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 IELTS 即時新聞，專題報導，考生需知，考題新象，留學生活與人文知識，都將不定期地出刊，【即時報】的出

現，是由 E-IELTS 教務組蒐集編輯而成，目的無他，只是想為同學盡點心力…。 

 
 
 
 
 
 
 
 
 
 
 
 
 
 
 

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就讀的科系呢？ 

這實在是一個大哉問，每個人的方式不一，不過在這裡有一種想法是可以提供同學做參

考的，日本著名跨國企管顧問山本真司，曾經在《寫給生存不安的年輕人》一書中提到，在

知識大眾化的時代，必須以「冷門的事物 × 喜歡的事物」來創造你的差異化，選擇冷門的

事物是因為，雖然某些領域現在並不搶手，可是有朝一日突然受到歡迎，競爭對手就會蜂擁

而至，而如果你在此耕耘已久，就能在這個新興領域站穩腳步，甚至成為標竿；選擇喜歡的

事物則是因為若不是真心喜歡這個領域，是沒有辦法長期將資源和精力投入其中的。 

 

譬如近年來台灣的代工由於已經失去競爭優勢，必須靠經營品牌來提升產品價值，進一

步提高利潤；而品牌的打造讓台灣企業開始重視所謂美學、設計，讓以往是冷門科系的設計

人才突然變得炙手可熱。不過也由於這樣，近年來選擇唸設計相關的同學爆增，使得此領域

開始出現僧多粥少的狀況，這就是所謂的競爭者蜂擁而至。 

 

山本真司提出的理論雖然是針對選擇工作而言，但也可以用同樣的概念去看選系的問題。

想要出國留學唸碩士?為自己的學歷、專

業知識和人生經驗加分嗎? 

在那之前，有一些必修的學分卻是您不可

忽視的!! 

本期 IELTS 即時報就是要告訴您，如何打

造自身專屬的出國留學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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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校方面，可以從幾個面向著手： 

(1) 各種英國大學排名： 

  英國官方的研究評鑑 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 是英國政府為了評估各校研究所的研究品質，每三~五年舉行一次的評鑑制度，評  

     鑑結果分數越高，分配到的經費越多，分數等級從低至高依序為：1、2、3b、3a、4、5、5＊。 

    RAE 由於是官方主辦且事關大筆研究經費的分配走向，故具有一定的公信力。最新的評鑑結果 

   預計於 2008 年 12 月公佈，惟近年來英國政府將改革 RAE 的評鑑方式，故之後應會有新制度出現。

  英國各大報紙的年度大學排名 

 英國各大報紙如：The Times(泰晤士報)、The Guardian(衛報)、The Financial Times(金融時報)等，每

年都會發佈自己調查的英國大學排名，其中 The Times 和 The Guardian 是比較針對大學部作評鑑，評鑑

項目大致包括研究品質、學生滿意度、全校師生比、學校設備和就業前景等等，有別於 The Times 關注

於研究品質(如：該校教授論文發表數)的評鑑，The Guardian 則把重點放置於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滿意 

 度調查上，故兩大報的排名都有值得參考處,譬如： Durham 在 The Times 上的排名是第 9 名，在  

  Guardian 上則是排名 17。會建議同學在看排名時，前三年的排名都可以當作參考，因為有些學校的名

   次在不同年度排名落差極大，如果參考資料較多，較能掌握學校的穩定度。至於 The Financial 

     Times 則是有針對全球和歐洲 MBA、商學院、管理學院的年度排名可以做參考。 

      同學在選校時可以先就學校總排名大致了解英國各校的狀況，通常排名前三十名的為名校 

        級的學校，有一定的申請難度，前八十名的學校則都算不錯的學校了。對學校等級 

           有概念之後，再來便是參考科系排名，有些學校即使整體排名很好，但卻 

              很可能您想唸的科系排名不佳，因為每所學校專注的領域不同，就像 

                   清大以理工科見長，文學院可能就沒那麼突出是一樣的 

                       道理，所以總排名和科系排名都有同等重要 

                                 的參考價值。 

(2) 地理位置、經濟考量： 

    台灣的同學在選校時常有排名至上的迷思，其實地理位置和經濟預算 

  也可以納入考量範圍。每個地區都有它的特色，如果你是一個喜歡熱鬧、 

 注重交通便利性和現代化的人，英國的大城市諸如倫敦(London)、曼徹斯特

(Manchester)、伯明罕(Birmingham)…等，可以排進你的選擇名單中。如果喜

歡城市生活但有經濟上的顧慮，那麼距離英國主要大城市交通約 1~2 小時的郊

區城市諸如 Bradford、萊斯特(Leicester)等較便宜的生活費可以讓你手頭寬裕

一些；喜歡溫暖氣候和晴朗天氣的同學，位於英國南部靠海的觀光城市 Brighton 

  應該會是你的天堂。 

   唸 Arts and Design、Fashion Marketing 或 Arts Management 的同學， 

    能在倫敦這個大城市學習會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為它的文化涵養 

       深厚、各種表演藝術豐富，你得到的資源相對會比較多。 

          諸如此類，皆可以作為選校的考量因素，畢竟往後你將 

              要在當地渡過 1~2 年的留學生活，喜不喜歡 

                   學校周遭環境是滿重要的事情。 



 

