融集团(Citizens 

FinancialGroup)总部设在美国的罗德岛(Rhode Island)，是新英格兰州第二大银行；

UlsterBank 总部设在北爱尔兰，在北爱尔兰银行业占有重要地位。 

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拥有 8 个业务部门：英国皇家银行个人零售银行；国民寺人寿、国民

寺个人零售银行、RSA 等；RBSI、ADAM ＆Co、Coutts 集团以及国民寺股票经纪等资金管理

部；直接零售业务的 VIRGIN 直接个人金融、泰斯克(Tesco)个人金融、电子商务和因特网、

信用卡业务、自有品牌业务、直接银行；法人银行和金融营销；直接在线 DLI 等；从事个

人、商业、企业银行业务的 Ulster 银行；从事个人、商业、企业银行业务的公民金融集团

(美国)。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概况，你可以访问苏格兰皇家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rb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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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格兰皇家银行笔试资料 

2.1 申的 quant internship，过了 VI 了，焦急等待

assessment centre 的回信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12 月 2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40851-1-1.html 

谢谢组里之前的试题总结，数学基本没变，只是有一个表格有了练习里从来没有的新问题，

当时有点慌了就答错了好几道。VI的题和之前组里有同学发过的那个 Word文档里的题一模

一样，只不过顺序有变。 

 

在 VI提交 9天以后收到了回信说虽然通过了 VI，但是现在没有确定的 assessment centre

的位置，需要等他们审理完我的申请再说。【下面是超级坑的一点】邮件又说 “我们注意到

你之前没有提交 cover letter，为了让我们能完成对你的申请的审理，请在 24小时内提交

一份 cover letter。” ...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将将过的所以他们需要我用能在 24小

时内提交 cover letter 来表诚意。我 cover letter完全没准备，好在之前写过一篇给别的

公司的，改了一大半刚才给交上去了。想提醒同学们注意 NatWest可能会出这个阴招。 

2.2 2021 NatWest intern (Numerical & Logical)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3 月 2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7821-1-1.html 

申请的是日常实习 NatWest Markets intern 

 

看论坛里面没有最新的 2021 online assessment反馈 我来更新一下吧 

用的是 talentQ的题库，但是论坛里面的 numerical 和 logical已经过期了，不要手头只看

论坛里的，建议直接去买 talentQ题库，我当时之前做过 citi的题目，买了全套来着 想说

我 numerical题目幸亏做过，不然会死的很惨哈哈哈 

特别不一样的 

 

我拿到的 numerical和 logical都和论坛里的例题不一样 呜呜呜我好惨 logical都是两个

箭头的，拐也做到了，这里似乎没差 

我之前还在 assessmentday 上面练习 那边也蛮好的 就是题量太大 没全部练完题目 

 

一句话总结，2021年了 一定要及时更新 numerical和 logical题库, 两个部分我好像都通

过了，然后进入到了 vi的界面，打算周末再搞，会回来更新的 

-------------------拖延症终于做完了-------------------------------- 

由于只是 intern 所以 video interview只有一道题目 

我准备了这么久 居然只用一道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applied to this program at NatWest Group?Pleas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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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program that you have applied for? 

What you think you will enjoy about the program? 

What it is about NatWest Group that made you want to apply? 

How do you think the program you program you have applied for contributes to the 

banks' goal and strategy? 

How the program will support your career goals? 

 

两分钟准备，三分钟答题 

2.3 2020 英国 RBS 网申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6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6914-1-1.html 

STJ NUM 还有 logical 的题目 都跟论坛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即使答案一样 大家也不要马

上完成 要按照正常人的速度来提交答案 

 

 

STJ 一共 21 题 时间不限 官方建议时间是 25-30分钟 NUM 16和 logical 是 16 和 15 分

钟, 

 

对于 STJ 

选项有 1- very appropriate 2. appropriate 3. inappropriate 4. very inappropriate 

这四个选项都可以重复选择 在一个题目里面 所以并不是通过比较 那个更差 更好来分配 

1234 的选项 

如果你觉的答案都很糟糕 可以全都选择 4 

 

我做题的具体的思路就是  选择积极向上的题， 选择能解决问题的选项，假设自己在那

个情况下会怎么做 就没有问题。 

保障顾客的利益 

平衡业务外的活动比如 charitywork 或者 oversea 机会（当你担心自己加入了业务外的活

动后 会无法完成自己的 workload， 选择正向的回答 尝试去协调自己的工作 尽力两头都

能搞， 不要选择直接放弃这个机会拒绝， 主要反应出自己的 flexibility 选择积极的 自

信 自己有这个能力的回答都可以） 

听从上司的建议和意见（ 即使你觉的这个方法更快更有效率，在跟上级沟通后得听从， 如

果被要求按照规定的来做，就听从，不要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 违背上级的指示，可以选择

