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申請MU3+2(雙聯學制)�

心輔106 柯劭蓉!

2016/08/20!



申請前…�



我想申請3+2，我該做哪些事？�

•  上師大心輔官網下載簡章，中英文版的說明都要看！!

•  確認申請條件(要準備的文件)及申請資格(在校成績門檻)!

•  確認所有重要日期，列一個時間軸!
e.g.若申請期限是12/1，就往回推： 
à最晚11月要完成所有文件、拿到TOEFL成績 
à最晚10月底、11月初考完TOEFL、找老師寫好推薦函 
à大約暑假甚至大二下開始讀TOEFL；暑假一定要開始寫申請文件!

•  有任何問題最好直接寫信問MU系辦(如果師大這邊助教無
法回答的話，尤其是申請的細節是以MU那邊為準)�



中文簡章�



英文簡章�



什麼是「外州費」？�

以105第一學期我在MU的學費為例… 
 (Fall semester, 2016)�



我總共要繳的學費(美金)：$4758.99�

學費會根據你的
選課浮動(研究所
要算學分費)，這
是我選了系上三
門課的學費 
還有含保險等雜
費(詳見下頁)�



我的學費明細表� 外州費就是密蘇里
州以外的學生都必
須繳的費用~來自
臺灣的我們本來也
要繳，但因為有
3+2合約，所以我
們就不用付
$5516.1的外州費! 
有沒有超划算還不快申請!!!�



比較：如果你是一個選了三門課的國際學生…�

•  一般國際學生： 
要付$4758.99(學雜費)＋$5516.1(外州費)=
$10275.09  
隱藏的成本：要考GRE＝報名費＆(可能有的)補習費!

•  有3+2合約： 
只要付$4758.99(學雜費)!! 
隱藏的成本：免考GRE＝省了報名費＆(可能有的)補
習費！!



覺得心動的話就來看看怎麼申請吧！�



申請前…�

1.  顧好成績(歷年成績平均80分以上=GPA 3.38)!

2.  決定一下如何準備TOEFL(補習?自己唸?)!

3.  思考推薦函人選(儘量找教相關領域的老師)!

4.  上網註冊、準備申請文件(一切申請程序完全電子化)!
(1)  英文歷年成績單!

(2)  Personal statement 三題簡答題!

(3)  CV 履歷表�



1.成績�

•  在師大列印出歷年成績單後若沒有平均成績，要自己算出
歷年成績平均，並記好你是用哪個scale(通常是4.0或4.3)*
體育不算噢!!

•  英文歷年成績單要掃描(應該只會有大一、大二共四學期
的成績而已)，之後需要上傳電子檔!



2.TOEFL �
•  考試形態： 

TOEFL ibt聽說讀寫各30分，滿分120，電腦作答，考試時
間約3~4hr，報考一次5000元上下(美金匯率會浮動)!

•  準備方式： 
看個人英文能力跟定力。有人自己唸、天天去師大英語聊
天室，考100分；也有人補習(菁英、送佛、字神…)!

•  92分是MU的錄取門檻(大家盡可能要達到～之後才能申請
師大或教育部的獎學金)!



TOEFL報考方式：�

1.  上ets網站註冊(要用跟護照相同的名字噢!!)!

2.  提前二～三個月報考會有比較多考區及日期的選擇；沒
把握的話最好一次報兩場考試(e.g.12月要交成績，所以
在7、8月時報10、11月的考試)；考完第一次發現不用
考第二次的話可以在期限內申請退一半費用!

3.  刷卡繳費(考一次5000台幣上下)!

4.  考試後約十天可以上網登錄看成績單(要載下來，之後要
上傳電子檔給MU)，約一個月後會收到紙本成績單�



•  報名完成會長這樣à!

•  要注意這是美金噢！ 
換算成台幣的話： 
170*32=5440(台幣)!

•  有任何問題就直接寫英文 
信給美國人～或打電話到 
他們在馬來西亞的客服!

•  若真的要打去美國要算好 
時差！�

TOEFL報考範例�



3.推薦函�

•  最好先想好2~3個人選，照心中的順位(通常是課程與申請
科系相關度)提前詢問老師是否方便幫忙 
e.g.12月要交，可以9月一開學就去問老師!

•  可以準備好自己的CV直接寄給老師參考，老師比較好撰
寫!

•  上網幫老師登錄資料(下一頁)，老師會直接線上繳交推薦
函!

•  事後記得寫張小卡片感謝老師～�



3.推薦函�



申請中…�



4.上網註冊、準備申請文件�

•  在 ApplyYourself 註冊
(下一頁)!

•  申請系所屬於教育學
院(右圖)!

•  登錄後瀏覽這個網站
每個分頁，可以知道
你準備的資料要交到
哪裡�



照他的步驟做就好～�



•  選要申請的系所～要選ESCP!
–  諮商組選藍底那個(其他還有教心組、學心組…要看清楚再選！)!

–  MA: Master of Arts(要寫論文)!

