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机器人面试官冶
大大增加录取几率

野创造耶玛雅爷是出于我个人惨痛的
求职经历遥 冶野第一工作冶创始人埃亚尔窑
格拉耶夫斯基告诉叶福布斯曳袁大学毕业
那年袁他申请过 40多个职位袁但只有两
个公司回复了他袁绝大部分申请如同掉
进野黑洞冶袁有去无回遥 有数据显示袁85%
的求职者得不到用人单位回复袁而 71%
的招聘者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遥

AI招聘系统的出现将从根本上同
时改变求职者和招聘者面临的困境遥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渊CNN冤介绍袁野玛
雅冶以云数据为基础袁具有自我学习能
力遥 如果申请人条件适合袁野玛雅冶会很
快安排面试袁如果不适合袁野玛雅冶会向
申请人推荐其他工作遥

叶福布斯曳指出袁如今人事部门收到
的求职简历数量是过去的好几倍遥一方
面袁人们不再把稳定作为职业生涯的首
要目标曰另一方面袁互联网的出现使求
职变得更为便捷袁鼠标轻轻一点袁求职
材料就同时发送到多个邮箱里遥

这种野普遍撒网袁重点收获冶的求职
方式也带来了弊端遥 野面对数量庞大的
邮件袁人力专员很难妥善对待每个求职
申请袁这就是 AI介入的原因遥 冶格拉耶
夫斯基说袁野接受机器人面试袁听起来有
点儿丢人袁不过怎么也比压根儿没人搭
理你强遥 冶研究表明袁采用野玛雅冶系统的
公司招聘效率提升了 38%袁申请人被录
用的概率增加了 1.5倍袁而得到回复的
几率是过去的 3倍遥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用 AI处理基
本的人力工作遥号称有 5亿份简历的职
场社交网站野领英冶正在开发能与人对
话的智能系统袁向求职者提出诸如野你
想在哪里工作冶之类的简单问题遥 野这些
步骤并不是人力资源的工作重心袁因此
我们想把它们从人力工作中分离出来袁
从而提高效率遥 冶招聘软件主管约翰窑泽
辛告诉美国野HRdrive冶网站遥

人类思维定势野传染冶人工智能
除了与求职者进行对话袁AI 还能

根据招聘者的偏好制定搜索方案袁以便
筛选出最适合的人选遥脸书尧通用尧希尔
顿等公司正谨慎地把 AI系统应用到招
聘中遥 AI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广袁质疑声却始终不绝于耳遥

对 AI面试官最大的非议袁 是缺乏
人情味遥 英国叶金融时报曳指出袁即便是
最前卫的人力专员也不得不承认袁没有
哪个职场精英愿意让机器人对自己评
头论足遥 对资深人力专员来说袁人脉资

源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袁就这点而
言袁再智能的机器人短时间内也代替不
了人类遥

人类的抽象思维是 AI 的另一短
板遥 野如果让你形容你的公司文化袁你可
能想到诸如耶灵活爷耶朝气蓬勃爷耶有人情
味爷 之类的词语袁冶野每日招聘冶 网站指
出袁野然而袁要把这些抽象尧主观的概念
归纳为系统化尧标准化的数据袁转换为
机器人能理解的语言袁并从成千上万份
简历中准确挑选出符合公司文化的求
职者袁做起来可比说起来困难多了遥 冶

支持 AI的人声称袁 与人类面试官
相比袁机器人面试官不会用有色眼镜看
人袁不会因种族尧性别尧年龄等条件产生
预设偏见遥 通过代码修正这些偏见袁比
从人类潜意识中消除这些偏见容易得
多遥 因此袁机器人比人类更公正遥

事实果真如此吗钥 科技网站野Un鄄
leash冶指出袁人们可以在代码中排除性
别尧种族等因素袁但要让 AI彻底消除歧
视绝非易事遥 以谷歌翻译为例袁在土耳
其语中袁 人称代词没有性别之分袁野他冶
野她冶野它冶统统以野O冶指代遥 把土耳其语
译为英语时袁如果野O冶是医生袁谷歌翻
译为野他是一名医生冶曰如果野O冶是护
士袁翻译的结果则是野她是一名护士冶遥

你看袁偏见无处不在袁人工智能也
无法独善其身遥 当不得不作出判断时袁
谷歌翻译软件便暴露了深藏的性别偏
见院医生尧企业家是男性袁护士尧教师是
女性遥

实际上袁谷歌工程师并没有把偏见
写入代码袁形成偏见的袁是在翻译软件
中使用的 AI本身遥 通过模拟真实语境
和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袁人们把思维定
势野传染冶给了人工智能遥 野具有学习能
力的人工智能也会产生偏见袁和真实世
界一样遥 冶微软公司研究员里奇窑卡鲁亚
纳告诉野Unleash冶遥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招聘电脑工
程师的失败案例似乎印证了这一说
法遥 筛选简历时袁该公司设置了野喜欢
漫画冶这一条件袁他们认为具有该特质
的人更有可能是一名出色的 野极客冶遥
野然而袁耶漫画爱好者爷与耶优秀工程师爷
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遥 冶 数据分析师凯
茜窑奥尼尔告诉野Unleash冶袁野实际上袁这
种预设跟性别和种族的关联更大遥 他
们就没想过袁 喜欢漫画的更可能是亚
裔男性吗钥 冶

