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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市场全球化逐渐深入，世界也不断变得更小。现今，美国大学校园里国
际学生日益增多。在美国寻找就业机会的国际学生需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
挑战。本指南旨在为求职中的国际学生提供帮助和建议。

国际学生一开始求职时，可能面临两个重大障碍。首先，是美国移民规定造
成的就业限制；其次，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学生无法顺利向雇主
展示其素质。重要的是你应该意识到上述困难并尽己所能准备应对。确保取
得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颁发的就业许可，请拨打电话	513-529-
5628	联系国际学生及奖学金服务办公室。你在求职时，有一些具体的策略
可以利用，无论你计划留在美国还是返回原籍国。

自我评估

求职成功的第一步是保持诚信，全面评估自己的价值、兴趣、个人和收入需
求以及短期与长期目标。身为国际学生应了解到，你在来到美国之前怀有的
目标可能在居留一段时间后发生改变。你应向雇主清晰显露自己的职业目
标，这可通过全面的自我评估实现。

请自问以下问题：

	» 我希望从留学美国获得什么？这些目标是如何改变的？
	» 我的短期与长期职业目标是什么？
	» 我曾经因为任何原因受到地理限制吗？
	» 收入是我求职的考虑因素之一吗？
	» 我的个人需求（如家庭因素）符合职业目标吗？

大多数人都能够从自我评估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你可以随时取得这项帮助，
请造访位于Hoyt	Hall	的就业服务局咨询工作人员。

一般求职提示

在美国，技术领域的工作更多地向国际学生开放，包括计算机科学、信息技
术和工程学。会计类职位需求也在上升。不过，当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注意到
这点很重要：F-1	学生在美国求职将更为艰难。

若你未能在美国求职成功，那么把目标转向国际公司可能是不错的选择。留
学国外、具有多语能力并取得亮眼的学位，你对国际公司来说相当抢手，他
们需要你在美国获得的多种能力、经验和知识。

	» 作为留学生的你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了一些让你很抢手的技能。成为国际学
生，需要具备决断力、智慧、弹性、跨文化能力，以及与不同社会和文化系统
相处的能力。你可以在简历、求职信和面试过程中展现这些能力。
	» 扩展求职面换言之，请考虑与你的专业相关但不是你一直以来渴望从事的
职位。例如，你取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希望谋求网站开发的工作，此时便可
考虑信息技术领域的其他职位。
	» 撰写出色的美式求职信（若在美国求职）。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如就业服务局
和豪氏非凡写作中心，帮助你在求职信中呈现最优秀的一面。

简历

美式简历和简历模板可能与其他国家的简历/简历模板有所不同。重要的是，
若你在美国求职，就必须意识到这些不同，并确保你的简历专门用于美国的
求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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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美式简历和国际简历的常见区别：

	» 美式简历：“简历”文件和“履历”(CV)	文件完全不同在美国，履历主要用于申
请学术、研究和科学职位，以及奖学金和基金。
	» 国际简历：一般而言，“简历”和“履历”(CV)	均表示同一类文件。

	» 美式简历：简历用语简洁（通常只有一页），只列出与特定职业有关的工作、
教育水平和成就。
	» 国际简历：简历通常更长（有时有两页或更多），列出所有事关学术和正式工
作经验的说明。包括兵役完成情况（如适用）。

	» 美式简历：简历可能列出高中学习信息，但更多突出本科和研究生/技校的教
育资历。
	» 国际简历：可能列出自中学以后的所有教育信息。中学的名誉可能十分重
要。

	» 美式简历：在美国，简历用于展示、呈现你的潜能、能力、知识和经验。语气通
常十分自信、坚定，力图使招聘者相信，你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
	» 国际简历：主要用于看重社会阶层的国家，语气以谦逊及礼貌为主。

	» 美式简历：简历不包括个人信息，如个人照片、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种
族或宗教。
	» 国际简历：个人照片和其他个人信息通常包含在简历中。

