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考场

本版责编院赵馨 美术编辑院邱艺锋
编读热线院员猿缘员缘怨远缘圆愿猿
耘原酝粤陨
蕴押
扎澡葬燥曾蚤
灶早猿岳泽蚤
灶葬援
糟燥皂

圆园园苑年 远月 苑日 星期四

猿圆

野校企对接 扩大就业冶巡回讲座

认证大看台

职业配色设计师
最时尚高薪职业
职业配色设计师是当今最时尚高薪职业之
一遥 在日本袁该职业的年薪为人民币 圆园 万元以
上袁 在国内当前平均月收入在 源园园园 元要员园园园园
元之间遥 有关权威职业调查机构显示袁目前国内
仅有 圆园园园 多名合格职业配色师袁完全不能满足
国内消费者需求曰到 圆园员园 年袁全国需求至少为
圆园园 万人次专业的职业配色设计师遥
职业配色设计师的工作范围可涉及各个行
业院商店店面色彩设计曰为化妆品等进行成套产
品的色彩系列开发曰为各种产品特别是日用品尧
礼品尧 工艺品等进行外包装色彩开发曰 除此之
外袁建材尧房屋尧家具布置尧酒店环境甚至是宴会
都可以进行色彩规划和设计遥
参加职业配色设计的培训袁你可以是时尚尧
形象管理从业人士袁服装设计类专业尧美术类专
业尧彩妆销售尧造型指导尧服饰经营人士袁也可以
是仅仅为了提升个人形象遥
经考核鉴定合格后袁 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
颁发叶职业配色设计师曳职业资格证书袁该证书
权威尧 全国通用遥 持证者登录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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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袁为您提供了
通向该时尚高薪职业的野通行证冶遥 赶快报名吧浴
为你早日走上这一高薪职位而加油浴 本期职业配
色设计师培训正在火热报名中袁近期开班袁敬请
广大色彩爱好者和相关从业人员抓紧时间报名袁
或者到共赢公司详细咨询遥
共赢公司同时接受以下职业资格培训认
证院信用管理师尧公共营养师尧人力资源管理师尧
企业培训师尧职业经理人尧国际商务操作员尧跟
单员尧单证员尧物流管理员尧理财规划师尧心理咨
询师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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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职场

花样求职野自传冶
年轻人都往都市发展袁尤其沿海的都市袁是
各地优秀人才向往的工作环境遥 这几年在人事
部门工作袁看到很多年轻人为了争取一份工作袁
除了详细的履历表之外袁野自传冶更是文情并茂袁
感人肺腑遥 一般自传大致分为下面几类院
家谱类院内容将祖宗八代交代得清清楚楚袁
事无巨细遥 纵的从曾曾祖父的史迹到他自己袁横
的从远方表姑到隔壁的叔叔遥 看得你数不清人
物有多少袁纵横复杂的关系袁让人丈二金刚摸不
着头绪遥
吹牛类院这类多出自于男性员工遥 叙述自己
从小如何奋斗尧艰苦卓越曰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尧冲不破的难关袁只要公司给他机会袁没有学
不会的东西遥 个个有把握袁样样都精通遥 哪怕是
将他派到天涯海角袁他都会坚守岗位遥
感性类院文笔好的女性应征者袁将她的辛苦
娓娓道来遥 家里重男轻女袁计划外生育袁出生时差
点被父母丢往河里袁从小粗活细活通通会干遥 从
新疆的乌鲁木齐袁到东北的长白山上袁都有着相
同感人的故事袁写得你是痛哭流涕袁热血沸腾遥
图像类院不仅有文字的叙述袁还有丰富的相
片作为导览袁简直像是来征婚的袁要把他或她的
一生全交在你的手中遥 厚厚的一叠袁让你不野重冶
视它也难遥 图文并茂不打紧袁面谈时深情地看着
你袁让人真不知如何是好遥
集体类院 这种团队作战型可是一个 栽耘粤酝
一起跳槽的遥 所有的资料尧档案尧分门别类袁井井
有条遥 这类人才令人又爱又怕袁爱的是菁英共聚
一堂袁立刻可上阵打战袁为公司打拼曰怕的是将
来他们走时也是如同一辙袁一起走人遥
除五花八门的自传袁 人才市场价格也没一
定的行情袁加上企业的推波助澜袁让跳槽风气更
加变本加厉遥
君不见刚进公司的员工说得如何 天花乱
坠袁感谢公司给机会袁将来又会如何忠诚云云遥
话还没有说完袁 手上的鼠标已经上了人力网站
寻求下个机会袁当然价码又是水涨船高遥 届时两
手一挥袁屁股一拍袁毫不留情地挥挥衣袖走人袁
又迎向另一个更多云彩的天空遥
所以要征求人才袁先要学会野看人尧用人尧防
人冶三招袁否则野遇人不淑冶袁可就后悔莫及遥
长河

