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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试须知—面试形式

事业单位联考各省面试的形式主要是结构化面试，也有少部分单位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

的面试形式。全面了解面试形式是考生须知的重要信息之一。

一、结构化面试

结构化面试，也称标准化面试，是相对于传统的经验型面试而言的，是根据科学制定的

评价指标，运用特定的问题、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严格遵循特定程序，通过测评人员与被

测试者进行语言交流，对被测试者进行评价的标准化过程。

(一)结构化面试之三大规范

1.考题规范化

（1）测评要素一般根据拟任职位的要求提取，公务员招录一般为5-7个测评要素；

（2）针对测评要素编制问题，每个问题一般对应1-2个测试要素，给出评分标准；

（3）对拟任同一类职位的应试者使用相同的一组题目；

（4）有统一的评分量表。

2.考官规范化

（1）考官由5/7人组成，其中1名主考官，一般由组织、人事部门、用人单位中具有三

级以上面试考官资质的人员担任；

（2）问题一般由主考官发问，但也可由各考官轮流发问；

（3）考官独立打分，采用“体操评分制”，去掉最高和最低的打分，剩余考官的打分

平均分为考生最终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考官一般要经过专门培训，要有行为的一致性，不能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倾向；

（5）考官衣装要得体。

3.考务规范化

（1）统一严格的考试组织管理；

（2）统一的面试程序；

（3）统一的评分标准和评定量表；

（4）每个应试者面试时间相同，一般为题目数×5分钟/题。

(二)结构化面试的流程

从确定入围面试起，众位考生已经在笔试的洗礼下，开启了面试之路。这条问鼎之路先

后包括确定入围、资格审核、报道抽签、面试候考、进入考场、考生退场面试结束的各个阶

段。在入围面试、资格审核环节上，考生需严格按照面试公告的具体要求准备材料。

各位考生最关心的莫过于从考生进入考场到退场面试结束的流程。这一流程包括进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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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试答题、随机提问、考生退场、计分审核等环节，可以说成败就决定于此。

因此，全面深入地了解结构化面试的具体流程尤为重要。

1.报到抽签

一般需要提前10-3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考试工作人员核对考生身份证件和面试通

知书等相关证件。进入候考室之后，考区工作人员会宣读考场纪律，宣读完毕之后，考生要

上交自己的通讯工具。之后，考生抽签确定分组和进场顺序。

抽到第一的考生将由工作人员带到面试室进行面试，其他考生在候考室侯考。候考室和

面试室是完全隔离的，侯考的考生无法得知前面进行面试的考生的任何情况。

2.进入考场

面试室内除了考官外，一般还有记分员、计时员，还有监察人员全程监督。考官一般情

况下由7人组成，其中一人为主考官。主考官负责宣读面试指导语、强调注意事项、进行提

问等，考生在规定时限内回答给定的问题。

考生入场后，直接走到考生席，站定后向各位考官问好，并报自己的考试序号。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考生不能自报姓名，如在考场内自报姓名，考生会被当场取消面试资格。考生

落座后，主考官将向考生宣读面试指导语，面试开始。

面试指导语示例:

面试指导语

（主考官用）

你好，首先祝贺你顺利通过了笔试，欢迎参加今天的面谈。请你来，是希望通过交谈，

增进对你的直接了解。我们会问你一些问题，有些和你过去的经历有关有些要求你发表自己

的见解。对我们的问题，希望你认真核实事求是地回答，尽量反映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想