以下是为在美国求职的国际学生提供的简历提示：

	» 在英语国家申请职位时，请勿将英语列为语言技能。
	» 请勿包含托福成绩。
	» 请勿包含你的签证状态。
	» 请勿在美式简历中列出你的国际永久居住地/电话号码。
	» 强调你的成就，而不仅仅时经验。
	» 突出你在国内的相关经验，而非仅有美国的经验。
	» 向国际公司/学校提供参照标准，以便美国雇主熟悉你简历上列出的公司/学
校。例如：
>欧洲第二大科技制造商
>中国排名前五的大学
>土耳其的麻省理工学院
>尼日利亚的麦当劳式餐厅
	» 包含流利使用的语言。
	» 检查拼写、语法和语言使用情况。利用就业服务局和豪氏非凡写作中心作为
资源进行复查。

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可帮助你准备简历。在美国，求职简历相当于为你量身
定做的广告，用于展示能力、成就和未来的潜力。简历是你在求职竞争中首
要的营销工具。有效的简历将吸引未来的雇主亲自与你见面，进一步探讨你
对于对方公司的潜在价值。总之，简历必须诚实、积极、简洁且易读。了解更
多准备简历的信息，请造访就业服务局取阅简历准备指南，或在我们的网站
上阅读。

求职信

申请职位时，求职信总是伴随着简历一起发出。整个求职过程中，你将与未
来的雇主时时保持联系。你将向雇主展示你的良好沟通能力，显示你有能力
为雇主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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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时，在“书面”上有效地展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精心准备的简历
固然能够加分，而多样的信函对于求职竞争也很有必要。无论你是在申请面
试，还是接受工作邀请，适当且有效的信函将显著提高一切求职努力的成功
可能性。了解更多求职信的信息，请造访我们的办公室	(200	Hoyt	Hall)	取阅
求职信和其他求职信函指南，或在我们的网站上阅读。

面试

身为国际学生，你在美国参与求职面试时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
战可能有：

	» 迥异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行为
	» 语言流利度
	» 雇主可能不了解你在国内的背景等相关信息
	» 不确定何时以及如何向雇主报告签证状态

迥异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行为

文化对于个人如何感知自身、环境和他人具有强大作用例如，参与求职面试
时，文化深刻影响雇主如何定义适当、预期的行为。想要在美国准备好求职
面试，重要的是意识到，与雇主进行口头和非口头交流时可能产生的细微文
化差异。在美国：

	» 直接目光接触和坚定有力的握手表示你深怀信心和兴趣。
	» “敏捷”思考传达你胜任这个职位，且充满干劲。
	» 回答问题时快速、流利清晰，可使你获得重视。
	» 拥有自立能力（而非团体/社区关系），可使你获得重视。
	» 个人成就可使你获得重视：包括积极转变、解决问题或主动创新取得的好评
（而非仅仅保持谦逊）
	» 长时间无话可说并不多见，可能会导致面试官不愉快。

语言流利度

克服求职面试时沟通不流利的最佳方法，就是练习英语写作、口语和听力能
力。口语和听力能力在面试时尤其重要。你需要尽可能多地抓住机会练习英
语，以提高这些技能。增强信心，相信自己能够用英语流利表达，可以参加学
生团体、校园体育活动和志愿者活动来增强信心。

自我推销

身为国际学生，面试中推销自己的专长非常重要。这些专长可能有：

	» 流利的多语技能
	» 全球/跨文化能力
	» 适应力和灵活性
	» 知识渊博
	» 有意愿且能够接受不固定的工作地点（许多国际学生没有家庭或其他责任
的束缚，无需在特定地区工作）	

工作许可	&	签证信息

准备好回答以下签证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可以/不可以询问哪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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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雇主不得非法询问你的原籍国、种族或民族。面试官可以合法询问你的护
照属于	F-1	还是	J-1	类型，也可以合法要求你出示美国工作许可。所以，雇主
不得非法询问“你来自哪里？”，但可以询问“你是国际学生吗？你的签证属于
哪种类型？你符合合法在美工作的条件吗？”等问题。

我该如何回答有关护照的问题？

答你应该诚实、直接、清晰、简洁并自信地回答。如果你表现出紧张或摇摆，
面试官会注意到这些信号，可能就无法专注于考察你的技能和素质。避免过
分表达细节。这可能导致雇主认为聘请你是件复杂、麻烦的事。不要让签证
状态成为面试的中心议题。把面试的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许多美国雇主并
未深入了解最新的签证规定。因此，有必要熟悉你的工作许可指南，并与面
试官在面试时自信地讨论相关事宜。

