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
必须确认笔试的种类并提前采取对策
作所需的思考力及判断力、操作速度、处理能力以及正确性等，此外也是一种面试资料，更
是在应聘者人数众多时能够提高效率的甄选材料。
笔试一般使用日语出题，需要具备相应的日语阅读理解能力。
可参考大学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会社四季报》等，提前确认自己希望应聘的企业会实施
哪种笔试并进行准备。

笔试的种类

适应性测试

一般常识测试

作文及论述

适应性测试又分为“能力适应

出题内容涉及日语、数学、社会、
理科、英语、体育以及时事等广泛
领域。
可了解应试者是否具备基础学力
与基础知识。需要应试者平时就
阅读报纸等，做好准备。

可了解应试者的逻辑思维、观点、
创造力以及信息搜集力等。
会限制时间和字数，因此诀窍在
于要简洁易懂地进行阐述。
需要应试者平时就书写日语文章
等，做好准备。

性测试”
、
“性格适应性测试”
以及“综合适应性测试”3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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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解应试者的基础学力、基
础知识以及职业适应性等。

性格适应性测试

用自己的语言展现自我

53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进公司前进行有计划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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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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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名称

实施公司

SPI3

Recruit Management
Solutions

语言、非语言
性格测试

CAB

日本 SHL

心算、规律性、命令表、
暗号、OPQ

CAB

日本 SHL

语言、计数、OPQ

玉手箱

日本 SHL

计数、语言、英语、
品格

SCOA

日本经营协会
综合研究所

语言、数理、逻辑、英语、
常识、品格

TG-WEB

Humanage

语言、计数、英语
性格测试

综合适应性测试
同时进行“能力适应性测试”
以及“性格适应性测试”
。
大部分企业会实施综合适应
性测试。

问题结构

OPQ（Occupat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s）：与工作有关的品格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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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

可了解应试者的基本性格、行
动特性以及职务适应性等。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必须确认笔试的种类并提前采取对策

面试

笔试分为“适应性测试”、“一般常识测试”以及“作文及论述”3 种。

能力适应性测试

笔试

笔试

从聘用考试、
内定录用、
到进入公司

笔试有很多种。实施笔试的目的在于掌握学生是否达到一定水平的智力和学力，是否拥有工

■适应性测试的种类

■ SPI3 是指

适应性测试分为书面测试和上机测试 2 种。

日本企业采取的适应性测试多为 SPI3。

此外，实施会场也分为自家或企业、考试中心 3 种。

SPI3 是株式会社 Recruit Management Solutions 所开发的测试。

即使是同种适应性测试，其难易度也可能会因实施会场而异。

SPI3 的问题本身并不太难，但是会要求“速度”和“正确性”，所以要提前了解出题倾向和

一般来说，在企业现场实施的书面测试最简单，在自家实施的网上测试最难。

有效的答题方式。

形式

实施场所

书面测试

纸

企业会场

语言（30 分）、非语言（40 分）
性格测试（40 分）

考试中心

WEB

共用会场

语言及非语言（35 分） 性格测试（30 分）

WEB 测试服务

WEB

自家等

语言及非语言（35 分） 性格测试（30 分）

内部 CTB

WEB

企业会场

语言及非语言（35 分） 性格测试（30 分）

特点

※ 在考试中心进行测试的话，可以将测试结果提交给多家公司。
（参试者无法得知适应性测试的结果）也可以再次进行测试。

■适应性测试的应对方法
❶调查应聘企业所采取的适应性测试
如果是大型企业或热门企业，可通过《就职四季报》以及适应性测试辅导书等书籍确认其所采取的
适应性测试类型。其他企业则可通过所在大学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学长们的报告资料确认。

❸习惯适应性测试的时间限制
适应性测试的难度在于必须在短时间内回答众多问题。答题时的效率很重要，所以从练习时就要随
时注意时间，以与正式考试时相同的时间答题，习惯时间限制。
适应性测试基本上是以日语出题，因此让很多留学生都感到头疼。也有些中小
企业不会实施适应性测试，如果无论如何都对适应性测试感到吃力的话，也可
以搜寻不实施适应性测试的企业。