法。在后面的考核阶段，我们会核实你谈的情况。对你所谈的个人信息，我们会为你保密。

面谈的时间为XX分钟。回答每个问题前，你可以考虑一下，不必紧张。

好，现在让我们开始。

3.面试答题、随机提问



华图，让考“事”更轻松！

4

题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题本形式，一种是读题。在回答问题时，可能是考生先看

完所有题目，集中思考、连续作答；也可能是看一题，答一题，或者是考官每问一题，

考生答一题。

在考生答题完毕后，考官可能会根据考生答题情况进行提问，通常情况下随机提问的情

况不多。

4.考生退场

考生回答完所有题目后，主考官一般要问考生是否还有其它补充，如无补充，主考官即

宣布请考生退场。这时，考生礼貌性地与考官道别，离开考场时不允许带走草稿纸和桌子上

的题签。考生退场之前把椅子归位放好，但不必刻意地放回原位。

5.计分审核

面试答题结束后，考官根据评分办法打分，打完分后将各自对该考生的评分表交给计分

员，核算分数。计分方式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之后求平均分。核算完毕，

交给监督员审核。

计分员核算完分数，监督员和主考官签字后交给工作人员到候分室对考生宣布，也有些

是在候分室张贴出来或者在网站上公布。

(三)结构化面试之八大能力

1.综合分析能力

综合是在头脑中将事物的各个部分或各种特征联合为整体，分析则是在头脑中将事物的

整体分解为部分。综合分析能力在思维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体现着个体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和理解水平。在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中，经常涉及对宏观事物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具体问题的

深入剖析。所以，综合分析能力重点考查考生对于整体与部分、事物与观点之间关系的认知、

协调与把握。

这种能力是对认知能力的考查，通常通过对社会各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热点事件、政府

政策和行为等发表看法来体现。

【典型真题1】

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播，老百姓认为药企黑心，药企认为自己成本高。对此，你怎么

看？（2018年7月28日湖北省十堰市直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2】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是来源于人民，一切依靠群众，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谈谈你

怎么看？（2018年7月29日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3】

有消息称英国出版社Maclehose Press将出版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英文版推介文

字称之为“一部中国版《权力的游戏》”，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扭曲，有人认为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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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不尊重，你怎么看？（2018年7月9日下午陕西省省直事业单位（文化局）面试真

题）

2.应变能力

应变能力是指将考生置于压力情境下，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能够迅速而灵巧地转移角度、

随机应变、触类旁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应变能力要求考生在应对处理问题时稳定情

绪、思维活跃、反应敏捷，兼顾点面。面试题目中，通常要求考生处理正常工作计划或预期

外、突然发生的事情。

【典型真题1】

兄弟单位要来你们单位参观。一切准备就绪，兄弟单位的同事在来的路上，还有半个小

时就到了，这时候突然停电了，请问你该怎么办？（2018年7月21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事

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2】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导致你单位办公室被淹，同事被困，而此时你刚从外地出差回

来，你该怎么办？（2018年7月21日广西河池事业单位水利站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3】

平塘县后山大道因为修下水道水管爆裂，有人要传说水源被投毒，如果你是水利部门员

工，领导派你去解决此事，你会怎么做？（2018年8月4日贵州省平塘县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3.计划、组织与协调能力

计划、组织与协调能力是指对自己、他人、部门的活动作出计划、排出日程、调配资源，

并对冲突各方的利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协调的能力。计划、组织与协调能力要求考生在规

定情境下根据部门目标，预见未来的要求、机会和不利因素，并作出计划；同时，看清相互

依赖的冲突各方间的关系；并根据现实需要和长远效果作出适当选择，及时作出决策，调配、

安置好人、才、物等有关资源。

【典型真题1】

单位要组织一场红色教育活动，领导让你组织，请问你怎么做？ （ 2018 年7 月 28 日

安徽省直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2】

暑假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时期,让你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你提两个比较好的形式，

并说明理由。（ 2018年7月21日广西柳州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3】

八一建军节,机关工委计划开展一次活动,主题“军民鱼水情”,你作为工作人员,怎么开

展活动! （2018年8月12日宁夏中卫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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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际交往意识与技巧

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是指建立和维持自己与他人、团体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有目的的、

与工作相关的，包括与他人的沟通以及组织中的服从、合作、协调、指导、监督活动。人际

交往意识与技巧要求考生能够有组织中权属关系的意识(包括权限、服从、纪律等意识)，适

应人际交往，具备人际合作的主动性，兼顾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实现人际间的

有效沟通(传递信息)。

【典型真题1】

你的工作难度大，专业性强，你的领导经常交代给你一些非专业的工作，你怎么做？

（2018年8月8日宁夏事业单位A类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2】

学校周边开“小饭桌”，街道办事处进行整改，学生及家长不同意，作为街道办事处人

员，如何处理。（2018年8月12日云南省曲靖市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3】

小张工作效率高，爱思考，经常提建议，领导赞赏，他的建议领导经常采纳。但是他爱

出风头，喜欢表现自己，有时替领导代言。你作为同事，如何与小张相处。 （2018年8月25

日安徽省六安市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5.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

