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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出國留學？(I) 

1. 追求高深學問，碩、博士學位； 
2. 體驗不同研究環境及學術風氣； 
3. 國外頂尖大學提供更佳研究設備及學

習環境； 
4. 接受跨國、多元研究訓練，提高研究

興趣、研究水準，及職場競爭力； 
5. 建立國際學術及研究合作網路；提高

學術國際化程化； 



4 

一、為什麼要出國留學？(II) 
6. 強化外語能力； 
7. 體驗跨國文化及生活； 
8. 提供跨國旅行、參訪機會及經驗；增廣見聞； 
9. 培養獨立自主、國際競爭能力 
       及信心；完成理想；以及 
10. 全球化趨勢；培養學術研究 
       國際觀。 

Source: NAS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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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前留學規劃 (I) 

1. 公費生的選校優勢； 
2. 選校及選系考量：教育部專攻學門領

域； 
3. 個人因素及條件考量：學識背景、研

究興趣、主題挑戰性、未來發展、學
校學系及研究設備、研究團隊、研究
環境、指導老師、校友關係、學校排
名及聲譽、家庭及財力等因素的綜合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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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前留學規劃 (II) 

4. 公費生盡量申請中上及頂尖大學；第一較
容易被錄取；第二研究環境較優質；第三
學術聲譽較佳；第四畢業生職場較有競爭
力；第五校友及國際學術網路較有影響力； 

5. 諮詢工作準備：(1) 大學/系所網頁；(2) 留
學國駐台文教機構；(3) 台灣校友會；(4) 
留學國校友會；(5) 留學國大學台灣同學
會；(6) 台灣校友；(7) 其他留學諮詢顧問
機構及網頁； 



三、國外學習與生活安排 (I) 

學習生活安排： 
1. By course degree: 開學前先到圖書館蒐集最近五

年選修課程「考古題」、課程大綱以及參考書單，
瞭解及掌握課程重點議題及主要內容； 

2. By research degree: 參考最近五年通過論文，了解
研究議題、研究趨勢、論文長度、架構、研究方
法、引註格式等情況，以及論文成功通過的要求
水準； 

3. 博士生參加系所主辦research method seminar，與
導師、學長及同儕等互動，了解所內研究相關情
況以及互通學術信息； 7 



三、國外學習與生活安排 (II) 
4. 掌握選修課程相關主流學術期刊、重要學者以及出

版品，從事深度研析； 
5. 定期到選修課程或研究主題相關知名大學、研究機

構或國際組織網站，瀏覽相關訊息，掌握最新發展
動態及活動，增廣見聞及專業常識。 

6. By research degree第一學期或第一學年旁聽一些論文
主題相關課程，建立研究基礎。研究生亦宜積極出
席指導老師參與的seminars或workshops；以及聆聽
一些全校性Public Lectures或主題演講，開拓研究視
野，提高研究廣度、深度、創新性及跨學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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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學習與生活安排 (III) 
1. 以完成碩、博士學位為主要目標； 
2. 在合理期間內完成學業；碩博士合計：4-6年； 
3. 與指導老師及同儕建立良好關係； 
4. 維持親密家庭生活； 
5. 安排適當休閒活動：運動、旅行、參訪博物館、

公園、自然景觀、古蹟等；欣賞藝文活動及運
動比賽：opera、芭蕾、交響樂團、街頭表演等；
志工及公共服務；適當與台灣留學生交流，互
通訊息。 

6. 財力及支出妥當規劃；爭取各項獎學(助)金或
學術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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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涯發展 (I) 
1. 博士生階段參與各項討論會、研討會、宣讀論文，尤其

是在各國或跨國學會的年會或博士生論文宣讀會議； 
2. 試著將博士論文部分章節投稿學術期刊； 
3. 申請就讀學校、留學國文教及不同研究機構獎學(助)金；

或參訪、交換機會；增加歷練，擴大學術網路； 
4. 中研院人文領域博士生培育計畫；蔣經國基金會、國科

會出席國際會議或博士論文出版獎助等各項獎學金。 
5. 參與團隊、跨學門、跨國、國際型或歐盟、國際組織等

大型研究計畫，增加研究歷練及經驗； 
6. 留意國內外求才、徵才廣告； 
7. 出版計畫 (專書、期刊論文) ；以及 
8. post-doc (中研院、國科會) 、國內外著名大學或研究機

構、產官學界專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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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涯發展 (II) 
大學及研究機構徵才考量因素： 
(1) 學術專長及教學與研究能力；研究及發展潛

力； 
(2) 博士論文品質； 
(3) 畢業學校排名及聲譽； 
(4) 出版品的品質及數量； 
(5) 教學計畫；未來3-5年研究計畫； 
(6) 推薦函(含指導老師)；3-5封 
(7) 審查意見 (3-10件)； 
(8) 學術倫理及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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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I) 

(一) 「凡事豫則立」 
(1) 充分準備；(2) 立定志向；(3) 追求目標；(4) 完成理 
想；(5) 貢獻所長，建立學術地位；(6) 服務人群，回饋社 
會。 

(二) 「最好準備、最壞打算」 
(1) 生理、心理、生活及家庭的調適；(2) 面對各種變化/意 

外及突發狀況的因應之策；(3) 面對重大決定之因應之道； 
(4) 危機處理、次佳選擇及替代方案；(5) 堅持目標、完成 
理想；(6) 心靈及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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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II) 
參考文獻： 
1. 朱敬一，《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信》，台北：聯經，2006。 
2.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3. Mary M. Dwyer and Courtney K. Peters, “The Benefits of 

Study Abroad,”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IES), 
2004. 

4. Wendy Williamson, Study Abroad 101 (2008). 
5. John K. Hudzik,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Educator, May/June, 2009. 
6. Nicholas Foskett and Rosalind Foskett, Postgraduate Study in 

the U.K.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uid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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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Websites: 
1. The British Council: www.educationuk.org

以及www.britishcouncil.org 
2. EU, The Eurydice: www.eurydice.org 
3. UNESCO,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AU): www.unesco.org/iau 
4. The Graduate Oversea: 

www.graduateoverseas.net 
5. Specialist Student Travel Agents: 

www.statravel.co.uk 

http://www.educationuk.org/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
http://www.eurydice.org/
http://www.unesco.org/iau
http://www.graduateoversea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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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III) 

祝福公費生 
留學順利成功 
早日學成歸國 
歡迎批評指教 

Source: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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