更糟糕的是袁AI通常在野黑匣子冶里
进行运算袁 要搞清它的逻辑是不可能
的遥 野一旦 AI出现偏差袁找出错误根源
极为困难遥 冶奥尼尔说遥

不过袁要消除人工智能的漏洞并非
无计可施遥 野口袋招聘冶公司人力专员瓦
西施塔认为袁人类应该把最终决定权掌
握在自己手中袁并将结果反馈给 AI袁不
断完善其运算方式遥

野机器人面试官带来的最大挑战冶
叶金融时报曳预测袁当 AI 的应用范

围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时袁人力资
源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职业之一遥未
来人力资源领域的岗位会越来越少袁但
这一工种不会彻底消失遥人力资源工作
始终需要人来完成袁不同的是袁未来人
力资源工作的重心和职业技能将发生
改变遥

野人工智能擅长某些特定的工作袁
比如识别数据类型等冶袁 英国桑德兰大
学应用科学系主任约翰窑麦金泰尔告诉
英国招聘网站 野Personnel Today冶袁野然
而袁它无法像人类一样对数据进行诠释
和类比袁并据此作出最终决定遥 冶

因此袁那些运算法则不能处理的任
务仍将由人类完成遥 野解读求职者的肢
体语言袁判断求职者是否胜任工作或符
合公司文化袁 这些事情是电脑做不到
的遥 冶一家初创招聘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窑古德曼告诉 叶金融时报曳袁野不
过袁如果你是一名初级人力专员袁每天
的工作只是上网搜搜简历袁并进行简单
的分类归档袁那么袁你的饭碗很可能被
人工智能抢走遥 冶

对未来的人力专员而言袁推销将是
他们有别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能力遥 野每
日招聘冶网站指出袁无论在招聘中使用
了多么先进的高科技袁把优秀人才纳入
麾下都是招聘的最终目的袁而这需要人
力专员亲自出马遥 迄今为止袁没有任何
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进行随机应变的
对话袁并在对话中培养信任关系袁推销
公司文化遥人类复杂的情感和行为是机
器无法模拟的遥

野当日常事务被 AI接手后袁人力专
员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具有高附加值的
工作上袁 比如为求职者提供职业咨询袁
推广公司文化等遥 冶一家高端猎头公司
总裁纪尧姆窑尚帕涅告诉 叶金融时报曳袁
野因此袁 未来的人力专员需要更高的情
商遥 冶

不过袁正如 CNN所言袁野招聘是一
门不精确的科学冶遥 无论人力专员多么
精明袁AI多么先进袁谁也无法保证不会
让任何一个优秀人才从指缝间溜走遥
野机器人面试官带来的最大挑战并不在
于改变人力资源领域袁而在于人类以何
种姿态和方式迎接这种改变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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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 叶半月
谈曳 刊发的调查显示袁
2018年毕业季来临袁就
业性别歧视话题再度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遥
用人单位招聘 野假公
平尧真偏见冶袁女性陪笔
试尧陪面试尧陪实习袁最
后却为他人作嫁衣的
现象仍时有发生遥

职场存在的针对
女职工的用工歧视袁早
已不是新鲜话题遥不少
女性对此都有感受袁也
颇为无奈遥

对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企业来说袁女性在
经期尧孕期尧产期尧哺乳
期尧更年期等袁可能影
响工作效率袁进而可能
减少给企业创造的财
富袁招聘男职工的野性
价比冶显然更高袁也更
安全省心遥 因此袁如果
没有法律野强制约束冶袁企业自然会趋
利避害一些遥

实际上袁女性职工在很多方面并
不比男性职工差袁整体来看袁女性更
加细心袁形象气质好袁不少职场女性
都干练尧独立尧自强袁在处理很多问题
和业务上都不逊于男性遥一些用人单
位野宁用武大郎不用穆桂英冶袁更多还
是基于现实利益考虑遥尤其是在放开
二孩政策后袁一些用人单位甚至出现
女性职工集体休产假的情况袁这无疑
加剧了女性的就业困难遥

保护好女性就业平等权需要多
方发力遥 比如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袁完善保障有关女性生育权
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曰加强监管袁切实
帮助权益受损的女职工维权袁对侵犯
女性就业平等权的用人单位及时给
予惩戒;提高女性自身的维权意识等遥

更重要的是袁保护女性的就业平
等权不能片面强调用人单位的责任袁
也要考虑其难处袁比如袁是否能够加
大财政补贴袁 减轻用人单位负担袁对
女性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用人单位袁
在税费减免尧房屋租赁等方面袁适当
给予政策倾斜遥 此外袁男性的休假权
也应该得到落实袁让男性与女性共担
养育责任遥

女性不应成为职场野陪练冶袁时下
多数人对此是有共识的袁问题往往出
在落实层面遥如果女性的权益能够得
到更有力的保护袁 她们必将为职场尧
为用人单位尧为社会带来更多回报遥

曾志伟

机器人面试官
离你有多远

又到一年求职季袁 江西某高校毕业生小
鑫渊化名冤的求职经历却一波三折遥 4月袁她参
加了某银行的校园招聘袁 一路过五关斩六
将袁以在笔试和口试中的优异表现获得了招
聘方认可袁收到了录取通知遥 没想到袁在最后
环节的机器人性格测试中袁她的测试结果是
野情绪风险等级高冶袁被银行以不适合工作为
由拒录遥
小鑫的遭遇备受关注袁 事件的另一主

角要要要机器人面试官袁也由此进入了人们的
视线遥 机器人测试结果是否可靠钥 未来招聘
中是否会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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