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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致辞

如何准备面试

我们十分感谢您的家庭能继续参与戴维斯研究计划。这一期通讯将简单介绍如何准备
面试和如何使用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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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声明，本研究现由德州奧斯汀大学主持。希望您的家庭能够继续支持本研
究。我们的联络方式为电子邮件：projectfamily@gmail.com，或来电：(415) 271-0390

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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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打算搬家吗?

4

或 1-(866)7–FAMILY（免费号码），或者上网：http://webspace.utexas.edu/syk343/。若
您打算搬家或更改您的资料，请与我们联络。再次感谢您的家庭对本计划长久以来的
支持和热心参与！

如何准备面试
面试是一个能够让你好好对会见
者推销自己的良机。你若希望给
你的会见者留下深刻美好的印
象，你必须在面试前做妥善的准
备及打造对面试的预期。利用几
步减单的步骤来准备齐全能够帮
助你减轻压力以及提升你在面试

正想在该公司就职。一家公司的资
料来源包括：


该公司网站



网络文章，论坛等等。



如果你有在该公司就业的亲戚
或朋友，你可以找他们询问

准备好你在面试时要穿的衣服。
你的穿著应该符合该公司的标
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过度正
式比过度随便的穿著要好得多。
你应该在面试的前几天将衣服准
备好，并确保它们的整洁。另
外，你应该准备一把雨伞以备下
雨之用。

时的自信心。
面试之前
多多搜集公司以及你的会见者的
资料。身为求职者，你有责任去
暸解你求职的公司的营业背景。
因此，在搜集数据时，你应该用
心做详细的笔记，并且将特别重
要的方面熟背，以便在面试时备
用。此外，你所搜集的数据可以
帮助你在面试时提出适当而机敏
的问题，并且帮助你决定是否真

练习回答面试题目。在校的大学生
可以请职业中心的代表或者你的朋
友来为你办一个模拟面试。或者，
你也可以用一面镜子来测试自己。
同时，你也应该准备几道你可以在
面试时提出的问题。你所提出的问
题应该反映你对应征工作的兴趣以
及你对该公司的认知。下列的网站
提供给你一些范例的问题：

将你在面试时可能需要的文件准

 www.job-interview.net/Bank/
JobInterviewQuestions.htm

中可能想要浏览的其它文件。

备齐全。将你的简历以高质量的
纸张印出几份，并将它们储存在
一个活页夹内以保整洁。你的面
试者也许没有看过你的简历，或
许没有你的简历在手边。另外，
整理你的活页夹，职业推荐人名
单，以及你认为未来雇主在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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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时

面试之后

提早10-15分钟到达面试地点。如果有
必要的话，提早半个小时到，坐在车子
里等。绝对不要冒迟到的险。

面试结束后，马上写一封简短的感谢信
给你的会见者。你在面试时遇见的每一
位会见者都应该有一封属于他自己的感
谢信。你若有困难记得每一位会见者的

呈现专业的风采。一旦你到达面试地
点，即刻将你的手机关掉，并且向办公
专业的外表是指穿着
得体。

要求你的会见者为
你形容该职位在一
天中的活动或者你

对那份工作的兴趣以及你对自己胜任职

者见面时,不要忘了和他（们）坚实的
握手。同时，请记得：

务的信心。如果你和公司往来都是由电



传递你的感谢信。无论你决定以哪一种



避免批评他人（例如你过去的雇主
或教授等等）。
以礼貌和专业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
（不单独限于你的会见者）。

似这样的问题会显



示你对职位的兴趣

保持自然的目光接触。坐在椅子上挺直

领。

注意你的姿态。随时和你的会见者

胸背，把你的双手轻松地放置于你的大
腿上，并常在适当的时候微笑。同时记
得，一张微笑的脸会使你显得轻松且平
易近人。


专心聆听每一道问题，并且给予周
到诚实的答案。在回答问题前花几秒钟
深思，并在需要时要求澄清。你所给的
答案应该是简明扼要的。

绝对不要冒迟到的险

子邮件沟通，你可以继续用电子邮件来
方式与他们联络，你的信越快寄出越
好，绝不延拖。感谢信的作用在于加强
你的会见人对你的印象而帮助你成功获
取工作。



可能会做的事。类

以及你处事的本

感谢信不用太长，但是它应该反映出你

室的接待员做自我介绍。 在你和会见

除非你的会见者邀请你这么做，请
勿以他的名字 (first name) 称呼他。
比方来说，你可以

名字，你可以请该公司的接待员帮忙。

提出能够表达你对该职位的兴趣的问
题。比方来说，你可以要求你的会见者
为你形容该职位在一天中的活动，或者
你可能会做的事。类似这样的问题，会
显示你对该职位的兴趣以及你处事的本
领。相对的，你应该将有关于薪水以及
福利的问题留待你已成功获取该职位时
再询问。