哪些就业指导课先开进高校
核心提示

野这样的课程太需要了冶袁野真希望你们的讲座早点开冶遥 由本报职场考场周刊与思明区人才交流中心主办袁厦门共赢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野校企对接 扩大就业冶 大型高校巡回演讲公益活动启动以来袁受到了高校的积极响应和社会
的热烈关注遥 这周袁在上次座谈会的基础上袁各高校纷纷列出了希望首批进驻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遥 我们也依据课程需
要袁开始在社会上公开召集愿意走进校园的公益嘉宾讲师袁一起来参与吧浴

赵馨

征 集 令

匀砸专家袁请来与学生面对面
揖缘由铱为了帮助广大毕业
生解决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一系
列问题袁 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袁
顺利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袁完成
其从学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袁
给他们提供及时的尧有针对性的
职业指导曰同时袁为了满足许多
企业近期招聘大学生暑期工和
大学毕业实习生的需要袁我们希
望厦门地区的广大企业和人力
资源经理们熏
积极响应我们野校
企对接扩大就业冶大型高校巡回
演讲公益活动的征集倡议遥
揖征集铱 一尧 公益授课老
师要要
要现在或以前在有一定规
模的企业内人力资源部或相关
部门担任部门经理以上职务的
职业经理人尧 在某个领域有专
门研究的行业精英尧 知名的专

家学者尧 创业成功人士及企业
家袁 担任本次公益活动的授课
老师袁人数不限遥
二尧 大中专学生实习岗
位要要
要目前或以后长期需要招
聘暑期工尧 临时短期工或大中
专实习岗位的企业袁 企业对这
些岗位渊或工作机会冤的具体要
求请详细阐明遥
揖方式铱请愿意参加本次公
益活动的志愿者将自己的 叶个
人简历曳尧有招聘需要的企业将
叶招聘简章曳 发 至 曾
皂则
扎
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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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袁或邮寄到以下地址院厦门
市金榜路凯旋广场 员 号楼 苑园远
室袁邮编院猿远员园园源遥
咨 询 电 话 院愿愿愿园愿远缘
缘愿远园猿苑圆熏
联系人院傅先生 林
先生

部分高校预选课程
高校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南洋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科技专修学院
厦门海洋学院
厦门兴才学院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华天涉外学院
厦门海湾学院

福建化工学校

课题
叶我的生涯袁我规划浴 曳
叶物流行业发展现状与人才需求曳
叶沟通与人际交往能力塑造曳
叶如何从高校人走向社会人曳
叶职场生存与发展策略曳
叶外贸行业发展与外贸人才就业趋势曳
叶物流企业发展现状与物流人才需求分析曳
暑期实习培训
叶如何从高校人走向社会人曳
叶现代跨国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曳
叶如何成为企业青睐的优秀人才曳
叶物流企业发展现状与物流人才需求分析曳
叶如何成为企业青睐的优秀人才曳
叶就业前的准备与面试技巧曳
叶职场社交礼仪曳
渊注院以上课程以最终确定课程为准冤

匀砸精英熏
这周一起来玩
野杀人冶团队拓展游戏

本报讯 渊记者 赵馨冤总
是为别人设置团队课程的
匀砸精英袁一起来做个自己的
团队拓展游戏吧遥 参加我们
本周发起的两次 野匀砸精英
耶杀人爷团队拓展冶主题沙龙
活动袁收获一定会有不同遥
这次活动由厦门晚报职
场考场周刊发起袁 厦门共赢
管理顾问公司联络协调厦门
载糟
造
怎遭 和 孕运糟
造
怎遭 俱乐部提供
免费体验机会遥 我们希望借
助趣味的游戏活动袁 促进厦
门 匀砸精 英 之 间 的 学 习 交
流尧搭建沟通互动的平台遥 让

