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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西裝，更有專業架勢，
帶給評審第一眼的好印象。

雖穿著襯衫，但外衣長褲
一派休閒，應考的氣勢當
場被其他考生給比下。

服裝正式整齊，
尊重評審，
看重口試。

服裝上衣與褲子
稍屬休閒應對不
得體。

正
式
服
裝



兩件式上淺下深的套裝，讓
人感覺妳形象與處事風格的
乾淨俐落，也是求職最安全
的穿著。

輕便服裝走進考場，
只能呈現出辦公室小
妹的樣子。

服裝正式整齊，
尊重評審，
看重口試。

服裝上衣與褲子
稍屬休閒應對不
得體。

正
式
服
裝

10分鐘X12組對照圖=面試成效   120%003003 01



雙手奉上資料，給人從內而
外的真誠印象，成功是許多
做好的小細節所累積的。

剛剛在考場外跟人家搶不
過停車位嗎？單手拿資料
給人，可有點盛氣凌人。

對工作人員仍有
恭敬態度。

對工作人員態度
不佳。

恭
敬
態
度

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 004004



對任何人都要展現禮貌，若
妳臨時有急需，人家可能通
融地幫妳一把。

差一分鐘就來不及報
到嗎？那種心煩意亂
導致連正眼都不瞧人
家一眼，公主病在考
場可是會吃大虧的。

恭
敬
態
度

對工作人員仍有
恭敬態度。

對工作人員態度
不佳。

10分鐘X12組對照圖=面試成效   120%005005 01



做過簡單的臉部與髮型修飾
後，男生看起來較為精明幹
練與積極任事，能留給評審
較佳的第一印象。

膚質不佳、膚色不均，連
帶影響個人整體感覺。

慎重看待自己呈現
給評審的樣子。

沒有化妝的習慣
和意願，素顏面
對口試評審。

為
己
增
色

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 006006



057  口試體檢篇 

 