澳洲並沒有官方的大學排名，通常若同學要當作選校參考，會以民間較著名的大學指南《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發表的學校星級數去做評估。此機構是以大學的「研究成就」、「學生需求」、「教學

質素」、「畢業生的起薪」、「就業前景」等作一星級至五星級的排名。 

在澳洲，有所謂八大名校，包括澳洲國立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墨爾本大學、

雪梨大學、昆士蘭大學、蒙那許大學(The Monash University)、新南威爾斯大學、阿德雷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及西澳洲大學，它們於 2000 年正式組成「The Group of Eight」的聯盟，以提供

高質量的教學與研究為目標。這 8 所大學於《The Good Universities Guide》的「研究成就」項目均為五

星級，且佔有全國 70%的研究津貼，所以他們在研究資源上會比較豐富，這是很多人考量的因素之一。

綜合上述，同學在選校時，可以先就總排名和科系排名交叉比對，先挑選出約 10 ~ 20 家的學校名

單，參考排名時不只是看名次，細項的評分項目如研究品質、全校師生比等也可以作為參考依據，再來

就是親自上各個學校的網站去了解各校的狀況，除了學校的環境因素和地理位置之外，更需要看看各校

科系的修習科目、作業比重等，就算是 Marketing，每所學校的修習科目也可能不盡相同，像隸屬於商學

院下的行銷科系，就會比較偏向管理、企業行銷的方面，隸屬於傳播學院的行銷科系，就比較偏向公關、

廣告企劃等，例如 Bournemouth University、 Westminster University 的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再者，國外的碩士學位分科很細，例如行銷碩士除了單純 Master of Marketing 之外，還有 Master of 

Commerce in Marketing、Master of Marketing Management、Master of Fashion Marketing，等等各種更

專精的學位，在查學校資料的過程中，也能順便幫自己釐清到底想要深造的是哪一個領域的智識。 

 學校申請表格 
每所大學會有自己的申請表格，所以直接上各校網站的國際學生網下載即可，通常都會有

「How to apply」這樣的選項可以點選。 

 

 英文版在校成績單和畢業證書(或在校證明) 
直接回學校教務處申請即可。由於國外學校成績的採計方式為 GPA 成績，和台灣不太一樣，

一般而言，回原校申請的英文成績單上應該會註明，但若沒有的話，同學就必須自己換算。 

通常 50 分~59 分的科目為 1 點，60 分~69 分為 2 點，70 分~79 分為 3 點，80 分以上為 4

點。將所有科目的點數都轉換出來後，乘以各科目的學分數，再除以總學分數，就會得到你的

GPA 成績囉! 例如： 

    英文 80 分 --- 4 點×學分數 3 ＝12 

    國文 60 分 --- 2 點×學分數 2 ＝ 4  GPA  =  (12+4+6) ÷ (3+2+2)  = 3.1 

    通識 75 分 --- 3 點×學分數 2 ＝ 6                     (總學分數) 

         



 

 

以申請研究所而言，多會要求兩~三封的推薦信，如果你本身已有一定的工作經驗，一封

可以請工作單位的主管，一封請以前學校教過你的教授幫你撰寫，像申請 MBA 通常都會要求

其中一封推薦信是由雇主撰寫。如果是初入社會的新鮮人，則當然皆由教授撰寫。 

推薦人的職務或頭銜並不一定越高越有利，而是要真正認識你，了解你個人專長和特質

的人，譬如說選擇以前教過你的教授當推薦人，會比完全不認識你的系主任來的適切。此外，

在請雇主或師長幫忙寫推薦信前，最好先針對自己的專長、能力和為何覺得自己適合該科系的

原因擬好草稿，或者先寫好讀書計畫，拿給推薦者做參考，這樣對方才能掌握你的優點，寫出

真正為申請加分的推薦信。 

一封推薦信大致須先簡單說明推薦者和申請者的關係，再簡潔有力且具體陳述有關申請

者在某方面的能力表現、專長或態度。 

假如推薦者是教授的話，可以描述你參與某項研究專案的能力表現，學習

態度、學業成績、完成的研究報告等等。假如是雇主的話，則要談到你的工作職

責，並對你的工作能力作評估，且盡量舉實例，而不要只用「勤奮」、「認真」、「努

力用功」等表面的形容詞帶過。最好還能提到為何上述申請者的優點適合就讀該

校和該科系。 

 
 