测试类别

领域

測驗領域與出題類型

语言能力

两个词语的关系、语句的用法、文章重组、填空、熟语的结构、文
节重组、长篇文章阅读理解 等

能力适应性
测试
非语言能力

性格特点
性格适应性
测试

推导、概率、集合、损益计算、速度计算、图表统计
货款核算、费用折扣、比例计算 等
从行动层面、意愿层面、情绪层面以及社会关系层面来测定性格方面
的特点

职务适应性

从性格及基础能力方面的得分来测定对工作的可适应性

组织适应性

测定对组织环境的可适应性

■ SPI3 的应对方法
❶提前了解出题模式。
❷题量大，要注意时间分配。
❸阅读长篇文章前要先确认问题和回答。
❹即使不会的问题也不要空着，要回答所有问题。
❺注意不要算错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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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了解适应性测试考题的种类及答题方式
必须要了解测试的种类以及考题的出题倾向，并理解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答题。可到书店购买适应
性测试辅导书或利用网上的免费习题集等，多多做题并进行适应。

■ SPI3 的测试领域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❸书面测试（实施场所 ：企业）
在企业或者企业指定的场所通过书面试卷接受测试。
支持测试 ：SPI3、CAB、GAB、SCOA、TG-WEB 等
实施时期 ：6 月1 日企业开始进行甄选活动以后

实施方式

面试

❷考试中心（实施场所 ：各种适应性测试的专用考场）
在各种适应性测试指定的专用会场通过电脑进行测试。
支持测试 ：SPI3、C-GAB、SCOA、TG-WEB 等
实施时期 ：3 月1 日企业开始进行宣传活动以后

■ SPI3 的种类（SPI3 按照实施形式以及实施场所分成 4 种）

笔试

❶网上测试（实施场所 ：自家）
可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通过自己家的电脑等进行测试。
支持测试 ：SPI3、WEB-CAB、玉手箱、TG-WEB 等
实施时期 ：3 月1 日企业开始进行宣传活动以后

面试

■ SPI3 问题集（示例）
●语言类
(1) 请根据下文的意思选出最贴切的谚语。
对人好的话，迟早会有好报。
① 前世的报应   ② 有福不用忙   ③ 好心办坏事   ④ 好心有好报   ⑤ 因果报应
(2) 请选出与例文的划线部分意思最接近的一项。
（例）勉强没用
① 视野开阔   ② 药起作用   ③ 问老师   ④ 想得周到   ⑤ 听音乐

■面试的种类

(4)→①树立口碑

●非语言类

在日本，一般会实施 3 次以上面试。实施多次面试的理由是为了让不同立场的人来观察应聘
者的性格和思维等，看清其是否是企业所需的人才。
而且，在面试中多数会实施“团队讨论”
、
“小组面试”以及“个人面试”
。此外还有“团队工

面试

(3)→⑤缩短

笔试

让面试官了解这些方面的情况。

(4) 请选出最适合表现下面句子意思的一项。
出名
① 树立口碑   ② 忘记姓名   ③ 不佩戴姓名卡   ④ 逃避责任   ⑤ 举办选举运动
(2)→①视野开阔

选拔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面试”。自己已经做过“自我分析”和“行业和企
业研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语言阐述应聘理由、自己的强项及想法等等，

(3) 请选出与示例中的两个词语具有相同关系的词语。
（例） 干涉 ：放任
延长 ：＿＿    ① 中断   ② 中止   ③ 短期   ④ 缩小   ⑤ 缩短

【答案】(1)→④好心有好报

用自己的语言展现自我

作”和“发表型面试”等各种类型的面试。

(1) A 先生开车上下班。上班时速为 50km，下班为 60km 的话，下班所需时间比上班少 15 分钟。请问
从家到公司的距离为多少公里？
① 55km   ② 60km   ③ 65km   ④ 70km   ⑤ 75km

(3) P、Q、R 三个加油站均有售汽油和轻油。Q 的每升汽油的单价比 P 贵 2 日元，比 R 便宜 5 日元。并
且，这三个加油站的轻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 82 日元。该平均价格比 R 的轻油贵 4 日元，比汽油的
平均价格便宜 23 日元。
当 P 和 Q 的轻油价格相同时，P 的汽油和轻油的的价格差为多少？
① 18 日元   ② 19 日元   ③ 20 日元   ④ 21 日元   ⑤ 22 日元