求职动机是指在一定需要的刺激下直接推动个体进行求职活动以达到求职目的的内部

心理活动；个人的求职目的与拟任职位所能提供的条件相一致时，个体胜任该职位工作并稳

定地从事该工作的可能性较大。

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的匹配性主要考查考生对公务员职业的理解、考生对自己及自身发

展的认识、考生所具备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与岗位需求一致。具体通过了解考生的兴

趣爱好、优势缺点、求职动机、个人经历、立场态度等方面来实现。

【典型真题1】

假如你被质监局录用，你怎么做好由一个学生到社会人、单位人的转变？（2018年8月

18日宁夏银川质监局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2】

每个人给自己的定位不一样，所得到的成就也不一样，问，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2018年7月15日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典型真题3】

用四个词语表示你的优点，并说明对竞聘岗位有什么优势。（2018年7月21日广西来宾

事业单位面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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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我情绪控制

自我情绪控制是指在受到较强刺激或处于不利的情境中时，能保持自己情绪的稳定，并

约束自己行为反应的能力，面试中考官主要是根据面试当时应试者对一定问题的反应预测应

试者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要求考生在较强刺激情境中，表情和言语自然；

在受到有意挑战甚至有意羞辱的场合，能保持冷静；为了长远或更高的目标，抑制自己当前

的欲望。

7.言语表达能力

言语表达是以言语的方式针对不同的听众采用不同的方式、风格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明

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并试图让听众接受的过程。言语表达能力要求考生在答题的过程中口齿

清晰、表述准确、用词恰当、层次分明、逻辑周严。

8.举止仪表

举止仪表是公务员面试的外在表现，主要通过考生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动作行为来

考查其是否大方得体，是否符合一般的礼节。因此要求考生不仅在发型、穿着、面容、配饰

上要干净、整洁、得体，同时在眼神、言语、表情、动作上也要自然、恰当、流畅，避免不

合时宜的举动。

二、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

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是相对于其组织形式而言的，在传统的结构化面试里，流程和内容

都比较固定和统一，一般都是一群考官依次通过问答的方式去和考生交流。虽然结构化面试

很规范和公平，但是也存在着弊端，一方面这种形式效率很低，一天只能面试二十多名考生，

另一方面考官也很难准确地对比出不同考生的水平差异。相比之下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就规

避了这个问题，在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中，一次性入场5-8名考生，大家通过在规定时间内

共同讨论问题的形式取代了单个考生和考官问答的形式，提高了效率，也增加了不同考生之

间的对比效应。

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形式最早出现在一战时期，是德国用来选拔间谍的一种面试形式。

当前我国在部分省份如吉林、云南等地的省考以及国考的部分岗位中运用到了无领导小组讨

论面试。我们相信这种面试形式未来可能也会在其他省份省考的面试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到。

(一)无领导面试考场

无领导讨论通常是在一间特定的会议室中进行，室内有会议圆桌或者长桌(或V形排列)，

数把座椅，圆桌上放置纸笔，面试考场是封闭式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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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领导面试流程

从时间上来看，无领导小组讨论一共会经过五个阶段，分别是考生入场、个人陈述、自

由讨论、总结陈述和考生退场，如下图。

下面就从每个阶段给大家分别做介绍:

1.考生入场

考务人员在候考室对考生身份进行确认，并根据讨论的要求将考生进行分组。考生进入

考场要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一般由工作人员引导，排队入场。敲门得到“请进”的允许后

按顺序进入。一般考生入座的具体位置应该事先由考生抽签决定。进考场后，根据桌牌找到

自己的座位，在椅子侧或椅子后站定；等考官示意可以坐下时，道谢后坐下；调整座椅时，

避免发出刺耳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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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陈述

考生入座后，认真听面试考官的导语，按照导语的提示和要求作答。审好题目，快速阅

读材料，掌握好时间，分配好思考时间和答题时间，可以粗略地罗列提纲。然后就问题的要

求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人时长一般在5分钟以内。

3.自由讨论

在自由讨论阶段，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角色。此阶段，

考生既可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支持或反对他人的观点，同时还可以对自己或他人的观