 

 

許多同學可能會覺得寫讀書計畫是一件麻煩的差事，但是換個角度想，讀書計畫和推薦信

一樣，都是除了冷冰冰的制式申請表格、履歷外，最能讓學校感受到我們個人特質的東西，也

是自我行銷的最佳管道，所以如果「宣傳得當」，可以增加申請成功的機率，尤其當不漂亮的

大學成績已是無法改變的歷史事實時，我們當然要盡全力在讀書計畫中，向學校展示自己其他

的優勢囉! 

讀書計畫不用長篇大論，大約 1 ~ 2 頁 A4 大小的分量即可。 

第一部分可以描述一下自己以往的重要經歷，並舉一些具體實例，譬如因為什麼事件的

影響，讓自己對申請科系的領域產生興趣，曾在這個領域有什麼傑出的紀錄或相關證照；或是

曾經遭遇到什麼困難，如何克服，學習到的經驗以及自己因此所培養起來的能力，可延伸到往

後就讀碩士學位時，該能力的優勢為何。 

第二部分開始切入主題，提出自己申請該科系的動機，有何特質和專業，為何適合該科

系。在這個部分會建議同學先透徹了解要申請的學校科系所教授的科目有哪

些，該科系的特色在哪裡，如果能將自己的興趣或專長結合該科系重視的科

目，會讓學校覺得你是真的有做功課，並且十分了解自身優勢的人。 

第三部分描述自己在學習中希望達成的目標、計畫，以及結業之後預期的

職涯發展和規劃。 

 

 

 

 

有些學校會額外要求履歷表，至於作品集則是唸 Arts and Design

相關科系的同學必須多準備的申請文件，由於作品集必須花費較多的

心力和時間，所以會建議同學提早於申請期前做準備。 



  

 

 

 

 

出國唸書除了以上的申請文件之外，另外一個不可或缺的就是您的英文程度，對留學英語系國家諸

如英國、澳洲、紐西蘭、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國家的學生而言，IELTS 英語能力檢定測驗是一項能準確

反應學生英語程度的國際測試。原因在於其設計上採取聽說讀寫並重的考試方式，且題型靈活，不像一

般的紙筆測驗偏向選擇題，猜題的機會大，反而顯示不出考生真正的英文能力。 

 

以碩士學位而言，通常會要求申請者具備 IELTS 6.5 分~ 7 分的程度，這樣的

成績同時也表示學生有「基礎」的英語文能力應付國外碩士課程的小組討論、上台

簡報、論文寫作和大量文獻資料閱讀。許多台灣的同學在準備英文時，很容易把

IELTS 考試當作目標，但是「它」其實只是你留學路的一個小關卡，跨過了這關，

你會發現真正難的是在出國後的碩士課程學習。如同剛剛所提到的，當你擁有 IELTS 6.5 分的英文程度，

你只具備「基礎」碩士課程所需的英文能力，畢竟我們光用中文進修碩士學位就有一定的困難度了，更

何況是用第二外語且在我們人生地不熟的地方讀書，還要承受很多 Culture shock，這樣的壓力絕對比單

單準備 IELTS 考試來的大。 

 

許多同學可能有拿到 IELTS 5.5 分就迫不及待先出國唸語言學校(Language School)或

碩士先修課程(Pre-sessional Course)的想法，以為出國英文就會自然變好，但事實上並不

是這麼回事，我遇過一些同學好不容易出國唸書了，卻因為常和華人學生在一起，結果英文

還是沒什麼進步，或是 IELTS 分數沒到 6.5 分先出國唸語言學校，在聽力和口說上因為環境

的關係進步較快，但是在閱讀和寫作上一直無法提升，最後沒辦法，繞了一圈還是先回來台

灣加強，再出國。 

 

學習英文是一條長遠的路，不管在哪裡學習，都必須付出一定的時間和精力，既然如此，能夠在台

灣我們較熟悉的環境，用較經濟的預算將英文準備好再出國唸書，可以減輕你未來進修的壓力，也可以

幫助你在學習上更駕輕就熟。 

 

參考資料： 

http://www.ustudy.org.tw/us_help/chp4/chp4-recommand.htm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life_and_style/education/                              學生顧問  Alice Huang 

www.guardian.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