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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咨询评估汇总 

 请评估以下问题，并在相应数值上打勾： 

问题 很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1．该服务对你是否实用？   2.8% 55.6% 41.6% 

2．对服务内容是否满意？   2.8% 50% 47.2% 

3．对服务形式是否满意？    16.3% 36.7% 47% 

4．对顾问是否满意？    34.7% 65.3% 

 

 请评估以下问题，选择你认为最佳的选项打勾： 

5．你认为职场人士是否需要这项服务？    

A．没必要（  ） B．无所谓（2.8% ） C．有必要(72.2%) D．很有必要(25%) 

6．你是否会建议你的朋友参加这个服务？ 

A．不会(2.8% ) B．不一定（11.1%） C．很可能会(66.7%) D．一定会(19.4%) 

 请简要回答以下问题，给出你的意见： 

7．请评价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优点 总体收获： 

 早知道你们就好了，我的职业生涯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福州某外资消费品

公司销售） 

 服务实在，性价比很高。（某创业者，创业的公司销售额 2亿多元） 

 服务好，价格也不贵，收获不少。（某外资 IT 公司信息技术支持） 

 身在兰州的我花了很多时间选择国内的职业咨询公司，结果证明我的选择没有

错，我对你们的服务很满意。（兰州某待业在家的人） 

 从外地专程过来，路费没有白费。（山东某外资电子公司质量主管） 

 可以及时成为工作者与工作单位之间的桥梁，把各自的消耗变成最小。 

 贵公司提供的咨询很有针对性，提出的改进意见也很具体实用，对我有很多帮助

和启发。（500 强欧美公司，信用控制主管） 

 能够以比较客观的立场，站在专业的角度，针对求职者或者职业发展存在困惑的

人士进行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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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给自己更多客观的有意义有针对性而又实用的好建议。

（500 强欧美化工公司，生产计划） 

 比较贴近职场人士的需要，有实在的帮助价值。（500 强欧美化工公司，工艺） 

 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能解决我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初涉职场的人，和你们交流能学到很多东西。（某外资公司翻译） 

 你们的服务让我对面临的事业与爱情的选择有了清晰的思考，促使我做了决定。

（某 500 强零售公司财务） 

 我的工作一度停滞不前，你们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我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某食品公司市场） 

 我现在工作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谢谢你们让我重新找回了工作的激情！（某

市场调研公司顾问） 

 这两年工作的不顺利严重打击了我的自信，留学时候的风光无限离我越来越远。

你们的帮助，令我一点点重拾自信。（某公司总经理秘书） 

 我决定不拿澳大利亚绿卡了，回上海工作。在你们的帮助下做决定以后，现在我

轻松多了。（某澳大利亚留学生） 

 

职业目标： 

 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职业目标让我有了奋斗

的方向。（唐山某饮料公司设备维修主管） 

 你们给了我一个我很感兴趣的方向，不用整天拿着高薪无所事事了。（某知名投

资银行财务经理） 

 无论是读书，还是四年的工作，我始终都没有很大兴趣。现在我会去做我喜欢和

擅长的工作。（某物流公司操作） 

 经常有很多猎头找我，经过你们的服务，有了目标以后，我知道怎么评估他们提

供的工作机会了。（某外资印刷设备公司工程师） 

 我现在已经按照你们的方案开始行动了，有好消息了我会告诉你们的。（长沙某

建筑公司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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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彼知己： 

 你们对职业信息的把握很广泛，我了解了很多原来不了解的职业。（某公司翻译）

 提供的职场信息很到位，很实用。（某外资机械公司工程师） 

 对销售这份工作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于各个行业的销售的异同分析得很好，我受

益匪浅。（深圳某电子公司销售） 

 以专业的工作方法使求职人员对于自己的情况有一个较清晰并且条理化的认识。

（500 强欧美公司，信用控制经理） 

 很直观，能较好的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500 强欧美消费品公司，销售） 

 让我明确自己的优劣势，看清楚未来发展的方向。（某 500 强 IT 公司销售） 

 让我看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自己的优势，同时增加了对职业行业的了解。（IT 公

司销售） 

 测试问题的结论基本和原先自己的判断比较一致。（金融公司，财务经理） 

 能够科学测试出被服务对象的职业兴趣。 

 