点进行总结。

小组讨论重要的是看考生在讨论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论担任哪一个角色，都要出

色地完成自己的角色，将普通的成员角色做出特色、做出效果。要表现出主动参与、积极推

进的态度，以团队利益为核心，最不能要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4.总结陈述

总结陈述阶段一般是由小组中的一位考生对整个小组的观点进行汇总和陈述。在总结陈

述阶段，考生要注意角色的选择。如果考生概括归纳能力较强，表达演绎能力比较好，可以

尽量争取做总结陈述者，总结时要条理清晰、分点论述，注意把控时间，言简意赅。这就要

求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认真倾听，理解好大家的观点，做好详尽的笔记，概括归纳能力要强。

5.考生退场

规定的讨论程序完成或规定的结束时间到时，得到考官、工作人员面试结束的示意或可

以退场的提示后起立，鞠躬行礼:“谢谢各位考官。”然后将桌上的纸笔摆放整齐，不要将

试题与考场草稿纸、记录笔等带出考场，将座椅轻轻放回原位，随工作人员依次走出，注意

走姿和面部表情。队伍最后一位要注意轻轻将门关上。

(三)无领导面试哪些因素会影响考官打分？

1.影响考官打分的行为

相对结构化面试的题型和能力打分，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的评价方式比较特殊，它更加

侧重从考生之间的互动行为中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查和评分，从操作层面来说，考官往往会从

下面6种行为表现来评价考生:

(1)发言次数的多少、发言质量的高低、说理能否抓住问题的关键、能否提出合理的见

解和方案。

(2)是否能在提出自己见解和方案的同时，支持或肯定他人的合理建议。

(3)能否倾听他人的反驳，在他人发言的时候不强行插嘴，是否具有批驳他人的技巧。

(4)是否能够控制全局，消除紧张气氛；是否善于调解有争议的问题并说服他人，使每

一个会议参加者都能积极思考、畅所欲言。

(5)是否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分析判断、反应、自控等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宽容、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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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良好的品质。

(6)是否反应灵敏、言简意赅，发言主动。

2.影响考官打分的要素

除了以上具体影响考官的行为之外，以下考生在讨论中展现出来的能力也会对考官产生

较大的影响并作用于最终的面试评分。

(1)考生在团队中工作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主要有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能力、说服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能力、影响力、人际

交往的意识与技巧、团队精神等。

(2)考生在处理一个实际问题时的分析思维能力。

主要包括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对信息的探索和利用

能力。

(3)考生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风格。

主要包括动机特征、自信心、独立性、灵活性、决断性、创新性、情绪的稳定性等特点。

另外还包括考虑问题时喜欢从大处着手还是关注细节、喜欢较快地做出决定还是喜欢广泛地

考查各种因素而不受最终目标的限制，是否喜欢在活动开始时设定行为目标和计划等行

为风格特征。

(四)真题感知

【典型真题】【2018年7月21日广西省南宁市水路运输局事业单位面试真题】

单位这个季度只给20万预算，你是本单位财务人员，面对如下的经费申请，你会优先给

以批准哪几个?请做出选择并说明理由。

办公室要购买设备8万;宣传部门要宣传费5万；监督执法部门要购买设备7万；这个月部

门差旅费要3万；研发部门要研发关键技术需要经费9万；人事部需要培训费6万。

要求:

1.每人3分钟时间陈述你的观点及理由。

2.小组展开讨论，得出一致意见，时限40分钟。

3.选派一名代表总结发言，时限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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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面试须知—面试礼仪

