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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英语学了多少年，足足有十年了吧？但是在职场中，每次开口说

英语时，你能 Hold 住吗？

即便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很多人还是无法运用自如。人们不禁扪心自

问，难道十年英语白学了吗？不信，来看看下面几句话。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的专长是英语。

你的上司是谁？

今天忙了一天。

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看到这几个句子时，你最先想到的是要怎么来表达呢？我猜你可能会

这么说：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want to look for?

I’m good at English.

Who’s your supervisor?

Today is very busy.

The deadline is approaching.

当然，以上说法没什么不妥，而且都是我们曾在书本上学过的英语。

但当跟老外接触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英文说得并不地道。上面的五句话，

老外更习惯这样表达：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interested in?

My specialty is English.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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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do you report to?

It’s been a long day.

It’s getting down to the wire.

怎么样？你了解了吧！其实，随着人们学习英文的时间越来越少，十

年间学过的英文早已储存在记忆深处。该如何唤醒“沉睡的英文”呢？现在，

我们就来帮你走出这一困境。

本书分为 15 大章，52 个单元，共计约 153 个实用话题，完整呈现老

外在职场中最常碰见的各种主题及场景。本书内容以“温故知新”为基础，

层层深入，还原真实场景对话。其中，“温故”部分会带你复习以前学过的

说法；而“知新”部分将更加地道的表达法及一些与话题相关的新知识。每

一单元结束后，书中配备的迷你自测将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每一

章节后面的美剧剧集链接会让你身临语境地去体会句子用法。另外，本书

还收录了场景高频句和高频词，帮助你归纳总结，增加练习机会，从而完全

Hold 住职场英语口语！

本书还附赠原汁原味的美音 MP3，为读者提供精准的发音，方便读者

轻松跟读，使口语更加地道！只要勤加练习，相信你很快就能突破英语口

语的瓶颈。就从翻开此书的这一刻开始，唤醒沉睡已久的职场口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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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特色

	 温故知新完美结合
本书中既有你眼熟的英文，也有你不曾知道的地道说法，这样“温故”

与“知新”的完美结合，保证使你熟悉各种常用句型，变身为百分百

的英语达人。

	 口语句子精简实用
本书选取精简、地道、朗朗上口的表达，使你不用再面对沉闷无趣的

句法，轻松掌握英语口语，随时随地张口就来！

	 场景丰富对话鲜活
本书中那些具体细分的职场场景，实用鲜活的场景对话，涵盖工作职

场中的方方面面，使你无论身处任何场景，无论碰到任何话题，都能

侃侃而谈！

	 时下流行剧集链接
本书在每章后都根据章节内容为喜欢看美剧的读者精心安排了【剧集

链接】栏目，使读者在轻松之余，还可以学到地道美语，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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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初入职场
Workplace Newbies





Chapter�1
找工作

Finding a Job
Unit 1 毕业之际 Graduate

Unit 2 投递简历Resumes

Unit 3 交流心得 Communicate with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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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毕业之际
Graduate

�话题 1　　找什么工作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interested in?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大家都知道 find a job是“找工作”的意思，当你询问别人想找 

  什么样的工作时，就可以说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want? 也 

  可以说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want to have? 

【知新】想找的工作肯定是你感兴趣的工作了，因此，老外问你想找什么 

  工作时，经常会说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interested in? 

【更多同类表达】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fond of? 你对什么样的工作感兴趣？

  What’s your favorite job? 你最喜欢什么工作？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It’s said that there would be a job fair on Tuesday in our college.

B: Yeah, I heard that, too. 

A: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interested in? 

B: A job which is related to my field of study. 

A: 听说周二我们学校会举办一场招聘会。 

B: 是的，我也听说了。 

A: 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B: 与我专业相关的。 

●●●●●●●●●●●●●●●●●●●●●●●●●●●●●●●●

A: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fond of? 

B: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my favorite career is. 

A: Oh, you should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areer planning. 

B: Yeah, I know, but I just haven’t got a clue about finding a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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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对什么工作感兴趣？ 

B: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A: 哦，你应该知道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B: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对找工作一点头绪也没有。 

►job fair 意为“招聘会”。

►�career planning 的意思是“职业生涯规划”，也可以表示为 plans of 

career 或 occupational planning。

►get a clue about sth./doing sth. 是“对（做）某事有头绪，有线索”的意思。

�话题 2� � 没有工作经验

I am a fresh graduate with no work experience. 
我是应届毕业生，没什么工作经验。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形容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手或者初入职场的人，一般会用 green  

  hand表示，所以如果想要说“我是个新手，没什么工作经验” 

  就可以说 I’m a green hand without work experience. 