提出跟上司约个时间询问自己的想法的不足）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证工作的质量（得选择尽力完成符合标准的，不能选择为了赶时间而偷

工减料的选项） 

（抓住上司给的机会，如果觉的做起来有难度 就向上司提出需要帮助，不要直接拒绝表示

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可以间接提出建议但不要直接拒绝 比如还是建议

上司来完成某个 ppt 因为演讲效果会更好， 核心思想 解决问题 接受挑战 最优解） 

 

logcial 和 numer 都一模一样的 下载着 把答案放进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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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就能进行 VI了， VI我正准备开始练习，如果成功会回来告诉大家我的经验和方法。 

 

大家都要加油啊！ 

2.4 sjt & numerical test & logic test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8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9754-1-1.html 

楼主 base在英国，几天前过了 sjt, 今天早上一起做了 numerical 和 logic, 很快就发邮

件说过了，收到了 video interview 的邀请，我的资料都是在论坛里搜到的，非常非常感

谢大家，借花献佛，把资料再分享一遍，攒攒人品，哈哈~第一部分：sjt, 建议大家先看一

遍 RBS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这个文件我也上传了，在下面），遇到不太确定的题目时，就

按这个准则做就好， 如果 sjt过了，就会马上给你发 numerical & logic 邀请 

第二部分：numerical，都是旧题，考前练一练就好，但我这次做的时候有那么 1-2道新题，

不在我分享的题库里，但这 1-2道新题都很简单啦，完全不用担心，把题库都用心做完没问

题的 

第三部分：logic, 就全是题库里的题，考前一定要看 

祝大家都能顺利通过  

 

RBS Code.pdf 

198.81 KB, 下载次数: 405 

 

RBS logic题库.doc 

278.5 KB, 下载次数: 453 

 

RBS总模版 (2).xls 

72 KB, 下载次数: 406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附件】 

2.5 RBS UK 2020intake finance 岗网申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8452-1-1.html 

网上填好 application测试自动触发，一个一个发，先是 sjt，再是 numerical，最后 logical。

很幸运三个测试都是靠着原题做过来的，就只能说 rbs的网题真的很久没换了吧。 

我把三个测试我的题目都发上来。感谢 bbs的各位慈善家。 

logical完完全全就是题库里的，完全一摸一样，填的格子可能不一样，但是图形完全一样。

数学我自己有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加题目是自己做 practice时遇到的新题就给打上去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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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测试时都是以前大佬准备的 case以及题目。 

sjt怎么也发不上来 

有需要的 email我我发给你吧 我 email 529802972@qq_com 

 

RBS总模版.xls 

68.5 KB, 下载次数: 364 

 

RBS logic题库.doc 

290 KB, 下载次数: 308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附件】 

2.6 Finance UK 被拒 & 回馈论坛 VI 大家一起加油⛽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50815-1-1.html 

今天收到了 RBS的拒绝邮件，坐标伦敦，Finance Graduate  从 vi到拒信历时 8个工作

日 

这是一个神奇的论坛，笔试的题都是从小伙伴的贴子中分享来的。大家可以翻一番其他小伙

伴的贴子，我做到的几乎是一摸一样的题【N和Ｌ】。RBS用的 Talent Q题库，大家可以找

一找其他用这种题库的公司的贴子多搜集一些资料。 

分享我的 VI题如下： 

Q1: First of all we’d love to hear about what you would say if your friends or family 

asked you why you’ve applied for us? 

 

Q2: What aspects of our culture, values, products or services most appeal to you? 

 

Q3: Tell us about a new idea you came up with to do a task differently? 

 

Q4: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had to deal with a task or situation that was unclear? 

 

Q5: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used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or inform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Q6: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worked with others to produce something great? 

 

Q7: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had to gain someone's trust? 

 

祝大家一切顺利～再给自己加加油&#12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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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RBS 2020 Graduate Scheme SJT 真题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4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17570-1-1.html 

RBS 2020 Graduate Scheme SJT真题分享。 

 

英国伦敦数据分析岗。 

 rbs sjt quez.pdf (1.63 MB, 下载次数: 630)  

 rbs sjt quez2.pdf (1.09 MB, 下载次数: 454)  

 rbs sjt quez3.pdf (841.6 KB, 下载次数: 397) 

 

rbs sjt quez2.pdf 

155.29 KB, 下载次数: 219 

 

rbs sjt quez2.pdf 

1.09 MB, 下载次数: 155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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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格兰皇家银行面试资料 

3.1 NatWest AC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1 年 2 月 13 日 

地址： 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315858-1-1.html 

我是昨天面试的 London Office NatWest Front Office 的 summer internship，面经新鲜

出炉。 

 

因为今年的疫情原因，所以原本要到伦敦办公室进行的 AC今年全部在线上进行了。本人现

在人在国内，面试 AC 的时间为下午 5点到晚上 12点半。 

 

早上有两个 interview 一个是 competency based一个是 banking based。 

- competency based 

主要是 strength based interview，重点不是考过往经历，而是考你的 potential。个人觉

得准备好自己的经历以及经历里面凸显出的自己的特质还是很重要，natwest 很看中 4个

core value，要对这几个 value熟悉。 

大概问到的问题有：1. what would you do if there's a sudden change happens in your 

original plan?    