一、仪容仪表

（1）仪容

①发型

男性的发型发式，一般要求干净利落、整洁自然，不宜过长，但最好也不要剃光头；基

本的要求是“前发不覆额，侧发不掩耳，后发不过领”。

女性发型的总体要求是轻爽利落、美观大方，不要披头散发、发饰过多。女性可以烫发，

但要给人稳重感，不要太前卫或轻浮。

②面容

面容的总体要求是端正庄重、整洁干净、简约朴实、得体自然。男性应养成每天修面的

好习惯，保持干净整洁，不蓄胡须、鼻毛不外现，口无异味。女性在面试场合应以裸妆为宜，

保持清新、自然、柔和、淡雅，建议考生面试时不要使用香水。

③服装

面试着装的总体要求是端庄得体、干练稳重、朴素大方、温文尔雅。由于公务人员的职

业特性要求，考生在穿着方面应表现出稳重、大方、干练、富有涵养的形象。

男性着装：西装颜色搭配坚持“三色原则”，即全身颜色不得多于三种，西装、衬衫、

领带三样中必须有两样是素色的。

女性着装：建议女性穿正装，如衬衫长裤、西服套装或套裙等，性感、暴露、艳丽、怪

异的服装绝不能出现在面试场合。

④鞋袜

男性应注意鞋袜与西服的搭配，皮鞋要清洁(黑色为首选)，袜子应与裤子、皮鞋的颜色

相同或其他较深颜色，不宜是浅色或者白色。

女性穿套裙时宜穿皮鞋，根据套裙颜色配肉色长统袜或连裤袜，不宜穿黑色或镂花的丝

袜；女性在面试场合不宜穿凉鞋、凉拖等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

(2)仪表

①表情

在考场上，考生的面部表情应从容、镇定、自信，目光坚定，表情自然，不慌不忙、不

急不躁，体现出应有的气度与风貌。答题时要做到表情自然，切忌僵硬死板、面无表情。

笑是面部表情的一种，它是考生在面试考场除口头表达外最重要的一种语言。考生从进

入面试考场那一刻起，就要懂得适时微笑。

②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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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答题时，应注意与考官的眼神交流。用眼神与每位考官进行沟通是十分必要的，

考生在面试时应以正视主考官为主，环视其他考官为辅。

二、行为举止

(1)行姿

正常行走姿势，应当是身体挺立、昂首挺胸、收腹直腰，两腿有节奏地向前迈步；两眼

直视前方，目光自然平静，不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具体而言，男性应步伐雄健有力，走

平行线，显示潇洒豪迈；女性应步履轻捷，步伐略小，走直线，显得端庄大方。

(2)站姿

站姿的基本要求包括站立端正、不应持物、双腿稍分、双腿安稳、避免散漫五个方面。

站姿所禁忌的是歪脖、斜腰、挺腹、曲腿、翘臀等。切忌双手叉腰、放进裤袋或抱在胸

前；不要东倒西歪、左摇右晃、耸肩勾背；不要弯腰驼背或挺肚后仰，这样会显得拘谨、

缺乏自信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失形象的庄重。

(3)坐姿

考生在面试考场的坐姿应注意稳重、静态、直挺和端正。考生入座时要注意稳、缓，动

作协调柔和。尽可能坐在椅子的1/3至1/2处。考生入座和起座时动作要轻缓，不要过急或过

猛。从椅子旁边走到椅子前入座，轻轻用手拉出椅子不要弄出大的声响，背对椅子平稳坐下。

考生落座后，挺胸收腹、腰部挺起，将两臂放于考生席上，两手可自然放于考桌上。

三、动作与流程

面试动作主要包括敲门、关门、问好、致谢、移凳、入座、鞠躬、离场等。在面试考场

的动作与流程方面，主要提醒广大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门是关闭状态，工作人员未开门，考生应敲门，敲门动作自然、声音清楚就好，

敲门声太大或太小都不合适。得到考官“请进”的允许后，考生进入考场。

2.考生进入考场后，在考生席椅子侧方站定，向考官微笑问好，展现礼貌大方的形象气

质。问候考官时，考生在态度上需要注意四点:主动、热情、自然及专注。考生也可用鞠躬

来表达对考官的尊重，但鞠躬动作并非必须，由考生自行决定。

3.考生在未得到考官“请坐下”的允许(手势或言语)前，不要自行落座。

4.考官示意“请坐下”，考生在致谢后移凳、就坐；考生致谢时要诚挚，调整座椅时避

免发出刺耳声响。

5.考生在听到考官宣读面试导语开场白“恭喜你进入面试”时，可礼貌致谢，

认真倾听面试导语中关于面试试题数量及答题时间的要求。

6.考生在回答试题前先思考，大多数考场都备有纸、笔供考生罗列提纲；考生在回答问

题前最好将笔放下，端正坐姿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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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题过程中考生应与考官有眼神交流，不要一直低头看稿纸或抬头望天花板。