【答案】(1)→⑤ 75km

(2)→② 3.6％

(3)→① 18 日元

(4)→④若喜欢学习，则会喜欢打网球

●一般常识

(2) 请从下列选项中选出声音的三要素。
① 节奏 / 旋律 / 和声   ② 优美 / 欢快 / 音量   ③ 响度 / 音长 / 旋律  
④ 响度 / 音高 / 音色   ⑤ 音长 / 音量 / 音色
(3) 我国的都道府县中面积最大的是北海道。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面积最大的县。
① 秋田县   ② 岩手县   ③ 青森县   ④ 长野县   ⑤ 岐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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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②岩手县

…多个由 4 ～ 6 人组成的
…小组
…数人
…第 1 次面试
※ 因企业而异

应聘者
面试官
时期

1

自我介绍

2

分工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学生

主要分工有主持、记录员、计时员、发表者

3

讨论

4

发表

面试官

■注意事项

(4)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逐渐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增加，这种现象称为什么？
请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① 风险投资业务   ② 泡沫经济   ③ 产业空心化   ④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⑤ 经济的双重结构
(2)→④响度 / 音高 / 音色

■团队讨论的形式

■进行方法

(1) 引起初期轻微震动的地震波称为 P 波，引起主要震动的地震波称为什么？请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① S 波   ② L 波   ③ N 波   ④ EW 波   ⑤ V 波

【答案】(1)→① S 波

■团队讨论是指
“团队讨论”是指以 4 ～ 6 人为 1 个小组，就企业布置的
主题在小组内进行讨论。
面试官将客观观察讨论的情形并予以评价。目的是为了确
认在集体中个人会有怎样的表现。

(4)→④产业结构高级化

（⇒就业活动礼仪讲座② 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礼仪 P46）
・要注意讨论过程中的遣词造句。
・也不能来回改变意见，或者赌气坚持自己的意见。
・要注意时间分配。
・在分工、讨论过程中的消极态度或强硬态度都会造成负面评价，所以要注意。
・这不是辩论。小组内要互相协助引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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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以下说法成立，则哪一项是确实可以这么说的？
A“若喜欢春天，则会喜欢打网球”   B“若喜欢冬天，则会喜欢滑雪”
C“若喜欢学习，则会喜欢春天”
① 若喜欢春天，则会喜欢学习   ② 若喜欢冬天，则会喜欢学习
③ 若不喜欢滑雪，则不会喜欢春天   ④ 若喜欢学习，则会喜欢打网球
⑤ 若不喜欢春天，则不会喜欢打网球

①团队讨论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2) 有 3％的食盐水 200 ｇ，4％的食盐水 300 ｇ。将这两种食盐水混和后，浓度是百分之几？
① 2.6％   ② 3.6％   ③ 4.6％   ④ 5.6％   ⑤ 6.6％

接下来将对一般实施的“团队讨论”、“小组面试”和“个人面试”进行详细说明。

②小组面试

■面试的流程

■小组面试是指

■小组面试的形式

应聘者多的企业为了将应聘者人数缩小到可以进行个人面
试时会实施“小组面试”
。
小组面试有着“每个人的回答时间很短”以及“会被与其
他应聘者进行比较”等个人面试中没有的特点。

应聘者
面试官
时期

…数人（2 ～ 6 人）
…数人
…第 1 次、第 2 次面试
※ 因企业而异

报到

请记住，面试时是从报到的那一刻开始的。报到时要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学
校名”
、
“姓名”以及“自己是来面试的”
。不要忘了对接待人员表示感谢。
与公司职员擦肩而过时，可轻轻点头致意。

3

准备室

静静地等待面试。携带的行李不要放在桌子上，可放到自己的脚边。即
使等待时间较长，也不要与其他学生聊天或频繁进出准备室。

进入面试室

进门之前，先敲 2 ～ 3 下，待听到里边传来“どうぞ”之后，然后说声“失
礼します”
，进入面试室。进去后先向面试官行礼（30 度左右的鞠躬礼）
，
然后走到准备好的座位旁边，声音洪亮地报上学校、院系和姓名，再一
次行礼（30 度左右的鞠躬礼）
。当听到面试官说“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
之后，回答一声“失礼します”
，然后坐下。

面试过程中

可把包放在脚旁，不要靠在椅子靠背上，端正坐好。使用规范、礼貌的日
语，注视面试官的双眼，简明易懂地回答提出的问题。在进行小组面试的
时候，当其他人回答问题时，自己也应该倾听。