                             2.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5 

years later? 

                             3. have you done some right 

things? 

                             4. A situation where you ne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use your way of thinking. 

 

- banking based 

这个非常的不 technical，考到的问题都是跟 financial derivatives这类毫不相关的，这

个在我看来非常 motivational 

问题：1. why natwest comparing to other banks? 

         2. why banking? 

         3. what do you think the banking industry would be like 5 years later? 

         4. any innovative ideas you could think of in changing the current 

trading/banking business? 

         5. what is the career other than banking would you choose? 

         6. what are the drawbacks can you think of in asking people to 

volunteer? 

 

伦敦时间中午是有一个小时的 junior colleague的分享，这部分应该是不会 assess的 

 

下午是 90分钟的一个收购案的分析以及和 team 的 meeting（这里的 team 不是一个 group 

project，是另外两个面试官，大概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被追加问题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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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 acquisition真的难到爆！！！！！90分钟要看的 material大概有 20页+写 4个 question

（大概就是这个收购案我们要不要帮 client做，pros and cons，possible risk） 

presentation是 15分钟大概说一下 overview，pros and cons，recommendation。然后就

开始进入面试官的无限问题环节。 

当时大概是国内 11点半，我整个人的脑子已经是不转的状态了。有一两个问题都听差了（感

觉这里当时没有跟面试官再次 confirm这一点做的不是很好），1个小时左右的夺命连环问

以后，整个 AC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感觉做的不是特别好。能不能有 offer 就听天由命吧！希望求职季能快点 over。

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 

3.2 VI 题目分享 2020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10 月 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8338-1-1.html 

可以结合另外一个老哥的 VI分享贴 结合看看 特别难 我应该是凉凉了 

 

尽力回忆的题目 希望能帮到跟我一样在求职路上拼搏的战友们。 

 

一共 6个问题 

每道题有 4个小问题 需要你在回答整个问题的过程中包含这四个点 

 

 

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请不要放弃 

不去尝试而后悔的痛 比尝试后失败了的痛 要更加刻骨更加不甘 

 

VI RBS.docx 

14.25 KB, 下载次数: 198 

【访问链接可直接下载附件】 

3.3 2020 UK Finance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20 年 9 月 28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87402-1-1.html 

我上周刚交了 rbs的 vi, 现在改名叫 natwest group 了。今年是把 online assessment 和

vi 放一起了，交完申请表后， 收到一封邮件，链接直接有 sjt, numerical 以及 logical

还有 vi，每完成一项通过了就会自动进入下一项，收到链接要 10天内做完全部的测试，所

以时间要把握好，sjt, numerical 以及 logical 前面已经有人分享了，和去年基本完全一

样，这里资源还挺多的，实在找不到淘宝上也有可自行购买，这里我就分享一下 vi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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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今年稍微有点变化，总共六道题，每道题准备两分钟，说三分钟，每个大问题下面有几

个小问帮助你组织答案，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很容易说着说着分身我，不过好处是可以帮助

你组织答案。 

 

 

第一道是 please tell us why you want join our business? in your response please talk 

about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programme, what you think you'll enjoy about the 

porgamme, what part of natwest culure interest you most, what is the role of your 

business for the bank以及 your long term career plan。 

 

 

第二道之前出现过大概是关于 team work, tell us about a time when you worked with 

others to produce something great ，就是用 star scheme， 小问不太记得了， 

 

 

第三道是 tell us about a time you need to learning something new in a short time 

in order to finish a task。 

 

 

第四个是一个情景模拟，问你如何和新同事建立信任关系，是跟 trust 有关。 

 

 

第五个之前也出现过，describe a time you gathered information to solve a problem and 

make  decision。 

 

 

第六个是关于 technology, 是问你对什么新技术感兴趣，以及这项技术是如何帮助你提高

效率的，这道我说的不太好。哈哈哈哈 

 

 

大概就是这样了，估计我炮灰了，大家加油，如果谁有 ubs的 vi题，求分享。 

3.4 2020intake VI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9 年 11 月 13 日 

地址：https://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237632-1-1.html 

今年 VI跟去年题干有变化，题目变得更长但基本上还是那几个 competency question 

Why you've applied for us? 

What our culture most appeal to you? 

A new idea you came up with to do a task differently. 

A time you deal with an unclear task. 

A time you used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to make a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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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me you worked with others to produce something great. 

A time you gain trust. 

 

  

www.yi
ngjie

sh
en

g.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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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届生求职大礼包——苏格兰皇家银行篇                           应届生求职网 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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