8.考官或工作人员提示“面试结束，请退场”后，考生不急不缓地起立，将座椅轻轻放

归原位，向考官致谢、鞠躬后离场。但鞠躬动作并非必须，由考生自行决定。考生退场时要

注意走姿，轻轻将门带关。考生退场时不得将试题与考场草稿纸、记录用笔等带出考场。

第三章 面试须知—应试技巧

一、语言表达技巧

语言表达能力是指针对不同的听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以言语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达出

来，以便于听众接受的能力，要求用词准确，表达流畅，有感染力、说服力。

1.音量

根据心理学、生理学原理，人处于兴奋状态下容易充满自信、声音洪亮，反之则相反。

因此在答题的时候，应适当提高音量，声音洪亮有利于刺激潜能，尽快进入状态，越说越兴

奋、越说思路越开阔、越说越有激情。

2.语速

语速不要过快，因为语速太快思维空间小，更容易出现脱节卡壳的状况。这就对我们的

语速提出了要求，即说话要掌握好节奏，不急不慌，边说边想，娓娓道来。

3.语气语调

语气语调要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最忌死水无澜、毫无变化。同时大部分考生在表达

的时候语气词过多，如:啊、呢、哪、喔、啦。平时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录音，

反复拿来听，看看自己存在哪些语气词，多加练习，逐渐改掉这些毛病。

4.语言规范

对于考生而言，面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的规范与风格。使用公职人员的语言，展

示一定的理论水平，注意做到“不古不洋，不新不旧”，同时注意语序问题，勿用日常俚语

或网络用语的语序。从现在开始站在公职人员的角度看问题，用公职人员稳重大方的语言风

格表达观点，通过反复练习将语言风格规范化。

二、备考技巧

在事业单位各省联考面试中，各个省份，同一省份的不同地方单位，备考面试的时间是

不同的，25-50天不等，下面以30天为例，给各位考生分享备考技巧。

第一周：主动出击，面试早准备，早入手准备面试相关知识。

第二周：分类训练，各个击破，注重语言、表达、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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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坚持练习，善于总结，综合练习，弱项突破。

第四周：模拟考场，拟真演练，直到考前，调整好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信自己。

三、审题技巧

1. 结构化面试

事业单位结构化面试过程中因为有看题和听题两种形式，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要弄清

楚题干中自己的角色定位，题干中还涉及哪些其他相关的角色，具体的矛盾点，工作任务或

者作答任务是什么，切忌答非所问。

2. 无领导小组讨论

事业单位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过程中设置的问题一般预留的思考时间会长一点，审题这

部分建议考生结合题干的要求，尽量多的去思考要点，并要被题干干扰信息或者陷阱所左右，

理清问题的重点再针对性提出自己的干点即可。

无论哪种面试形式，总体而言，面试中审题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关键词。题干信息总会包含关键信息和相关信息及无关信息。

(2)身份。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个体都

有自己经常扮演的身份角色，这样的身份角色会让我们形成思维定势，这种定势会在很大程

度上左右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3)思维。考官之所以会喜欢某些考生的答题，是因为考生答题时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

与政府工作所要求的思维非常接近。

四、答题技巧

1.结构合理

事业单位面试是个人对于面试问题发表观点的过程，如果想要表达的效果比较好，观点

的表达结构最好遵循总-分-总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先说观点，再分条展开，然后总结即可。

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一开始考官就知道你的观点，然后顺着你的观点去理解接下来你陈述的

这个观点的论据。

比如，对于近期曝光的权健、小罐茶事件你怎么看？

考生答：我认为权健、小罐茶等事件，是典型的利用消费者心理的虚假宣传的问题，需

要予以严惩来规范市场，

理由如下：（略）

因此，我们需要多方合力整治虚假宣传，共建健康的市场环境。

这里考生就针对两个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接下来就分析为什么考生持有这个观点，

分条列点陈述依据就行。这样考官看到的是考生基本的政治鉴别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是符合

