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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二级人力资源师《理论知识》章节考点：第二章
第二章 招聘与配置
1.员工素质测评的基本原理：个人差异原理 工作差异原理 人岗匹配原理
2.人岗匹配包括：工作要求与员工素质 报酬与员工贡献 员工与员工间 岗位与岗位间的匹配。
3.员工素质的类型：选拔性测评 开发性测评(了解优劣势) 诊断性测评(了解现状查找根源 结果不公开) 考核性测评(鉴
定&验证是否具备某种素质)
4.员工测评的主要原则：客观与主观 定性与定量 静态与动态 素质与绩效 分项与综合原则。
5.素质测评标准体系的要素：标准(形式看有评语短句式 设问提示式 方向指示式 操作方式看有测定式和评定式) 标度
(量词式 等级式 数量式 定义式 综合式) 标记(例：ABC 甲乙丙 123)
6.测评标准体系分为横向结构(需测评的员工素质分解并列出相应项目)和纵向结构(将每项素质用规范化行为特征进行
描述规定并按层次细分)。
7.横向测评标准体系可分为：结构性要素(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 行为环境要素和工作绩效要素。
8.纵向测评结构：测评目的规定测评内容，测评内容设置测评目标 测评目标下设测评指标。
9.测评指标的设计原则：与测评对象同质 可测性 普遍性 独立性 完备性 结构性原则。
10.测评标准体系的类型：效标参照性标准体系(宁缺毋滥) 常模参照性指标体系(从高到低)。
11.品德测评方法：FRC 品德测评法 问卷法 投射技术(测评目的隐蔽性 内容的非结构性与开放性 反应的自由性)
12.知识测评层次从低到高：记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价 我国是：记忆 理解 应用
13.能力测评：一般能力 特殊能力(文书能力 操作能力 机械能力测评) 创造能力 和学习能力测评。
14.员工素质测评的量化技术：1 一次量化(实质量化 例违纪次数)2 二次量化(形式量化例强烈 一般 淡漠)3 类别量化 4
模糊量化 5 顺序量化 6 等距量化 7 比例量化 8 当量量化(赋值 加权)。
15.确定测评指标权重：德尔菲法 主观经验法 层次分析法
16.员工素质测评具体实施步骤：1.准备阶段(收集资料 组织测评小组 制定测评方案)2.实施阶段(他是整个测评过程的
核心 其包括测评前动员 测评时间环境的选择 测评操作程序)3.测评结果调整(误差原因：测评指标体系和参照标准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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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轮效应 近因误差 感情效应 参训人员训练不足)4.综合分析测评结果(1.测评结果的描述：数字&文字描述 2.员工分类：调
查分类标准 数学分类标准 3.测评结果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法 综合分析法 曲线分析法)。
17.测评工具选择：文件筐：战略管理 团队管理 分析式思考能力 无领导小组：自我意识 领导技能 结构化面试：自我
管理 关注细节与秩序 心理测评：成就需求 市场意识。
18.笔试设计与应用基本步骤：1.成立考务小组 2.制定笔试计划 3.设计笔试试题 4.监控笔试过程 5.笔试阅卷评分 6.笔
试结果运用
19.笔试科学性和针对性建设的主要对策：建立笔试命题的研究团队 针对招聘岗位的级别以及选拔对象进行岗位的匹配
能力分析 根据岗位的级别与分类实施针对性命题 实施专家试卷整合与审核制度。
20.试卷分析报告的撰写：进行试卷信度效度难度与区分度的分析 进行考试情况整体分析，了解应聘者整体状况 根据选
拔的需要，进行应聘者个人的试卷分析。
21.知识测验的题型设计：客观题+主观题。
22.面试可以了解应聘者的经历 知识 技能和能力，主要用于员工的终选阶段。
23.根据面试的标准化程度可分为结构化面试、非结构化面试、半结构化面试。
24.面试的基本程序 1.面试 (制定面试指南 准备面试问题 评估方式确定)2.面试实施阶段(关系建立阶段 导入阶段 核
心阶段 确认阶段 结束阶段)3.面试总结阶段(综合面试结果 面试结果的反馈 面试结果的存档)4.面试的评价阶段
25.面试中常见问题：目的不明确 标准不具体 缺乏系统性 问题设计不合理面试考官的偏见(第一印象 对比效应 晕轮效
应 与我相似心理 录用压力)
26.面试的实施技巧：1.充分准备(明确面试目的 设计结构完整的面试 设计合理的问题 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对面试工
作人员培训)2.灵活提问(应察言观色 认真观察应聘者反应)3.多听少说 4.善于提取要点 5.进行阶段性总结 6.排除各种干
扰 7.不要带有个人偏见 8.在倾听的注意思考 9.注意肢体语言沟通。【不想错过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报名和考试时间，可以
申请 免费预约短信提醒，及时给您发短信提醒哟~为了不耽误报名考试，快来免费申请吧，好方便呢~】
27.员工招聘时应注意的问题：简历并不能代表本人 工作经历比学历更重要 不要忽视求职者的个性特征 让应聘者更多
地了解组织 给应聘者更多的表现机会 注意不忠诚和欠缺诚意的应聘者 关注特殊员工 慎重做决定 面试考官要注意自身的
形象。
28.结构化面试试题的类型：背景性问题 知识性问题 思维性问题 经验性问题 情境性问题 压力性问题 行为性问题
29.行为表述面试 BD 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化面试，面试问题基于关键胜任特征的行为性问题。
30.基于选拔性素质模型的结构化面试步骤：1.构建选拔性素质模型(组建测评小组 选拔组成测验样本 进行人格测验总
结素质特征 根据测评结果列出招聘岗位选拔性素质表 讲表中各个素质分级绘选拔性素质线构建模型)2.设计结构化面试提
2