【知新】在英语中，newbie可以表示“新手，菜鸟”。但在口语中，老外形 

  容刚毕业的人时，经常会用 fresh graduate，“刚从学校 

  出来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就可以表示为 fresh graduate with  

  no work experience。 

【更多同类表达】 

  I’m a green hand with limited work experience. 我是个职场 

  新手，工作经验有限。 

  I’ve graduated from school recently and have no work  

  experience. 我最近刚从学校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Can you give m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your work experience? 

B: To be honest, I am a fresh graduate with no work experience. 

A: Oh, never mind. Can you talk about your own view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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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B: Of course. It’s my honor to share with you. 

A: 你能给我简要说一下你的工作经验吗？ 

B: 老实说，我是应届毕业生，没什么工作经验。 

A: 哦，没关系。能说说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吗？ 

B: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 

A: Are you a fresh graduate? 

B: Yes, I’m a green hand without work experience. 

A: OK, which position that we offered is your favorite one? 

B: In my humble opinion, I think I am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of  

     your assistant. 

A: 你是应届毕业生吗？ 

B: 是的，我是应届毕业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A: 好吧，我们提供的职位中，你对哪个比较感兴趣？ 

B: 请恕我直言，我想我能胜任您的助理一职。 

►to be honest 的意思是“说实话，坦白讲”，还可以说成 to be frank。

►�让别人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或过于担忧时，就可以说 Never mind. 意

思是“没关系”。

►�It’s one’s honor to do sth. 的意思是“……是我的荣幸”，也可以用 I 

feel honored to do sth. 表示。

►�in one’s humble opinion 表示“恕我直言”，其中 humble 指“谦虚的”。

此外，也可以说 No offence. 意思是“不要见怪”。

�话题 3� � 吸引人的工作

Many graduates feel the allure of working in the IT industry.
很多毕业生都认为 IT 行业的工作很吸引人。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可以表示“想要做某事”的表达，如 want to  

  do sth., would like to do sth.以及have sth. in mind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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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IT行业找一份工作”就可以说成 I want to find a job in  

  the IT industry. 

【知新】allure作名词时的意思是“诱惑力，吸引力”，feel the allure 

  of doing sth.表示“感到……的吸引力”，也就是“……很吸引 

  人”的意思。所以，I fell the allure of doing sth.的意思是“我 

  认为……很吸引人。” 

【更多同类表达】 

  Many graduates want to work in the IT industry. 很多毕业生 

  们都想在 IT 行业工作。 

  Lots of graduates would like to work in big companies. 许多 

  毕业生都希望在大公司任职。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I heard that the click statistics of the IT related positions are  

     very high on the job hunting sites. 

B: Yeah. Many graduates feel the allure of working in the IT  

     industry. 

A: What’s the main reason? 

B: I’ve no idea about that. Maybe computer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important now. 

A: 我听说在求职网站上，IT 相关职位的点击率特别高。 

B: 是的，很多毕业生都认为 IT 行业的工作很吸引人。 

A: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B: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现在变得更重要了吧。 

●●●●●●●●●●●●●●●●●●●●●●●●●●●●●●●●

A: What’s your target position? 

B: It’s my dream to work in a big company one day since I went to  

     the college. 

A: Lots of graduates would like to work in big companies. 

B: I don’t care how fierce the competition is. I just want to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A: 你的目标职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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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A: 很多毕业生们都希望在大公司任职。 

B: 我不在乎竞争有多激烈，我只想要梦想成真。 

►click statistics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点击率”的英文说法。

►�What’s your target position? 是面试官们经常会问的一句话，其中

target position 指的是应聘者的“目标职位”。

	英文不白学—迷你自测

Test One

EmmA:  Hi, Jack, we’ll graduate in a month. ____________( 你对 

 什么样的工作感兴趣？ )

Jack:  I think I’ll do whatever the job I can find, you know. _______ 

______( 我是应届毕业生，没什么工作经验。)

Emma:  Yes, having some work experience is important.

Jack:  Exactly.

Test Two

Tom: Hey, Lucy. Did you go to the job fair?

Lucy:  Yes.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______________( 很多

毕业生都认为 IT 行业工作的工作很有吸引力。)

Tom:  Yeah, it is a promising industr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Lucy?

Lucy: I want to be a journalist.

Answers

�What kind of job are you interested in?

�I am a fresh graduate with no work experience.