03

第三章  Examination <口試體檢篇> 
 

體檢，是為了找出身體機能反常之處，並做預防性的治療，以免忽略之後

持續惡化到難以挽回。求職前我們亦應對照自身條件的優劣，接受一趟從頭到

腳的口試體檢，更何況這還是免費的。現在若察覺有異，先做即時的補強，再

做觀念的調整和革新行動的付出。正視自己的弱項並積極改善，當你坐在評審

面前，整體的進步將表現在傲人的分數上。張力更建議考生，閱讀本書各段落

時若發現自己有何處需要改進，不要只在腦中構思，應該立即拿起筆來直接做

行動發想之筆記。 

 一 口試能力培養原則。 
 

放下「無謂的堅持」，認清遊戲規則：只要是口試，一定有主觀成分。 

 【劣】有考生認為：「評審應該要考我『頭皮下的東西』，頭皮以外的髮

型、化妝、服裝，只要『有樣子即可』。」這其實是大錯特錯的想法，尤

其處在每一場國營事業甄試錄取率都偏低、一百大民營甄選擠破頭的今

日，你若有任何一點鬆懈與自我妥協，幾乎就要被其他競爭者給追上了。 

 【優】若今天換成張力要報考熱門公司的搶手職務，一定先做兩件事：

去染髮，使自己頭上沒有任何一根白髮；去擦男性專用 BB 霜，暫時撫平

臉上的皺紋，在評審面前絕不顯老。這不是開玩笑！若我們早知自己坐在

評審面前，跟其他考生相比可能存在某些弱勢，只要能預先補強的部分一

定要做，才算是跟他人公平競爭，讓評審忽略我的弱勢，轉而看重我其他

方面的價值。雖然張力親眼見證台北班一位年近五十歲、滿頭白髮的學員

考上郵局櫃台，但面對評審仍建議不要顯露老態。 



058
不怕面試官 求職口試 教戰守則 

透過有效的自我評估，來確知口試前可改進的方向。坦然面對目前的

實力，自繪模擬口試評分的長條統計圖： 

口試前若想要有效提升，並防堵表達的漏洞，以下依照各甄試辦理單位

的口試評分標準，提供三種表格給考生來做「體檢」。若您誠實面對自己，

也別妄自菲薄，據此評估：「若十分鐘後上場，每一項評分指標中我有把

握獲得幾分？」單項評估後，請再加總。 

若累計總分達到 85 分以上，則離成功不遠，只要多對報考單位與職務內

容做功課，將自己的學經歷與未來職責產生的關聯穩穩說出，並揣摩可

能被問到的背景問題來做防備，成功幾乎就在眼前！ 

如總分為 85 分以下則分數偏低，考生需仔細推敲哪一、兩項比較薄弱，

可請人幫你好好「把脈」，即使在考前只剩下一週，專心面對、積極練習，

針對失分最多的項目來補強，仍然大有可為。 

表格分為兩部分，每一個評分項目的上半部為「今日評估」，意即考生翻

閱到本書的當下，就可依照自身的實力展現來給分。下半部為「考前二

天評估」，適用在考前積極的提升與改善自我之考生，在距離口試僅剩兩

天時，再次來幫自己打分數（也可讓幫你做互動練習的親朋好友來打）。

若發現哪一項得分仍然偏低，即使剩下兩天，尚有可為之處。 

這樣的自我評估長條圖，有如一面「鏡子」，一照便能立刻獲知自己頭髮

沒梳好、衣服沒穿好、表達待加強……，是每一位考生上場前都必須清

楚對照的。 

金融研訓院受託辦理的國營事業口試，通常會佔總成績的 30％。臺銀、

土銀的甄選，口試比重則擺脫歷年的規定與包袱，一舉拉高到 40％，

足證口試的準備越來越重要，考試成績的高下，足以左右上榜與否，

考生更需要具有清楚的方向與資源。有的機關為了因應工作上密集、

頻繁的群己互動，以及特殊專業技能，更加重視考生的人格特質，甚

至口試達總分的 50％，如桃園捷運公司。而一般委託金融研訓院辦理

甄試的民營銀行，其口試佔分比例早已拉高到 50％甚至更高，彰顯這

一關真的需要考生慎重面對。 

金融研訓院受託辦理的口試評分，最初以考試院考選部所訂定的標準

參修而成，近幾年逐步修改項目指標，這四大項包含： 

儀態（禮貌、態度、舉止）：20 分。 

語言表達與反應能力（聲調、言辭、理解、應變、溝通）：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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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識（專業知識、技術與經驗、問題判斷分析、志趣、領導）：30 分。 

適合該職務之特性（價值觀、自信、抗壓、企圖心）：30 分。 

儀態       

考前二天評估       

語言表達反應       

考前二天評估       

才識       

考前二天評估       

適合職務特質       

考前二天評估       

 0 5 10 15 20 25  

今日評估總得分                  口試前二天評估總得分             

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如台電、中油、台水、台糖、漢翔公司等），因

筆試、口試皆由政府單位來主辦，口試的標準較為保守，約佔總成績

的 20％，口試未達 60 分不予錄取。評分指標包含： 

儀態（禮貌、態度、舉止）：20 分。 

言辭（聲調、語言表達能力）：20 分。 

才識（志趣、領導、問題判斷、分析、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與經驗、

工作適應性）：60 分。 

儀態       

考前二天評估       

言辭       

考前二天評估       

才識       

考前二天評估       

 0 10 20 30 40 50  

今日評估總得分                  口試前二天評估總得分             

即使口試僅佔整體成績的 20％，看來不算嚴重，但以經濟部曾舉辦多次

甄試來看，仍有考生因為在考場表現不佳：跟評審「辯論」、對評審無

禮、回答「踩到紅線」、內容一再離題、表達過度緊張、外語回覆不夠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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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回答不夠老實、專業素養未如預期等，導致口試得分偏低。評審

若對考生有意見，通常不是個人的偏見，而可能感染為三人都不滿。即

使不刻意給到 60 分以下的低分，彼此相約都給 60 分，那麼考生要翻盤

就很難了。 

 