扫码关注老师公众号

环球网校移动课堂 APP

环球网校 侵权必究

咨询热线：400-678-3456

微信扫码刷题

免费约直播领资料

纲(模型分解为一组选拔性素质 请专家修改形成问卷 发问卷测有效性 编写结构化面试大纲)3.制定评分标准及等级评分表 4.
培训结构化面试考官，提高结构化面试的信度和效度 5.结构化面试及评分 6 决策
31.群体决策法是指在招聘的最后阶段，组建决策团队，由具有不同背景的多个决策人员对应聘者进行评价和打分，最后
综合各决策人员的评价意见，得出应聘者 最终评价结果的招聘决策方法，优点：决策人员来源广泛 决策人员不唯一 提高招
聘决策科学性与有效性。
32.评价中心方法的作用：用于选拔员工、培训诊断、员工技能发展。
33.无领导小组讨论是评价中心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由 6-9 人在约 1 小时内就给定问题进行讨论，地位平等，无主持人。
34.无领导小组讨论可分为：无情境性和情境性讨论;不定角色和制定角色的讨论。
35.无领导小组讨论的优点：生动的人机互动效应 能在被评价者之间产生互动 讨论过程真实易于客观评价 被评价人难
以掩饰自己的特点 测评效率高;缺点：题目质量影响测评质量 对评价者和评价标准的要求较高 应聘者表现易受其他成员影
响 被评价者的行为仍然有伪装的可能性。
36.无领导小组讨论前期准备：1.编制题目 2.设计评分表(决策能力 计划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人际影响力 团队合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灵活性 推理能力 创新能力 注意：1.应从岗位分析中提取特定的指标评价 2.评价指标不能太多太复杂控制 10
个以内)3.编制计时表 4.对考官的培训 5.选定场地 6.确定讨论小组。
37.无领导小组讨论评价与总结：1.参与程度 2.影响力 3.决策程序 4.任务完成情况 5.团队氛围和成员共鸣感。
38.无领导小组题目类型：开放式 两难式 排序选择型 资源争夺型 实际操作型。
39.企业人资配置将其劳动活动分为：工艺性劳动 辅助性劳动 技术和管理性劳动。
40.企业人资配置从配置的方式分为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优化配置，从配置的性质看分位数量配置和质量配置，从配置成分
看分为企业人资的总量与结构配置，从配置的范围看分企业人资的个体配置与整体配置。
41.企业员工个体素质的构成：年龄 性别 体质 性格 智力 品德。
42.企业人资结构的合理化体现在：年龄结构合理化 性别结构合理化 知识结构合理化 专业结构合理化 生理心理素质结
构合理化。
43.人资个体与整体配置的方法：劳动定额配置发 企业定员配置法(按劳动效率、设备、岗位、比例和组织机构职责范围
业务分工定员法)岗位分析配置法 。
44.劳动生产率有正指标和逆指标两种表示方法：产量表示法(劳动成产率=实际产品产量/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时间表示
法(劳动生产率=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实际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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