退出面试室

面试结束以后，起身行礼，并对面试官说声“本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表示感谢。到了门口，
再次行礼
（30 度左右的鞠躬礼）
，
说一声“失礼します”
，
然后轻轻关门退出。
（冬天时）记得要在出了公司玄关后再披上外套。另外，走出建筑物之后再
打开手机电源。

■进行方法
面试官根据提前提交的报名登记表和简历向应聘者提
应聘者按顺序回答同样的问题。

学生

学生

学生

■注意点
・第一印象很重要。
（⇒就业活动礼仪讲座①能给人好感的面试着装 P32,33）

4

・要以能给人留下印象的音量和说法方式来进行回答。
・做好准备，简洁地回答问题。
・做好准备，把自我评价控制在 1 分钟以内。

面试官

面试官

・也要注意倾听其他应聘者说话时的态度。

5
③个人面试
■个人面试是指

6

■个人面试的形式

“个人面试”与小组面试不同，会对每个人花费足够的时
间以了解其特性。
不光是对问题的回答，面试官也会确认你的态度、姿势、
表情以及说话方式。

■进行方法

应聘者
面试官
时期

…1 人
…数人
…第 1 次、第 2 次面试、
最终面试
※ 因企业而异

面试官会根据报名登记表和简历向应聘者提问，并回答问
题。
最开始会被问及有关简历以及报名登记表的内容，然后会
为了详细了解这些内容而提出一些问题。

学生

■注意事项

■礼仪、姿势
■行礼

■点头致意

是基本礼仪，
委托时、致谢时
角度 … 30 度
视线 … 1m 远的地面

与公司职员擦肩而过时
角度 … 15 度
视线 … 3m 远的地面

・要记住自己在报名登记表和简历中填写的内容。
・整理一下在过去的面试中说过的内容。
面试官

面试官

面试官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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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态良好的坐法
・挺直腰板
・不倚靠椅背
・不要太靠后坐

15°

30°

・要展示自己能够为企业做出贡献。
・会有问题确认你是否有入职意向。
・也不要放松仪表姿态。

■就座姿势

3m

55

就座时手脚的位置
・女性要合拢双脚，
双手并置于膝上
・男性要稍微打开双脚，
轻轻握住手，置于大腿上
面试过程中，手脚不要动来动去
・面试过程中，手脚不要动来动去

开始工作之前

2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切忌迟到。为了让自己能有一个平和的心境参加面试，建议在集合时间的
15 分钟前到达会场。另外，在公司门口一定要关掉手机。
（冬天时）要脱
掉外套再进入建筑物。

面试

到达会场

笔试

1

■回答问题的方法

回答问题的方法（例）

♠ … 面试官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进公司前进行有计划的行动
在自己理想的公司作出内定录用决定之前，不要轻易放弃，而应该继续进行就业活动。
清楚了解“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的流程”，进行有计划的行动。
笔试

面试中的问题一般与提前提交的报名登记表上的问题相同。
面试官会看着你的报名登记表提问。因此，为了不要做出与报名登记表内容不同的回答，面试前
一定要确认报名登记表上的内容。
另外，随着面试过程的推进，应聘者经常会被要求对报名登记表上的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要提前
对面试中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做好准备。
为了能在面试时顺利回答出报名登记表以外的问题，提前认真进行自我分析、行业及企业分析极
为重要。另外，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进行自我评价，需要向对方进行简明易懂的说明。
为了能以结论→小故事→总结的顺序来回答问题，要多加练习。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的流程

”
♠ “请告诉我你在学生时代为之努力的事情。
”
♦ “我在学生时代努力学习了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能力。
♦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为了能在 Facebook 或社团中
与拥有不同国籍及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交流，…… ”
”
♦ “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交流能力。希望能在贵公司的○○发挥这一能力。

变更“在留资格”

要在日本企业就业，必需将“留学”签证变为工作签证，为此，需要进
行在留资格变更的手续。为了赶在进公司之前办好手续，应尽量提前做
好申请准备。※ 详细情况请参见下一章。

