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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我们野职场体检冶主角王先
生在我市企业人才评荐中心做了卡特
尔 员远 种人格测验和霍兰德职业倾向
测验遥 霍兰德职业倾向测验是美国著
名职业指导专家 允
援
霍兰德编制的袁在
几十年间经过一百多次大规模的实验
研究袁 形成了人格类型与职业类型的
学说和测验遥 霍兰德认为职业可以分
为院 技能 型渊砸冤尧 艺术型 渊粤冤尧 研 究 型
渊陨
冤尧社会型渊杂冤尧经营型渊耘冤和现实型
渊悦冤等 远 种类型袁每个人的人格特征
都是这 远 个维度按不同程度组合而成
的袁具有某一特殊类的人格的人袁便会
对于同一类型的工作 渊环境冤 发生兴
趣袁从而人格与工作环境相互匹配遥该
测验与叶卡特尔 员远 种个性测验曳相结
合袁 帮助个人发现和确定自己的职业
兴趣和能力特长袁 从而更好地做出求
职择业的决策遥
王先生院男袁猿圆岁袁本科学历袁从
事行政工作遥

王先生霍兰德职业人格能力测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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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老师点评院王先生的六种职业
倾向按其总分大小顺序依次排列为押
社会型袁企业型袁艺术型袁熏
常规型袁熏
现实型熏
袁 研究型遥 他的主要特点是押
喜欢参加咨询袁培训袁教学和各种理
解帮助他人的活动遥 具有与他人相处
共事的能力袁爱好教师尧护士尧熏
律师一
类的职业袁乐于助人尧友好热情遥
根据他的职业倾向熏可供他选择
的职业按其适合他的程度大小依次
为押社会学者尧导游尧福利机构工作
者尧咨询人员尧社会工作者尧社会科学
教师尧学校领导尧精神病工作者尧公共
保健护士曰娱乐活动管理员尧国外服
务办事员尧社会服务助理尧一般咨询
者尧宗教教育工作者曰听觉病治疗者尧
演讲矫正者曰博物馆馆长尧报刊管理
员尧音乐器材售货员广告商尧售画营
业员尧导游尧渊轮船或班机上的冤事务
长尧飞机上的服务员尧船员尧法官尧律
师曰法官尧律师尧公证人曰戏剧导演尧舞
蹈教师尧广告撰稿人尧报刊专栏作者尧
记者尧演员尧英语翻译遥

厦大有了仲裁
教研实践基地
本报讯渊记者 赵馨冤野还未毕业就
能得到相应的仲裁实战演练冶袁厦大法
学院学生的这一梦想近日实现了遥 记
者昨日从厦门仲裁委了解到袁 他们与
厦大法学院已签订了合作协议袁 将原
有的野厦门大学法学院教学实习基地冶
更名为野仲裁教研实践基地冶遥
据厦门仲裁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林
建文介绍袁随着名称的更换袁双方的合
作将由原来的单向性改为双向性遥 学生
在这里可以进行短期的课时实习袁或者
相对长期的研究实践遥 在仲裁委秘书处
业务秘书的管理下袁 参与办理案件袁安
排仲裁案件的程序事宜袁协助仲裁庭完
成各项审理事宜袁帮助仲裁庭起草各种
仲裁文书遥 他们还将有机会与仲裁员一
起探讨案件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意
见袁以及独立起草法律文书等等遥 总之袁
仲裁委组织的各项活动袁 只要可能袁我
们都可以对学生开放遥
厦大法学院也表示袁这些锻炼机会
对法学院的学生来说非常难得袁能让他
们提前跨入社会袁提前参与法律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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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远

厦门有了二手车评估师培训
本报讯渊记者 赵馨冤用手敲
一敲袁就知道这辆车有没被撞过袁
看一看就清楚车子的面漆是原装
还是重新烤过的遥 能掌握这些野神
奇冶技能的袁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
师渊俗称汽车评估师冤遥 记者昨日
从我市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分会
了解到袁 厦门日前首次有了汽车
评估师认证培训遥