我应了解哪类信息？我可以从何处取得这些信息？

答求职前与国际学生及奖学金服务办公室的国际学生顾问见上一面很重
要，你可与其讨论在美国就业的资格和条件。准备好给出以下信息：

	» 你目前持有签证的种类
	» 你取得工作许可的种类
	» 工作许可的有效期
	» 依据工作许可合法聘用你所包含的程序
	» 工作许可允许的就业条件
	» 工作许可到期后雇主的选择

知识就是力量：你对签证状态怀有的高度自信必然会流露出来，应对签证相
关问题时一定游刃有余。

若面试官没提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需要主动提出吗？

答请谨记，若面试官未询问你签证状态的信息，你无需主动提出。尽管这属
于个人选择，不过，主动提出就代表你向雇主展现求职的积极性，且具有相
关方面的知识，准备随时在有关流程上协助他们。例如，若面试接近尾声，签
证问题尚未提及，那么不妨顺便谈谈。你可以说：“另外，我拥有学生签证，若
能得到贵单位的聘用，我就想简单谈谈我的合法就业问题。我的国际学生顾
问解释了合法就业涉及的法律选择以及流程。”

工作许可种类

对于工作许可的问题，请拨打国际学生及奖学金服务办公室电话	513-529-
5628	咨询。

选择性实习训练

选择性实习训练，简称	OPT，	指与学生专业研究领域直接相关的临时就业实
习训练。OPT	对持有一学年全日制	F-1	签证的学生相当有利。OPT	为学生提
供共计	12	个月的工作许可，可用于学年内做兼职工作（每周	20	小时），或在
暑假和/或毕业后做全职工作。F-1	学生每次取得学位之后均可获得	12	个月
的OPT（学士、硕士和博士）完成OPT	之后无需工作邀请，但需缴纳申请费。
了解更多	OPT	信息，请咨询国际学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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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习训练

课程实习训练，简称	CPT，	指直接与学生专业研究领域相整合的临时就业实
习训练。因此，唯学生正在取得就业所需学分或学位有专门要求，才可得到	
CPT	许可。学生获得资格申请职位前，必须处于全日制	F-1	状态至少一个完
整的学年。完成	CPT	之后需要工作邀请，但无需缴纳申请费。了解更多	CPT	
信息，请咨询国际学生顾问。

H-1B 签证

求职时请多加了解移民状态对求职的影响，这点十分重要。对签证状态和现
有选择了解得越多，求职过程就会越加顺利。每年，美国对在其境内取得学
士学位或国外对等学历的外国人发出6	万	5000	份	H1-B	签证。（向高级学位
学生额外发出	2	万份签证。）H1-B	签证必须由聘用你的雇主（或未来聘用你
的雇主）担保，有效期截止于离职时。

总之

	» 雇主需向政府请求发放	H1-B	签证。
	» 签证申请必须提交至劳工局审核。
	» 律师通常处理文书工作以及申请程序。
	» 雇主必须支付费用。

部分雇主可能因为以下原因不愿担保	H1-B	签证。

	» 雇主不熟悉程序，认为雇用美国人更容易。因此，若国际学生了解申请过程，
就可以详细解释各步骤，这将对其有所帮助。
	» 雇主可能不想缴纳申请	H-1B	相关的费用。
	» 担心国际学生迟早会回国。培训也要消耗雇主成本。（大公司雇用和培训一
名员工要消耗多达	1	万美元成本。）
	» 缺少顶尖语言技能。许多雇主希望员工具有出色的沟通技巧。尽管国际学生
能听英语、写英文，但一般无法达到雇主要求的标准。
	» 部分雇主认为，签发	H1-B	签证意味着剥夺美国人的求职权利。因此，国际学
生可以这么解释：美国政府每年只发放	6	万	5000	份	H1-B	签证，外加针对研
究生发放	2	万份额外签证，如果签证不发给你，就会有其他公司的其他国际
学生获得这份签证。
	» 查阅国际学生及奖学金服务办公室网站获取更多移民和签证信息	
[MiamiOH.edu/international]。