进公司

有的公司把欢迎会、内定录用仪式、进公司前的研修等活动排在正式进
公司的日期以前。应确认好有关的日程安排。

总结

■面试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你用过我们公司的商品吗？印象如何呢？
●如果分配部门与你希望的部门不同怎么办？
●你对公司和工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请告诉我你来日本留学的理由（在日本企业就职的理由）。
●你打算在日本工作多长时间呢？
●现在有在参加其他公司的选拔吗？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针对面试的练习方法】
■独自练习的方法
用手机等录下自己说的话然后听一下。
确认自己的视线、说法方式以及说话内容进行改正。
■模拟面试
请朋友或学校职业指导员老师担任模拟面试的面试官来进行练习也很重要。
面试是让别人对自己进行评价。要尽量让别人来看，在正式面试前进行改正。

万一、

●切勿着急，冷静分析原因，制定对策。

没被公司录用，该怎么办？

●查找秋季录用或全年录用的企业聘用信息
●可考虑向人才介绍公司或派遣公司登记
●毕业后也可以继续进行就业活动・・・ 参照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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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之前

作出进公司的决定

最后把自己满意的企业集中到一家上。如果拿到了多家企业的内定录用
通知，可以与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老师、家人等商量，尽早选出想
进的公司。如果迟迟未决，不能及时辞掉内定录用，则可能给其他学生
的录用造成影响，也对今后同校同院系其他学生的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小故事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提交誓约书

在得到“内定通知”后，需要提交有关材料，确认自己希望进该公司
工作的意向。这个书面材料就是“誓约书”
。有的公司会为内定录用
者举行庆祝会等，并当场让录用者署名、盖印。如果是通过邮寄方式
送发“誓约书”
，则应注意在规定期间内填写，否则，超过期限可能
会被视为“辞退录用”
。
※ 该“誓约书”不具法律效力，提交之后，还可以继续进行就业活动。
应事先确认好各家公司的录用日程表，以避免反复出现辞退内定录用
的情况。

结论

面试

内定录用通知

在最后一轮选拔结束以后，企业将通过“内定通知”
，传达企业的录
用决定。很多公司首先是通过电话通知求职者已被录用，
然后邮寄“内
定通知书”
。如果已经被其他公司所录用，或者没有想去这家公司的
意向的话，应该尽早诚恳地向该公司表明谢绝之意。

♦ … 学生

开始工作之前
日本企业的工作环境

■劳动条件
按照劳动保障制度，在日本国内就业的外国人雇工，其工资、劳动时间、退休、
解雇等劳动条件，原则上与日本人雇工享有同样的标准。

■社会保障制度
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就业时，原则上必须加入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等保
险制度。
❶劳工灾害补偿保险
因业务上的原因及上班途中负伤、患病、致残、死亡等支付保险金。
保险费由雇主全额负担。
❷雇用保险
雇工失业时等，支付必要的保险金，以确保其生活安定、为促进再就业等
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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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所得税
不论国籍，按 1 月至 12 月一年间收入所对应的税率征收。
所得税事先按一年的预计总收入从每月的工资中扣除。
年末进行适当的税收额的调整（年末调整）。
❷居民税
不论国籍、每年 1 月 1 日由居民登录所在的市区町村征收。
根据前一年度的收入或抚养家庭成员数等征收的税金有所变化。

■福利保健
与工资等不同、企业为雇工及其家属提供的各种制度、政策、服务等称为
福利保健。
法律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险义务也是福利保健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企业为提高职工的工作热情、也制定有独自的福利政策。
❶住宅相关制度 / 房租补助、单身宿舍、公司职工宿舍、财产储蓄等
❷健康・余暇相关制度 / 医院、诊所、运动场、疗养院等设施的运营、健
康咨询、指导、促进文化・体育活动等。
❸其它 / 婚丧嫁娶慰问金、制服・工作服的发放等。
最近、各种福利保健服务实行记分化、开始实行在规定的分数内按个人需
要选择服务项目的“选择型福利保健”的企业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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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之前

❺安全卫生
为确保雇工的安全和卫生，雇主必须努力防止劳动灾害、改善工作环境和
劳动条件，并对雇工实施安全卫生教育和健康检查。

有国家征收的“所得税”和都道府县或市区町村征收的“居民税”。
这些税金、由雇主从支付雇工的工资中事先扣除（源泉征收）。
外国人雇工归国时、需要办理当年税金（缴纳欠额等）的结算手续。