由考試院考選部在最新擬定的高考三級公職證照組口試標準中，口試

佔總成績 20％，口試未達 60 分將被淘汰。口試的評分項目包含： 

儀態（禮貌、態度、舉止、應對）：15 分。 

溝通能力（傾聽、表達能力）：20 分。 

人格特質（嚴謹性、情緒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積極性）：20 分。 

才識（志趣、問題判斷、分析、專業知識、專業技術與經驗）：20 分。 

應變能力（理解、反應能力）：25 分。 

儀態       

考前二天評估       

溝通能力       

考前二天評估       

人格特質       

考前二天評估       

才識       

考前二天評估       

應變能力       

考前二天評估       

 0 5 10 15 20 25  

今日評估總得分                  口試前二天評估總得分             

若考生報考其他國、民營甄試，口試評分項目與配分未必與上述三個表

格雷同，或根本沒有評分項目可以依循，仍可參照第一個表格，為自己

做「體檢」。 

自問對於報考的工作內容是否熟悉或具有熱情： 

有則笑話是這麼說的：一位報考蘋果公司的大學生，到了面試現場才驚

覺：「原來你們不是賣水果的！」新時代的主管與評審，最不能忍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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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者對未來的工作內容一知半解，沒有呈現該有的專業度和企圖心，

甚至當評審一再追問下去才發現：「原來你根本沒做過功課」、「原來你的

單薄過去無法因應複雜未來」，進而產生「你不瞭解本公司，那為何來報

考」、「以後要面對的狀況都說不清楚，那如何說服我們」的質疑。一開

始無法展現你對求取這份工作的企圖心，遇到深入的業務問題也難以言

之有物，便無法致勝。不論是文職的櫃台或武職的郵遞，若無熱情就撐

不久做不好。本書在「才識建議篇」會提到多項絕佳方法，只要考生能

依循來做功課，親身觀察、有效筆記，便能在考場答出令評審耳目一新

的答案。 

面對評審時，除應有的禮貌，應抱持不卑不亢的態度： 

現場太過謙遜的展現，可能使人覺得「假惺惺」，已非評審最愛，放得下

身段雖是用人的主要考量，但也可能只留下唯唯諾諾、不夠大方的不利

印象。能在口試當下有為（適時展現主見與創意）有守（配合謙虛受教

的態度），比較可以滿足評審心中的期望。 

考生可能有過考場失利的經驗，因而對於當眾發表顯得投鼠忌器，但本書奉

勸考生重整旗鼓之餘，也希望各位給自己做好心理建設，拉抬整體表現： 

這一關有更好的缺額與單位在等著我！ 

上次的挫敗經驗，讓我今日做足了準備！ 

若考上國營事業（我的第二志願），待遇福利不一定輸給公職（我的第

一志願），所以我也要毫無保留的全力拼戰、專注面對！ 

能如此積極正向的面對評審，便能笑臉迎人、游刃有餘。 

刺激自己展現「服務業」的親和力和敏銳反應： 

評審常常會把自己當作是顧客，揣摩是否喜歡櫃台對面的你。考生務必

在口試現場專注看人、誠懇回答、展現微笑、流露真誠才可能進一步營

造使人信任的好感。 

有的考生行事中規中矩，為人嚴謹，職場的表現精準無誤，總是讓人豎

起大拇指，但在口試之時，也需要適時的輕鬆應答、體貼同理、為人設

想的說詞，也可使評審感染你的說服力。 

國營行庫設有金融或儲匯櫃台，凡是涉及到金錢的服務，都會讓顧客顯

得斤斤計較，這時第一線服務人員的態度常是關鍵。你若有敏銳的觀察

力（在口試現場迅速理解評審的提問並猜測到評審的動機），並握有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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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拒絕的親和力（面對評審始終保持微笑並認真誠懇的看著每一位），