大家在轻松休闲的气氛中袁
认识业内同行袁 减轻工作压
力袁 体验另类的团队拓展训
练方式遥
第一批院远 月 苑 日渊周四冤
员怨押
园园原圆员押
园园 在湖滨南路 圆怨源
号裕盛园 月座 圆园圆袁载糟
造
怎遭遥
第二批院远 月 员园 日 渊周
日冤员缘押
园园原员苑押
园园 在厦门斗西
路 员缘远原员缘愿 号祥和广场二楼
南侧曰孕运糟
造
怎遭遥
人数院每批限 员远 人遥
有意参与者袁 可联系院
愿愿愿园愿远缘 缘愿远园猿苑圆袁联系人院
傅先生 林先生遥

小贴士

野杀人游戏冶在白领中很流行遥

简历秀台

野杀人游戏冶是由硅谷归
国留学生带回国内的益智推
理游戏袁 同时也是一种有效
的团队拓展训练活动袁 通过
该项活动能够院
员援锻炼团队成员的观察
能力尧 逻辑推理能力尧 想像
力尧判断力尧口才尧表述能力尧
心理素质及表演能力曰

圆援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尧
活跃团队气氛尧增进团队成
员的感情交流尧 提高凝聚
力曰
猿援提高团队伙伴的语言
表达能力尧辩论能力曰
源援通过游戏可以加深彼
此了解袁 更可以借助游戏增
进团队成员的感情遥

不知道如何写简历钥 不确定简历能否抓住 匀砸的眼球钥 担心简历和所求职位不对路钥 快来晚报野简历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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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冤的专家何老师指导大家
如何写好出国留学简历遥
留学申请材料中的个人简历与我们平
常找工作的个人简历是有一定区别的遥 在
准备留学申请材料时袁 作为对外联系的主
要文件之一的简历的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
申请者的成功率遥 为了能让对方清晰地了
解申请者袁简历在写作方面应力求真实尧全
面尧简洁尧明了遥 留学申请者的简历应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院
员援
个人基本情况遥 包括姓名尧性别尧出
生年月日及地点尧国籍尧婚否尧现在工作单
位及详细通信地址等袁 所有资料都应真
实袁并力求与其它证明材料一致遥 姓名应
与各种学历证明的姓名相同袁如有更改姓
名的情况袁务必在公证时予以声明袁并附
上公证书曰出生年月应与各类学历证明的
出生年月日一致曰出生地点应写明国别和
省份遥

圆援
个人教育背景遥 包括大学尧硕士阶
段的在读时间袁所在大学的名称尧专业和
所获学位袁参加工作后的专业进修尧培训
或学习等遥 在学校里参加学术团体袁得到
荣誉等都可以并入教育背景中遥 在学术团
体中所担任职务可加以注明袁荣誉主要是
指在专业尧技术研究方面获得的奖励和荣
誉袁并要注明获奖名称袁颁奖时间和颁奖
单位遥
猿援
个人的著作尧论文或研究成果遥 分门
别类列出袁 所列著作要注明名称尧 出版年
月尧出版单位曰所列论文要注明论文题目袁
刊载杂志或期刊名称尧期号尧语种遥 对于在
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文章还要注明学术会议
的名称尧召开时间和地点等遥如果其中有被
外国学者评论过的袁 最好附上刊载评论文
章的杂志名称及时间遥
源援
个人的工作经历遥 描写工作经历应
力求抓住重点袁 描述自己在工作经历中获
得的知识的提升尧技能的提高遥科研类的工

作经历要突出研究方向袁 担任教学工作的
可列出主讲尧助讲的课程名称袁担任研究工
作的可列出参加各个研究项目的课题名
称遥
缘援外语水平遥 注明参加 栽韵耘云蕴尧郧砸耘
等考试的时间尧地点及成绩遥若申请者掌握
多门外语袁 则要一一注明语种并说明其熟
练程度遥
远援
拟申请的大学和导师的姓名遥 可根
据申请者查询的资料予以注明袁 并要注意
按照每个单位尧每位导师一份简历的原则遥
苑援
拟进行的研究方向和希望从事研究
的题目遥国外院校的专业面一般较宽袁要根
据国外情况袁力求专业面与其一致遥研究课
题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需要袁 同时也
要尽量考虑对方的条件遥
出国留学的简历一般都以英文简历的
形式来撰写袁所以在确定好内容后袁一定要
注意语法准确尧用词恰当尧表述地道袁格式
上也要有所讲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