从内定录用到进公司

❹劳动时间・假日・休假
规定劳动时间为 1 天 8 个小时，1 个星期 40 个小时（但是，因行业和事业
所的规模等也有特例）。另外，也有的企业根据一定的必要条件，变换劳动
时间（1 个星期、1 个月、
1 年为单位的劳动时间设定或弹性工作时间制等）
。

■课税制度
面试

❶均等待遇
规定雇主（企业等）不得以雇工的国籍为由采取不同的劳动条件区别对待。
❷劳动条件的明示
规定雇主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要以书面明示合同期间、就业场所、劳动时
间等条件。
❸工资关系
规定雇主要每月 1 次以上，在规定的日期以货币直接支付雇工全额工资。
并且，不论国籍和性别，雇用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一般从工资中先扣除税金、社会保险金等。

笔试

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就业时，适用与日本人同样的劳动相关法令，以确保其享有
与日本人同样的劳动条件。

❸健康保险
为确保雇工及其家属生活安定，被保险人在工作期间之外患病、受伤时支
付医疗费，以及生育和死亡时支付一次性补助金。
保险费由雇主和被保险人各负担一半。
❹厚生年金保险
针对雇工老龄、残疾或死亡支付保险金。
保险费由雇主和被保险人各负担一半。
另外、厚生年金保险加入期间为 6 个月以上的外国人雇工归国时，归国后
2 年以内提出申请、按加入期间能够得到“一次性退出金”

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礼仪②

就业活动礼仪讲座

电话礼仪

电子邮件的礼仪

打电话时因为无法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所以需要格外留意。

就业活动中与企业有关人员互通电子邮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发送电子邮件时要注意遵

注意不要给对方留下不舒服的印象。

守礼仪。

■什么时候使用电话

■什么时候使用电子邮件

・申请资料
・报名参加说明会
・调整面试日程

・提问或咨询聘用考试相关问题
・面试或考试当天迟到或缺席时进行联系
・进行内定的联络 等

■打电话时的基本礼仪

・实习后的致谢

・拜访校友时的预约以及拜访后的致谢

・申请企业说明会的资料

・回复企业发来的预约确认以及介绍邮件

・面试后的致谢

・聘用考试的提问及咨询

等

■电子邮件的格式

电话是我们身边常用的交流工具，但在就业活动中，电话的使用方法与跟朋友进行交谈

标题
标题宜简明易懂地表达事情内
容。

时是不一样的。由于电话中看不到对方的样子，因此，说话时的措辞用语及声音的总体
形象会左右听话方对你的印象。应注意在说话时考虑到对方，使用礼貌用语。

收信人
在正文开头部分写上收信人
（所属部门及姓名）。

避开早晨、深夜、刚上班快下班、午休等时间段。如果是使用手机，则应在接收信号
好的地方。
打电话前事先准备好记录用具和日历。

自我介绍
先做自我介绍，再讲具体内容。

事先想好该怎么说明自己姓名，如何使用汉字、罗马字、假名来表示。
作自我介绍，然后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注意发音清楚，内容简明扼要。

正文
宜简明扼要地表达事情内容。

对对方表示谢意，在对方放下电话后自己再搁下电话。

署名（签名）
邮件最后的署名部分写上学校
名、姓名、电子邮件地址以及
电话号码等内容。

■面试迟到时
跟别人约好见面时，应该留出充裕的时间行动，这是上班族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记住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迟到都不可原谅。
万一因为交通工具延误等原因迟到，一定要在约定时间前通知企业。
例如）面试迟到时
学生

企业

“您好，我是○○大学的○○○，跟贵公司约好了今天○○点○○分进行面试。
  我现在○○站，电车因为遇到人身事故而暂时停运。
  预计会在○○点○○分才能到达贵公司。
  真的非常抱歉。
  面试该怎么办呢。”
Ａ：
“我知道了。请尽量早些赶到。”
Ｂ：
“是吗？那么我给您安排其他时间吧，请您稍等。
”
Ｃ：
“看来无缘跟您一起工作了（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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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电子邮件时的注意事项
●文章应分段书写，力求清楚易懂
●发送前要检查内容，确认有无错字或漏字。
●若使用的是免费电子邮件，请使用严肃的邮件地址名。
●要注意发信时显示的“送信人名”，若使用了绰号等，请进行修改。
●必须尽早与对方联系或向对方致歉的时候，应当通过电话联系。
●收到对方邮件后请立即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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