面试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项高压力的
事。但是请记得：你的会见者并不希望
你面试失败。相反的，他们对你的能力
寄有深厚的期望，因为你的成功同时也
是公司的成功。况且，获取工作的人通
常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每一项公司所定的
要求。许多公司在筛选候选人时，都把
重点放在他们在面试时表现的热情和上
进心。记得，完善的准备是成功的一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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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
对大多数人而言，信用卡的魅力是
难以抗拒的。然而，真正懂得信用
卡的威力的人却只在于少数。虽然
信用卡的使用方法有些复杂，但它
却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
具。比方来说，你若想在日后购买
一所房子或是一辆汽车等高消费物
品，你将需要提供你的信用报告。
由此可见，信用卡是你在建立你的
信用时最重要的工具。然而，在它
能够帮助你达成你的财务目标之
前，首先你必须了解
使用信用卡的不同费
用，以防止因无知而
造成的经济问题。

信用卡的费用

该在付给最低额后再多付一些钱。

信用卡有许多不同的费用，让你
容易搞混。你对这些费用的认知
会帮助你更加暸解你的开销。下
列为几项你最可能遇上的信用卡
费用。

 绝对不要以信用卡来付信用卡。那

 财务费 (finance charge)：信用卡

 区别想要和需要。没有控制的消费

的利息费用，可高达你每个月未
缴的帐目之 20%。

么做只会使得你累积更多的利息。
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使用你的积
蓄、向你的家人或好友借钱，或是
于你的发卡机构求助。

很快地就会使你超支。
 不要超过信用卡的额限。超过额限

 年费 (annual fee)：

的消费会造成罚款以及利息 (APR)

费用依发卡机构而
异。有些卡是免费
的，其它的则可能施
加每年 $20 至 $100 元

的增长。
 避免用信用卡预支现金。因为预支

现金的费用非常高， 除非紧急，不
要用你的信用卡来预支现金。你应
该使用你的提款卡来取得现金。

的年费。
信用卡与提款卡

 预支现金费 (cash

首先，你必须了解信
用卡与提款卡的差别。如同开支
票，每当你使用你的提款卡，你的
花费是直接由你的银行账户扣除。
你必须小心留意你的开销，以防透
支你的帐目。相反的，信用卡则允
许你先消费后付款。每当你使用信
用卡时，你的花费则暂由你的发卡
机构 (如同银行或是其它金融机构)
来付。每一个月，你的发卡机构都
会给予你一份开销报告并且要求你
付帐。通常而言，你若能够付满额
的话，你则能够避免利息的费用。
记得：信用卡最大的坏处在于它能
够鼓励并帮助你过度消费，而不当
的使用则会造成额外的花费。

advance fee)：当你使用

 用学生贷款而非信用卡来支付学

费。因为学生货款的利息在你毕业
前通常是由政府来津贴，你可以省
不少钱。

信用卡来预借现金时的费用。
 逾期付款费 (late payment fee)：

当你迟付帐时所产生的费用。

 即使你有发卡机构的允许，不要跳

过付款。你所欠的帐在你跳过付款
的那一段期间还是会继续累积利
息。你所欠的金额到了下一个月只
会变得更高。

预防问题
下列几项为成功使用信用卡的建
议：

使用信用卡的窍门

 单独使用一张信用卡。使用多于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一张信用卡会增多你因分不清楚
帐目而超支的机会。
 按时付款。知道你的账什么时候

Commission) 建议消费者在使用信用或
提款卡时注意下列事项：


货比三家。选择一家最能够满足你
的需求的发卡机构。



在你开始使用信用／提款卡前，你
务必彻底了解它的使用条件。



保留你的收据以便在账单来临时核

到期，以避免逾期费用、特别高
的利息以及不佳的信用。
 每个月都付满额。你若每个月都

能将帐付清，你则能避免支付利
息。就算你无法付清，你还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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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您打算搬家吗？

以便和您保持联络，如果您打算搬家，请
更改您的联络资料！



保护你的信用／提款卡以及账号以防止非法使用。



签帐时不要在账单上留空，并且在空白上划线，以防止
商方在你离开后改额。



保留你的收据以便在月底核对你在户头里的帐目。



将你的账号、卡片的有效日期以及发卡公司的联络电话
记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若遗失了你的信用／提款
卡，那些资料会帮助你报告你的遗失。



在抛弃旧的卡片之前，先将它剪成两段。出门时只携带
你知道你会用的卡片。



你可以使用如Microsoft Money等计算机软件来帮助你管理

请使用下列方式与我们联络：
致电：(415) 271-0390
或 (866) 7-FAMILY （免费号码）
致电子邮件： projectfamily@gmail.com
网站查询：
http://webspace.utexas.edu/syk343/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u Yeong Kim, Ph. D.
Davis Research Project
School of Human Ecology
1 University Station, A2700
Austin, TX 78712

你的帐目以及制做预算表。
随着你积累更多的理财知识，你会发现成功的财务管理并不
是像你想象的那般困难复杂。上述的建议和窍门，能够帮助
你日后更好地管理你的财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