专门诊断二手车
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分会陈
国慧会长介绍说袁 汽车评估师是
指在汽车生产尧销售尧售后服务的
整个过程中袁对汽车生产厂家尧汽
车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市场评估
报告尧财务报告尧二手置换尧金融
典当尧抵押融资尧价格评估等服务
的人员遥
这个职业的适用面很广袁行
业涵盖企业的车管干部尧 汽车生
产厂尧汽车销售公司尧汽车置换公
司尧保险公司尧律师事务所尧会计
事务所等袁 所以一经国家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作为新职业推出袁就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遥 比如作为厦
门屈指可数的几个高级汽车评估
师之一袁 陈国慧就经常接到保险
公司的野求助冶电话袁帮其诊断事
故车辆损坏情况遥
野因为鉴定评估是旧机动车
流通的重要环节袁在二手车经营尧
拍卖尧 转让等工作中都有关键作
用袁 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旧车公
平尧公正交易袁维护消费者权益袁
防止税收和国有资产流失遥 冶 陈
国慧说袁 很多汽车评估师最后都
成为 了 涵 盖 汽 车 产 品 的 技 术 评
定尧产品估价尧交易代理等于一体
的野二手汽车经纪人冶

以前培训要去北京
陈国慧介绍说袁 汽车评估师
刚出来时袁 只有北京有资格考试
培训袁 她们这些早期的汽车评估
师都是到北京去培训的遥 一个证
考下来袁花了六七千元遥 后来国内
很多城市都引进了相应的认证培

职场看对眼

训机构袁包括福州都有了袁厦门却
迟迟没有动静遥
野 这次厦门市共赢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首家引进汽车评估师认
证培训袁填补了这个空白遥 冶她说袁
听说共赢的培训收费是 源园园园 元袁
比北京的 猿愿园园 元贵一些袁但省了
来回路费和时间吧遥 做得好的话袁
还可以吸引周边甚至其他省市的
人前来厦门培训遥
共赢管理咨询公司负责人李
志强告诉记者袁 他们将针对学员
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实践经验袁分
设初尧 中尧 高级 猿 个等级进行培
训袁历时半个月左右袁经考试合格
后可获全国通用的注册汽车评估
师职业资格证书遥 报考者要会驾
驶机动车并考取驾驶证袁 具有一
定的车辆性能判断能力以及机动
车营销知识遥

厦门拿证者仅有百人
有资料显示袁我国新车交易量
以每年 猿园豫的速度递增袁二手车交
易量更是以每年 源远豫的速度递增袁
陈国慧介绍说袁目前厦门从事二手

车交易的企业有 圆园园 多家袁但持有
汽车评估师资格证的仅有百余人袁
人才缺口较大袁就业前景看好遥
野据我所知袁目前厦门市场上
很多人都是在无证从事二手车评
估的相关工作袁 收在 员园园园原员缘园园
元之间遥 冶 陈国慧说袁如果是国家
资质 的 汽 车 评 估 师 袁 收 入 可 达
圆园园园 以上遥专家预测说袁汽车评估
师有望超过地产评估师尧 资产评
估师尧 财务评估师袁 成为收入较
高尧社会需求最广泛的职业之一遥

雾水就去买袁很容易吃亏遥
陈国慧说熏遇到这样的事情袁
很多消费者都是事后来投诉袁很
少有人想到事前来请教汽车评估
师遥 当然袁这个厦门汽车评估师的
群体还不够壮大袁 以及我们宣传
还不够有关遥 目前她们也在酝酿
成立厦门的汽车评估师组织袁消
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可聘请这些
汽车评估师做挑选车辆的 野私家
顾问冶遥

体现价值需规范市场
当然袁汽车评估师价值的真正
体现还有待于市场的规范遥陈国慧
说袁在国外汽车评估师出俱的评估
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遥一旦客户
买回去发现车子与报告写得不相
符袁评估师就要负法律责任遥
野中国的汽车评估至少落后
国外 源园 年遥 冶她说袁野国内二手车
市场的从业员素质还普遍偏低袁
并充斥着很多不规范尧不诚信袁甚
至欺诈的行为遥 二手车的情况非
常复杂袁消费者如果不懂行袁一头

专业提供院旧机动车鉴定评
估师尧职业经理人尧职业店长尧企
业信用管理师尧 公共营养师尧人
力资源管理师尧 色彩顾问师尧外
贸单证员尧跟单员尧国际商务操
作员尧国际货运代理员等职业资
格 培 训 服 务 遥 咨 询 电 话
缘园源愿愿缘员 缘愿远园猿苑圆网址院厦门
教育培训网 憎憎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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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出你的简历袁专家帮你点评袁吸引企业眼球遥 展示热线院电子邮件 贼藻造造曾蚤灶 岳员远 猿援糟燥皂