简历面试： 

 在制作简历的面谈中，我更加清楚的认识了自己和要应聘的职业。（某物流公司

客户服务） 

 你们制作的简历令人眼前一亮。（某德国留学生） 

 简历做得不错，我自己做不出来。（某 500 强 IT 公司销售） 

 制作的简历使我获得了全球前十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博思的实习机会。（某加拿大

留学生） 

 我想应聘市场工作，把你们制作的简历给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教授市场学的老师看

了，他们认为写得很专业。（某英国留学生，留学前在广告公司做销售） 

 制作简历的面谈过程，让我加深了对市场这个职业的理解。（澳大利亚留学生，

留学前在 500 强公司做市场助理） 

 求职信写得很棒，让我转行做销售的梦想得以实现。（某纽约基金公司交易员，

回国找工作的美籍华裔） 

 模拟面试的质量很高。（500 强欧美消费品公司，销售经理） 

 模拟面试很真实，可以反映出被评估者的问题。（500 强欧美建材公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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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指导令我在面试时懂得扬长避短。（某外资消费品公司市场） 

 给予了充足的时间与顾问进行模拟面试，并营造了较好的面试背景，同时进行很

好的技巧引导。制作的简历个人优势突出，更容易接近和迎合招聘方的选人心理。

（500 强欧美消费品公司，销售） 

 你们让我争取零售业的采购工作机会，虽然我从来没有这个行业的工作经验，但

现在已经获得家乐福、欧尚的工作机会，你们的指点真有效。（某 500 强乳品公

司采购兼物流） 

 我进入 Manpower 了，衷心谢谢你们给与的服务。（某人才网站市场专员） 

 我已经进入外贸公司了，谢谢了！（武汉某大学学生） 

 我转行做咨询顾问了，将目标变成了现实，这应该是我们共同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某大陆民营汽车零部件公司总经理助理） 

 我进入思科了，收入增加了不少。以后遇到问题我还会和你们联系的。（某 500

强公司项目经理） 

 提供的面试指导非常有针对性，让我通过了花旗银行的两轮面试。（某英国留学

生） 

 我进了华信惠悦（注：全球前三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谢谢顾问给我的建议。

（某纽约银行分析员，回国找工作的美籍华裔） 

 前几天有猎头给我打电话，说是你们推荐的，不过你们制作的简历已经让我找到

一家欧美公司销售经理的工作了。（某外资消费品公司销售） 

 我已经获得了北京《新京报》的工作机会。（深圳某报记者） 

 

内容形式： 

 有重点，有针对性，比较实用。（500 强欧美化工公司，设备维护） 

 内容系统、丰富、完整，形式新颖。 

 内容合理，具有针对性。有讲解，有互动，形式一对一，服务性强。（500 强欧美

建材公司，销售） 

 内容比较全面，网络方式比较方便。（公务员） 

 在我付费之前，一些很小的问题，顾问免费回答了我，在其它类似公司是不可能

的。（某外资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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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直接接触客户，诊断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个好办法，否则客户无法判断顾

问的好坏，浪费大家的时间。（某外资公司财务总监） 

 及时反馈信息，个性化服务能够提供很多有帮助的信息。（应届海归） 

 服务内容可以灵活选择，这是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某德国留学生) 

建议  可以开发更多的服务项目。 

 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异地不单单通过电话及 e-mail 的形式，网络对话我想更加

直接。 

 被服务对象往往在长时间的沟通中难以保证清晰的思路，容易顺着顾问的思路

走，往往会忘记一些自己想咨询的问题。建议事先将双方的思路以邮件形式发送

给对方，让双方有备而来，提高效率。 

 测评版效果有些打折扣。（四川某公司文秘） 

 能力测评报告有些局限。（某建筑公司工程师） 

 能更多发掘测试人自己忽略的方面。 

 是否可以用案例来分析。 

 对我们通信行业的研发工作、专业术语了解少了点。（某外资通信公司研发） 

 英文简历有些词句感觉不是恰到好处。（某广告公司销售） 

 感觉你们的面试指导是针对外企的，在国企、民企好像排不上大用场。（某房地

产中介公司销售主管） 

 面试指导的形式有些单调，能否加入录音、音响设备等，模拟面试完了后还可以

自己在家琢磨。（江苏某行政事业单位职员） 

 现在只能提供面谈的指导，像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没有切实演练，仅靠文字是很

难起到效果的。（某英国留学生） 

 提供的招聘信息价值有限。 

 我是属于通过你们的服务还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人，虽然觉得你们的服务很专

业，不过总归有点失落了。（某加拿大留学生） 

 增加向猎头推荐的力度和与猎头公司的合作。 

 有必要根据客户自身客观评估应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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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请评价顾问 