�Many graduates feel the allure of working in the I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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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投递简历
Resumes

�话题 4� � 投递简历

I have sent my resume off. 我已经把简历发出去了。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大家熟悉的单词 send 可以表示“发邮件，邮寄包裹以及投发(简 

  历)”，如 send one’s resume 意为“发简历”。另外，submit 也 

  可以表示“投发简历，提交呈送”。 

【知新】老外们经常会用短语 send off 表示“发送，寄出(信件、包裹 

  等)”。因此“发送简历”就可以说 send the resume off 或 

  send off the resume。 

【更多同类表达】 

  I have submitted my resume. 我已经提交了我的简历。 

  I’ve sent my resume together with the cover letter. 我已经 

  把简历和求职信一并发出去了。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Have you found a job? 

B: No, I’m not that kind of lucky dog. What about you? 

A: I have sent my resume off but haven’t got any answer by far. 

B: Don’t give a pull. We can find a job sooner or later. 

A: 你找到工作了吗？ 

B: 还没呢，我没有那么幸运。你呢？ 

A: 我已经把个人简历发出去了，但至今仍然是石沉大海。 

B: 不要灰心，我们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 
A: Do you have any good news about your job hunting? 

B: If you want to know, I’ve sent my resume together with the  

     cover letter, but I haven’t got any answer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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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 fact, we two are in the same boat. 

A: 你有关于找工作的好消息吗？ 

B: 既然你问到了，我已经把简历和求职信一并发出去了，但还没有收到回 

     复呢。 

A: 事实上，我们真是同病相怜。 

►lucky dog 就是我们常说的“幸运的人”。

►�in the same boat 相当于中文中的“同病相怜”，如果用于表示两个人都

处在不顺的状态，则译为“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话题 5� � 网上求职

You can try job sites on the Internet. 你可以试试上求职网站。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我们经常说的“网上求职”可以表示为 find a job on the  

  Internet 或 hunt a job on the Internet，与此相关的“在线求职 

  网站”则可以用 online job websites表示。 

【知新】“尝试网上求职”除了用 try to find/hunt a job on the Internet表 

  示之外，还可用 try job sites on the Internet 来表示。 

【更多同类表达】 

  You may find jobs through online job sites. 你可以通过在线 

  求职网站找工作。 

  Finding jobs on the Internet is easy and efficient. 在线求职 

  既简单又高效。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I am tired of going to the job fair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 You can try job sites on the Internet. 

A: Now you’re talking!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advice. 

B: Not at all and good luck. 

A: 我厌倦了每天在不同的招聘会之间奔波。 

B: 你可以试试上求职网站。 

A: 正合我意！谢谢你的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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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别客气，祝你好运。 

●●●●●●●●●●●●●●●●●●●●●●●●●●●●●●●● 

A: It is said that you have got your desirable job last week. 

B: Yeah, finding jobs on the Internet is easy and efficient. 

A: Can you give me some addresses of this kind of website? 

B: Sure, as much as you want. 

A: 据说你上周已经找到心仪的工作啦。 

B: 是的。在线求职既简单又高效。 

A: 你能给我一些这类网站的网址吗？ 

B: 当然了，想要多少都有。 

►�be tired of doing sth. 相当于 be sick of doing sth.，意为“厌倦做某事”。

►Now you’re talking! 表示“( 你的建议 ) 正合我意”。

	英文不白学—迷你自测

Test One

Amy: Hey, Lily, I hadn’t seen you at the job fair. Where were you?

Lily:  I have been searching jobs on the Internet.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❶ ( 我已经把简历发出去了。)

Amy:  Find jobs on the Internet?

Lily:   It’s really an efficient way for job hunting. You can give it a try.

Test Two

Kate:  Hi, Lisa, I heard that you have got many interview offers. 

Where did you find th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LisA:   On the Internet._______________❷ ( 你可以试试网络上的

求职网站。)

Kate: Oh, thank you.

Answers

❶ I have sent my resume off.

❷ You can try job sites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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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交流心得
Communicate with Classmates

�话题 6� � 询问找工作情况

How is your job-hunting going?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问别人是否找到合适的工作时，我们经常会说 Have you already  

  found a job? 也可能会用 What’s going on with your job- 

  hunting? (你找工作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来表示关心。 

【知新】How is...going?是老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句子，表示“……的 

  进展如何……怎么样了”。因此，询问别人找工作的进展时， 

  就可以说 How is your job-hunting going? 

【更多同类表达】 

  What’s going on with your job-hunting?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Is everything okay when finding jobs? 你工作找得还顺利吗？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How is your job-hunting going? 

B: I’m sort of in trouble. 

A: What’s wrong? 

B: I don’t even know what kind of work I can do well. 

A: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B: 差不多可以说是遇到麻烦了。 

A: 怎么了？ 

B: 我甚至不知道我能做好什么样的工作。 

●●●●●●●●●●●●●●●●●●●●●●●●●●●●●●●● 

A: Is everything okay when finding jobs? 