选择潜在雇主

准备好简历和求职信后，便可着手选择合适的雇主。注意，有些雇主愿意雇
用具有实习训练经验或全职工作经验的国际学生，有些则不。

根据	1986	年《移民改革控制法》，雇主应面试并考虑雇用在美国得到政治庇
护的永久居民、临时居民、难民和个人。任何排斥这些群体的问题或标准都
遭到禁止。不过，法律允许雇主不考虑持有非移民签证（如	F1或	J1）的个人
提出的申请，此类人士仅具有实习训练工作的资格。这对寻找有意聘用自己
的雇主的学生提出了挑战。如何选择愿意聘用你做实习训练和/或全职员工
的雇主？以下是我们的若干策略：

走向国际

“走向国际”提供美国全国性职位、城市性职位的就业信息。“走向国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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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限的订阅数据库提供	30	份《全国就业指导》、41	份《美国城市就业指南》、
公司资料和美国国内及全世界超过	50	万实习和正式工作职位表。《走向国
际全国就业指导》和《美国城市就业指南》均提供以下主题的专业建议和内
部提示：

	» 求职工具——在线和面对面资源
	» 主要行业的就业趋势——了解更多新兴行业领域的信息，专注于求职或寻找
实习机会。
	» 主管招聘人员和人力中介联系方式——对于学生和校友/专业求职者十分有
用
	» 工作许可规定——为国际学生和专业求职者清晰解释重要细节
	» 薪资区间和生活成本——对制定变换工作及其地点的计划不再两眼摸黑
	» 专业和人际网络组织——于事业发展伊始便积极联系，拔得头筹
	» 简历/履历写作指南
	» 面试和文化建议

每份《就业指南》包括超过	500	项就业资源，每项资源均带有最新信息的详
细解释和热链接。所有《美国城市就业指南》均包含各州H-1B签证雇主的链
接！

你可以访问就业服务局网站进入“走向全球”数据库：访问网址[www.
MiamiOH.edu/careers]，点击“Internship	&	Job	Search（实习与求职）”，
再点击“Beginning	your	Internship	&	Job	Search（开始您的实习与求职）”
，下拉至“Inform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国际学生信息）”链接，
即可找到“走向全球”网站。

与你原籍国有联系的公司/组织

如果公司/组织与你的祖国已存在业务关系，这样的组织可能特别愿意聘用
你。你可以利用两类优秀的资源选择未来的雇主。分别是《美国公司国外经
营目录》和《国外公司美国经营目录》

本地商会

重要的是认识到，你可能会在中小型企业找到工作机会，他们已与许多国家
建立贸易关系。许多大城市的公司都与其他国在存在贸易关系。请联系本地
商会，向他们咨询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

校园面试计划

如前所述，雇主有权决定是否面试持有F1	或	J1	签证的国际学生。我们建议
你直接联系在迈阿密大学招聘的雇主。我们发现，尽管部分雇主明确表示他
们不会在学校面试国际学生，但主动联系的国际学生也曾得到过面试机会。

国际公司

一些不错的职位需要招聘国际学生，这些职位可能恰恰来自国际公司。对于
渴望得到身怀语言技能、尊重多样性和了解海外经济人才的全球性组织来
说，国际学生是重要资产。

讲习班和招聘会

就业服务局赞助大量讲习班，有助于你熟悉以美国视角参与求职过程。除了
讲习简历写作、面试技巧和求职策略的讲习班外，就业服务局也赞助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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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招聘会和二月的实习与职业展，为学生提供机会获取职业建议，也邀
请商业、工业、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雇主参加，让学生寻找就业机会。你可
以利用我们的“模拟面试”服务提高面试技能。你可以在“迈阿密求职”链接
下制定“模拟面试”时间表。