便可讓人聯想到日後服務顧客時也能保持此一水準。 

特別展現「服務業」應有的開朗與自信形象： 

許多國營事業與民營企業一旦舉辦甄選，都希望考進來的新人以「服務

業」自許，展現高度的自我要求。若其本身在報考前就有金融業、餐飲

業甚至醫護業、運輸業、工程類的從業經驗，更容易獲得評審好感。因

為評審相信，你已經在外界接受過許多操練，遇到過許多大小狀況，且

能做到符合長官期望的表現了。故此，有這類背景的考生更應該在評審

面前開朗的應答，時時呈現自信的態勢。 

做好萬全準備之後，才不會當陪考： 

雖然以往的挫敗也是一種學習，讓我們更懂得珍惜眼前機會，但能擠進

每一場複試都很不簡單，考生必須確實抱著「捨我其誰」、「勢在必得」

的強烈動機，才能有效自我提升。以前被問倒、以前被扣分、以前保守

的地方，這次都要設法避免。雖然口試的佔分不比筆試吃重，但因為擠

進複試者少了許多，這一關又離成功更近，帶給考生的壓力其實更大。

也因為如此，諸多的準備細節讓人心亂如麻，不知該從何處下手；有人

索性大剌剌以自己未經包裝的模樣出現在考場；更有人在壓力臨界點宣

告放棄，徒留更多遺憾。 

國營事業筆試榜單公布到複試當天，中間都有一定的期程，讓主辦單位

可以重新整理考生名單，也讓考生趁此準備複試所需繳交資料，這一週

以上的時間更可讓考生好好沈澱，對自己的弱項對症下藥，對個人的強

項擦亮招牌。如此縝密的「行前作業」，才可能把握在評審面前的十分鐘、

六百秒。 

不以個人的口才或反應為滿，仍看重其他禮貌與儀態的周全準備： 

有的人天賦異稟，面對評審常能流暢回答。但政府單位、國營事業與民

營企業主管有多次擔任口試評審的機會，深知「口才最好的未必最會做

事、做人」。近年來評分走向，考生的外觀、口條、學經歷已非絕對優勢，

人家要看的是「你的整體」，在考場更會對你「聽其言、觀其行」。所以，

需繳交給評審的文件書寫字跡應該工整、履歷自傳打字應該檢查出錯

字、工作經歷專業證照等資料應該分類與統整、整場口試不論對評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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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都應該展現禮貌、化妝服裝的搭配不能馬虎、體能測驗的基本

功不能輕忽……。能做出其他考生所不能兼顧的周全準備，已經注定搶

佔成功的先機。不少照做的學員反應道：剛走出考場，便能擁有上榜的

欣喜感覺！就是因為他們紮實的做出本書每項建議，屢屢看到評審肯定

的表情。 

不因報考職務或薪資的不同，產生優越或自卑的感受： 

如果考生心存自卑，認為報考「外勤」就是技不如人，薪資及待遇比較

辛酸，這種心態將會被有經驗的評審看穿，多問幾題未來工作的適應狀

況題，就會被問倒。而如果考生心高氣傲，認為報考的是「營運職」或

高階職位，產生了優越感，卻在口試題當中不願放下身段去第一線歷練，

便沒辦法讓評審放心，不可不慎。別懷疑，我所分享的就是評審的擔憂。 

不以自己的有限，去推測評審的無限： 

在口試中出線機率最高的題目，不外乎「你為什麼要來報考這份工作」、

「你具有什麼跟這份工作直接相關的能力」、「跟其他競爭者相比，你還

具有什麼優勢」等。但越來越多的評審，不滿足於制式的、傳統的題庫，

而轉向考生自己提供與表達的自傳、自我介紹，以此來提問，範圍相當

廣，深度則可能超乎想像，但更能測出考生能力的虛實。評審的提問可

能「因人而異」，如此一來，考生更不能緊抱著網路上所找到的口試考古

題一再複習（還不如來好好閱讀分類仔細的本書題庫）。口試的靈活出題

往往難以預料，因為你寫出的 A 線索，讓評審想到 B 可能，進而促使他

們做出 C 提問，那樣的轉折可能十分戲劇化。考生除了要因應自己最有

可能被問到的地方，在考場遇到千奇百怪的問題也必須鎮靜面對。 

讓自己的外在看起來也像千里馬，期待並準備好遇到認真的評審： 

有的考生空有滿肚子的墨水，總是怨天尤人、怪自己沒有被賞識的機會，

其實要檢討自己的包裝是否積極有效。有人以為，自傳、自介不需要太

認真張羅，到時候被評審問到專業背景，自然有順暢的回應把握，這是

錯誤的邏輯。你不先認真寫篇自傳，吐露過去認真的我、努力的我，評

審閱讀時怎麼會先認同你呢？此外，真正的千里馬，看起來「氣宇軒昂」，

考生若願意營造個人嶄新的造型很好，但髮型和服裝，也必須適合自己，

才能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