以下是某高校应届毕业生朱小姐求职简历中的 野个人
陈述冶部分院

前两期我们主要讲了简历中野工作经历冶部分的描述秘诀遥 其实袁除
了野工作冶经历外袁简历中的野个人陈述冶也是最让求职者头痛的部分遥 这
期我们继续请 酝蚤
造
贼
燥灶个人简历工作室的专家为你指导遥

个人陈述
本人工作学习态度端正袁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袁兴趣爱好
广泛袁性格开朗活泼袁善于交际袁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袁勇于
创新袁 能有计划地完成自己制定的目标袁 动手操作能力极
强遥 本着野纸上得来终觉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冶的原则袁在校
期间袁本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袁接纳新事物快袁对于自
己的工作认真负责袁拥有迅速适应不同领域和行业的能力遥
此外袁本人具有良好的英语读写能力尧计算机应用和专业知
识运用能力遥 野海阔凭鱼跃袁天高任鸟飞冶袁相信我的实力会
给贵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浴
点评院
简历制作中袁 除了基本情况尧
联系方式尧工作经历尧教育背景等
常规项目外袁通常还需要在简历中
增加野个人陈述冶渊或野技能陈述冶尧
野核心竞争力冶等冤袁通过这种直接
的野功能表达法冶尧野技术表达法冶来
弥补工作经验的 野时间表达法冶的
不足袁同时高度概括或者补充求职
者具备的能力或潜质袁给用人单位
留下最直观和深刻的印象遥
例子中的野个人陈述冶是典型
的野应届毕业生式冶袁毫不夸张地

说袁 读完这段话之后几乎留不下
任何印象袁更不用说野一目十行冶
的招聘人事主管袁 他们可没有闲
工夫把注意力浪费在这种几乎没
有什么野技术含量冶的简历中遥 我
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浅析院
首先袁从格式上看袁这段个人
陈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
条理性和逻辑性遥 据一项调查显
示袁招聘者进行初审时袁平均在每
份简历上花费的时间不到 圆 分
钟袁 一般会仔细阅读的材料不会
超过 圆 页遥 实践证明袁大段的长篇

论述是收不到实效的袁简洁尧醒目
的陈述才容易让招聘者多花时间
在你的简历上遥 所以袁我主张在写
简历时使用序号或符号将重点内
容简洁明了地逐项列出来袁 从视
觉感 官 上 直 接 吸 引 招 聘 者 的 眼
球袁 而不是一股脑儿把想表达的
内容整成一锅粥遥
其次袁从内容上看袁这段个人
陈述所列出的内容几乎没有一项
可以称之为野优势冶遥 要知道袁应届
毕业生可以说都处于同一条起跑
线上袁除了所学专业的区别外袁用
人单位最看重的应该是他们的可
塑性和今后的潜能遥 而例子中那
些野放之四海而皆准冶的陈述基本
上是毫无意义的遥 招聘者希望从
你的简历中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尧
真实的形象袁 而不是一个苍白无
力尧 格式化的影子遥 也许有人会
说院野可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拿
出的优势呀钥 冶 也许是你缺乏自
信袁 或者你确实在大学四年里一
无所获袁但仔细挖掘袁其实每个人

都会有过人之处遥 如果按照下列
方式来描写袁 相信你的 野个人陈
述冶会更加生动和真实院
具备较强的活动策划能力袁
曾成功组织过多项学生活动袁擅
长调动资源强化活动效果遥
关注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和管
理制度袁熟悉合同法尧劳动法尧知
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遥
思维敏捷尧逻辑清晰袁擅长收
集尧整理尧分析数据袁能够为公司
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遥
客户服务意识强烈袁 善于换
位思考稳妥处理客户反馈问题遥
再次袁从语言上看袁例子中的
个人陈述使用了 野纸上得来终觉
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冶尧野海阔凭鱼
跃袁天高任鸟飞冶等俗语或古语袁
这正是求职简历所忌讳的遥 如果
你希望这么写袁 你可以将它们适
当地运用于求职信 渊或称 野自荐
信冶冤中遥 简历是一种特定的文体袁
它有自己的写作规范袁 如果画蛇
添足袁只会使它成为野四不像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