B: No, no worse than right now. 

A: You mean you got stuck when finding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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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 some aspects, it can be said. 

A: 你找工作找得还顺利吗？ 

B: 不好，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糟过。 

A: 你是说找工作时遇到麻烦了？ 

B: 在某些方面，可以这么说。 

►sort of 相当于 kind of，表示“差不多是那样”。

►�get stuck 是“被……困住，不能继续前行”的意思，在对话中相当于

have trouble in finding jobs。

�话题 7� � 求职进展

I have been checking the job ads every day for a month. 
这个月以来，我天天都在看求职广告。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我们已经学过 browse 可以表示“快速浏览，大致翻看”。因 

  此，找工作时“浏览招聘信息、求职广告”就可以用 browse 表 

  示，也可以用短语 look through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知新】check也有“查阅，查看信息”的意思，类似 browse 的含义。 

  因此，找工作时浏览招聘广告就可以用 check the job ads 表示。

【更多同类表达】 

  I’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job ads almost every day. 我 

  几乎天天都在浏览招聘广告。 

  I scan the Situations Vacant columns of the local  

  newspaper every day. 我每天都要看当地报纸的求职专栏。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I ran off my feet these days to find a job. 

B: So did I. I have been checking the job ads every day for a 

     month. 

A: Is there any good position? 

B: No. Maybe it is not recruit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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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这段时间为了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B: 我也是。这个月以来，我天天都在看求职广告。 

A: 有什么好职位吗？ 

B: 没有。也许现在不是招聘季。 

●●●●●●●●●●●●●●●●●●●●●●●●●●●●●●●● 

A: I’m out of breath when finding jobs this week. 

B: Because of the interviews? 

A: Yes. And I scan the Situations Vacant columns of the local  

     newspaper every day after the interviews. 

B: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A: 我这周来找工作找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B: 因为面试吗？ 

A: 是啊。而且我每天面试后都要看当地报纸的求职专栏。 

B: 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习语 run out off one’s feet 是“忙得焦头烂额，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

►�out of one’s breath 的意思是“喘不过气”，引申为“因某事焦虑或忙碌”，

是很夸张的表达。

�话题 8� � 工作难找

It’s really a hard time to find a good job. 现在好工作真的很难找。

	英文不白学—温故而知新

【温故】表达“做某事很不容易”时，首先闪入脑海的可能就是 It’s difficult  

  (not easy) to do sth.，还可以用 tough job 形容一件很难做的 

  事，如：Finding a good job is really a tough job. 找到一份好 

  工作真是一件难事。 

【知新】hard time可以表示“艰难时期”，It’s really a hard time to do  

  sth.的意思就是“现在……做起来很难”。 

【更多同类表达】 

  It’s really tough to find a good job. 找个好工作可真是难啊。 

  It’s lucky to have a good job. 能有一个好工作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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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不白学—对话练习

A: How about your job hunting? 

B: Don’t mention it. There is no appropriate position at all. 

A: It’s really a hard time to find a good job. 

B: You got the point. 

A: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B: 别提了。根本就没有合适职位。 

A: 现在好工作真的很难找。 

B: 你真是一语中的。 

●●●●●●●●●●●●●●●●●●●●●●●●●●●●●●●● 

A: It’s really tough to find a good job. 

B: I know it would be not easy but 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so hard. 

A: Complaint can’t help. We’d better buck up and be confident. 

B: Yeah, we should pull ourselves together. 

A: 找个好工作可真是难啊。 

B: 我知道不会太容易，但没想到会这么难。 

A: 抱怨也没有用。还是振作起来，自信点吧。 

B: 对，我们应该打起精神。 

►�如果别人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时，就可以用You got the point.表示

“一语中的”的含义。

►buck up 和 pull oneself together 都可以表示“振作起来，打起精神”。

	英文不白学—迷你自测

Test One

Joey: Hey, Allen. ________________❶ (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

Allen:  ____________❷ ( 我这个月以来，天天都在看求职广告。) 

But I haven’t got any interview calls.

Joey:  Give it more time. I’m sure you’ll find a job that you like.

Allen:  I hop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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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Two

Ron: Oh, man. _______________❸ ( 现在工作真的很难找。)

Kate: What happened?

Ron:  I have been checking the Situations Vacant pages of the 

local newspaper all day. And here I am, still couldn’t get a 

job.

Kate: Yeah, the employment situdation is really grim.

Answers

❶ How is your job-hunting going?

❷ I have been checking the job ads every day for a month.

❸ It’s really a hard time to find a goo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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