岗位需求的，整个表达的结构也是很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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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

(1)结论先行。结论先行就是在表达的时候把结论放在前面。

(2)以上统下。以上统下指的是上一级的观点和下一级的观点之间存在包含关系，要用

上一级的观点来统摄下一级的观点。

(3)归类分组。归类分组的意思是指我们在分述自己的要点的时候，要理清要点之间的

边界，要点之间不能存在重复和交叉的地方，这样我们表达的每个点才能清晰地呈现给考官，

而不会出现重复和啰嗦。

(4)逻辑排序。逻辑排序是指在结论先行的情况下，我们展开自己的论述的时候要对要

点之间的关系进行顺序的梳理。

当我们按照这四个基本方法来组织自己的语言表达结构的时候，就能实现考场的表达结

构合理的要求。

2.亮点突出

亮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考生展现出来的与其他考生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语言表达

能力很强可以成为亮点，表达结构合理也可以是亮点，心理状态稳定可以是亮点，交流自然

神情生动也可以是亮点。

当然在这里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在内容层面展现亮点。内容层面要展现亮点，要求考生在

答题的内容上包含更多的信息含量，这些信息含量主要包括:

(1) 思维能力上的亮点；

(2) 知识积累层面的亮点；

(3) 经验积累层面的亮点。

五、心理技巧

很多考生在考试之前都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甚至过度紧张的心理反应，众所周知，

适度的紧张反而有利于考生集中精神，认真答题，在面试表现中比较好。但是过度的紧张，

就会导致考生发挥失常影响考试的结果。

过度的紧张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对于考生而言，过度的紧张的原因有：

1. 对于此次面试考试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对于未知的恐惧，考生不知道将面对什么样的考题，也不知道将面对什么样的面试

结果，越未知越恐慌。

3. 对自己备考的状态认识不足。

对症下药，方能有效。如果考生想调节紧张的心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改善认知

（1）改善对于此次面试期望的认知。对于考生而言，这是一次求职的机会，考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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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考试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不必期望过高，顺其

自然便好。

（2）改善对于变化和不确定性的认知。考试的试题、考官的状况、考试的结果是不可

控的，因此要学会接受这些变化和面对不确定性。

（3）改善对于自己的认知，做一个内控者，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不完美

的，要学会承认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也要认识到自己是具备胜

任岗位的一些技能和素质的，不要妄自菲薄。

（4）努力去信任你的同学和老师，因为同学可以互帮互助，老师可以帮你指点迷津。

2.努力备考，提升自己的面试答题能力，提升对于面试的掌控度。

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把握越大，就会越自信，也就会减轻紧张。对于备

考事业单位的考生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提升对于此次面试的掌控度，也就是对于面试考

情、考务、各类考题及其答题方法的掌控，如果这些越熟练，特别是答题方法，那就对于此

次的面试越会觉得有把握，从而紧张的感觉就会得到缓解。

3.积极的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是人的自我意识中“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沟通媒介。心理暗示的内容是具

体的、实际的，经常持久的积极暗示，会将主要的目标渗透在潜意识中，作为一种模型或蓝

图支配你的生活和工作。正因为心理暗示会对人的意识和行为会产生影响，若想获得积极的

效果，要经常对自我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屏蔽消极的心理暗示。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法是，

我们向自我输入积极的语言，比如：

“我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愿意观察社会，我愿意尝试新事

物”、“我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愿意服务群众”、“我内心渴望成功，我要把珍贵

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积极语言的语句要简洁有力、不要含糊、或者脱离实际

及与人攀比。

4.适当运动改善身心状态

运动的时候，人会心跳加快、肌肉充血、血压升高时运动有助于释放能量，缓解压力。

长期保持运动习惯的人会更加自信，同时运动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可以帮助身体很好的休整，

让人有更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考生在备考期间，可以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

骑车等，来调节自己的备考状态。

5.放慢答题语速

在交流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紧张感，说话语速越说越快。考生面试的时候，如果

意识到了自己很紧张，那么不妨稍稍停顿一下，放慢语速，抑扬顿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

样能很明显的缓解紧张情绪，同时也能够让面试官更好的听到你的自我表达，给他们留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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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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