优点 总体评价： 

 无可挑剔。 

 服务很周到，满意。 

 案例分析有代表性，个别解答有针对性。 

 她给我的咨询和建议对我有很多有益的启发和帮助。 

 顾问水平较高，触觉灵敏，知识涵盖面广。 

 很专业很亲切的感觉，受益匪浅！ 

 人很随和，也很擅谈，会给予一些切实的建议。（500 强欧美化工公司，客户服务）

 感谢贵公司为我安排的咨询人员，她给我的咨询和建议对我有很多有益的启发和

帮助。 

 顾问还是不错的，比较具有亲和力，同时又不失判断力。 

 我现在也在咨询业做顾问，给我服务的顾问的专业严谨也是我现在力求达到的目

标。（北京某咨询公司顾问） 

 希望以后我也能成为顾问这样的专业人士。（IT 公司销售） 

 我已经第二次找这个顾问服务了。（某外资消费品公司销售） 

 我会推荐朋友找这个顾问的。（某银行信贷审核人员） 

 如果以后碰到问题，我会再找这位顾问的。（全球前十名某外资咨询公司顾问）

 

态度： 

 工作细致，热情、周到、耐心，对我的帮助很大。 

 认真，负责、专业、诚恳。 

 非常认真尽职，令人感动。 

 热情主动、富有责任心，行业知识比较深。 

 我问题很多，顾问很耐心。（唐山某饮料公司设备维修主管） 

 态度很好，很专业，不像某些咨询公司的顾问高高在上。（某外资机械公司销售）

 那天顾问加班到很晚，谢谢她了！（某 500 强零售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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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很挑剔的人，就算简历几个栏目的顺序觉得不好，也要让顾问改。不过，

她一直态度很好。（某英国留学生，留学前在广告公司做销售） 

 很认真，简历中很小的细节也会与我确认。（某银行信贷审核源） 

 我普通话不太好，不太会写中文，但顾问很耐心。（某纽约基金公司交易员，回

国找工作的美籍华裔） 

 

表达沟通能力： 

 条理清楚，有说服力。（杭州某生物公司生产经理） 

 回答我的问题简洁、有效。（某 500 强 IT 公司销售） 

 语言表达明确，简练。 

 乐于与她沟通。（某外资消费品公司销售） 

 

专业能力： 

 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知识面广，专业，分析问题透彻。 

 资深，对行内了解深，建议性强，亲切。 

 经验丰富，职业化，分析角度值得参考借鉴。 

 具备较专业的行业知识和服务态度。 

 顾问水平较高，触觉灵敏，知识涵盖面广。 

 思路开阔，耐心，有专业精神。 

 顾问年纪看起来不大，但经验很丰富。（某 500 强乳品公司采购兼物流） 

 知识面很广，看得出肚里有货，提供的方案很实用。（某市场调研公司顾问） 

 说话比较直接，能切中问题关键。（某 500 强 IT 公司销售） 

 顾问专业、从业经验丰富，指导有理有据，容易让人接受。（500 强欧美消费品公

司，销售培训经理） 

 顾问对于求职者的所在行业有丰富的背景知识,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很有帮助。 

 对职场有较深入研究，对各职位的具体情况也较为了解，能够为被服务对象量身

提供适当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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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专业、从业经验丰富，指导有理有据，容易让人接受。 

 顾问可以针对客户的实际经历与自己的职业规划制定相应的分析方案。 

 顾问提供的咨询对我工作定位很有帮助，我后来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找到了相应的

满意的工作。顾问有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修养，是一位优秀的职业

咨询师。（欧美公司，财务总监） 

 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进行模拟面试，并营造了较好的面试背景，同时进行很好的技

巧引导。制作的简历个人优势突出，更容易接近和迎合招聘方的选人心理。 

 能很好地把握被访者的心理变化方向，并引导被访者在无意识间表现出自己的不

足之处，有针对性地进行技巧讲解、指导和培训，让被访者认知了自身弱点，并

提升了相关技能。 

建议  可以更加细致更加充实点。 

 在给到书面建议时，能否给予一些实际情况分析。 

 说话声音大些，语速慢点。（某外资 IT 公司信息技术支持） 

 面试指导的顾问比较强势，很多问题她事先设定好了答案。她应该多考虑些可能

性。（某消费品公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