人际网

你可能听说过“人际网”这个求职策略。在美国，取得职位的基本方式就是通
过人际网。建立人际网需要尽可能多地向人们传播你在找工作的信息。与你
的国际学生顾问、教授和朋友会面可作为建立人际网的第一步。他们可能了
解符合你条件的就业机会，或是有意聘用国际学生的组织。记得提供你的联
系方式和简历副本，以便让他们知道你的求职意向、经验及背景。若他们有
你感兴趣组织的相关人员联系方式，请征得其允许并以其名义联系这些人
员。他们可能存有在美临时工作或永久工作的国际学生或校友名单，以及回
国就业的校友名单。别忘了在国内还有人能帮上你。

协助你建立职业人际网，请注册	LinkedIn	（领英）网。LinkedIn	是领先的
职业人际网网站，你可与同学、老师、职员和行业专家取得联系，发现新的
实习或全职工作机会。了解更多	LinkedIn	相关信息并创建个人资料，请访
问	[MiamiOH.edu/careers/internship-job search/linkedin/index.
html]。

信息面试

信息面试是人际网的形式之一，也是帮你实现进一步接触的又一技巧。信息
面试需要与你领域的相关人士交谈，获取第一手就业信息和求职建议。信息
面试绝非工作面试，但也不失为一种取得有用信息的方法，有助于和你领域
的其他人士建立联系。了解更多关于信息面试的信息，请参阅我们网站的求
职策略指南。

职业介绍所

若有职业介绍所承诺你可在美国公司找到心仪的工作，圆你梦想，请多加留
意。拒绝一切任何收取费用帮你选择工作机会的介绍所。不少团伙十分擅于
利用国际学生的弱点——请当心。存在另外一类介绍所，公司向其支付费用
寻找合格人才，这类介绍所更加可信。通常来说，职业介绍所对缺乏经验、寻
求入门职位的毕业生来说通常帮助不大。

附加提示

无论对于美国学生还是国际学生，任何求职过程都要耗费时间，有时还挺打
击人。不过，跟随本指南介绍的策略和我们提供的其他材料，你的求职过程
将更为高效。开放心胸，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以下是附加提示：

积极推销自身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将雇主的对你的消极看法转变为积极看法十分重要。借
助国外生活和求学的经验，国际学生具有很高的韧性和渊博的知识。告诉雇
主你留学面临过的挑战，以及你克服的方式。你还应准备好说服雇主，聘用
你将取得更多优势而非劣势。

考虑实习

完成担保的美国公司实习后，学生将更有机会收到该公司的工作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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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习可能帮你找到全职工作。由于实习期通常算作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时间，请在实习开始前联系国际学生及奖学金服务办公室，确认这份
实习工作是否合适。学生通常在毕业前的暑假进行实习。

寻找需要国际学生的职位

根据美国《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研究：2010	年职业
前景）的研究，希望聘用国际学生的雇主特别注意毕业于以下领域的学生：
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化学工程和企业管理。参与全国大学与雇主协
会这项研究的雇主中，制造业表达了聘用国际学生的最大兴趣（28.1%），其
次是服务业雇主（21.4%）和政府/非营利机构（16%）。这些统计显示，若希望
在美国工作数年，那么选择技术类专业学习对于国际学生提高就业机会来
说是明智选择。

职位、雇主和曾担保	H1-B	签证的公司资源可访问以下网站获
得：[ForeignMBA.com]和	[H1VisaJobs.com]。访问网站部分内容可能需
要注册并支付费用。

和雇主谨慎谈论 H1-B 签证问题

许多雇主都遭到美国移民申请过程的胁迫，不愿担保	H1-B	签证，或干脆搬
出公司政策拒绝。请勿在求职面试开始或求职信开头时请求担保	H1-B	签
证。你应在稍后谈论	H1-B	签证担保事宜，比如雇主主动提出，或你已取得职
位。你面试的首要任务是让雇主相信你适合这份工作。之后，当雇主即将或
已经发出工作邀请时，你才应提出	H1-B	担保的问题。

保持灵活

为了扩大求职范围，你可能需要考虑你感兴趣领域以外的工作。例如，学生
可能希望谋求网站开发的工作，此时便可考虑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
其他职位。

需要帮助？

若你需要个人协助，请即刻拨打	513-529-3831	联系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安
排见面时间。工作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5	时。

了解有关就业服务局和其他相关网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MiamiOH.edu/careers]。取得使用网站的帮助，请至	205	Hoyt	
Hall	联系就业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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