–  Med: Master of Education(不用寫論文)à3+2雙聯生是這個�



個人基本資料�
申請資料�
學歷�
TOEFL成績�
輔助資料�
�
�
推薦函�
最後檢查�
申請程序�



郵遞區號�
�



BS是學士的意思�
Overall: 歷年成績平均�
Major: 系必修、系選修平均�
GPA Scale: 你使用的量尺�
最後那個不用理它~�
�
�



推薦函�



要交啦!!�



英文歷年成績單要掃描上傳�
TOEFL成績單可以上傳你從ets 
下載的電子成績單�
其他有加分功用的research也都能傳�



刷卡繳費�



如果有美國當地能刷的卡會比較方便�





成功繳交啦!�



Personal statement 三題簡答題(1)�
•  Describe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people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e.g. ethnic, cultural, socioeconomic, 
religious, ability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How have these 
experiences influenced you? (250-word limit)!

à把重點放在「你有什麼具體收獲」、!

   「你的體悟將如何有利於你的未來工作」？!

e.g.與不同國家的志工共事帶給我文化衝擊、讓我更有同理心 !

      à這有助於我成為一位能同理不同文化背景的諮商師�



Personal statement 三題簡答題(2)�
•  Describe experiences that demonstrate your potential for 

leadership that you believe distinguish you as a candidate for 
graduate study. (250-word limit)!

à不要只說自己當社長、會長，具體描述自己帶領成員克服那些困
難、如何克服、最終的成果與收獲!

à最後點出為何這些收獲讓你適合成為一個諮商所的學生!

e.g.擔任返鄉服務隊總籌時常常在維持效率與顧及成員感受間掙扎  !

  à如何鼓起勇氣與大家溝通、大家因而一起想辦法克服!

  à「承認自己的不足並求助」的觀念將有助於在異國讀碩班的你!



Personal statement 三題簡答題(3)�
•  Describe (1) your previous experience serving in a helping or 

counseling role, (2) your interests and career objectives, (3) 
how these interests and career objectives have developed, (4) 
how these interests match those of specific program faculty, 
and (5) how being accepted into the program of your choice 
will benefit your career aspirations and help you act upon your 
beliefs, goals and philosophy. (1,000-word limit) 
à這題最重要！越具體越好e.g.!

(1) 我曾在國中擔任認輔志工，陪伴迷惘的孩子!

(2) 我想成為諮商師，因為助人讓我快樂�

(3) 我曾被生涯議題困擾，這讓我日後想幫助跟我有類似議題的人!

(4) 貴系所的…老師剛好是這個專業à詳見下頁!

(5) 我想研究臺灣的高職，在貴系的所學將對我的研究有所幫助!



•  撰寫這三題時可以想著這樣的邏輯：!

•  所以如果你能提出自己的研究興趣跟哪個老師符合，他們極可
能直接指派他當你的研究所指導教授(advisor)!

•  可以想想自己對什麼有興趣，同時整理ESCP系上教授專長，
甚至先大概瀏覽過教授的論文引述在自己的申請文件!

•  以上都只是建議跟我的個人經驗啦！沒有一定都要做到才會申
請上！!

!

提出你的需
求/期望/興趣�

這個系剛好有
哪些具體資源� Match!!�



為
保
護
個
資
擋
一
下
教
授
名
字�

我那時候有做一個excel整理教授專長~�

•  有興趣的可以去查他做的研究論文，幫助你寫得更具體�



CV 履歷表�

•  不用放照片，大標題是你的名字，整份條列式!

•  一頁為限，極限是兩頁(就是兩面)!

•  建議標題：EDUCATION, COUNSELING RELATED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PROJECT, 
THERAPY TRAINING!

•  其他(較不重要)：CONFERENCE, LEADERSHIP 
EXPERIENCE & ACIVITY, HONERS & AWARDS !

•  格式： 
事件及活動、月+年、一行簡述或你在該活動中的職位!



申請後…�



申請後…�

•  等待面試期間，可以自己想幾個對方可能會問的問題，然
後找人幫你演練!

•  善用CV，那就是你人生的索引；當你想回答某個問題時
可以從中挑選相符合的例子!

•  準備合適的衣服（不用到西裝皮鞋的程度，但至少有襯衫
長褲？）!

•  面試時不要只穿上半身，萬一面試到一半臨時要起身調整
電腦會很尷尬!

•  面試時把水放在手邊，免得很想咳嗽或太緊張喉嚨很乾破
音�



面試可能問題�

1. What's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 you have ever had, 
and how did you overcome?�

2. What's your leadership skills and how did you define 
yourself as a great leader?�

3. What did you think (expect) you'll learn from this job/our 
department and how can you be beneficial for us?�

4. Please tell me who you are?!

5.Why do you want to apply?�



等收到錄取通知、你正式回信說
你要去，就是申請上啦!^^�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寫信問我或敲我FBJ!
柯劭蓉(FB: Stella Ko)!

shao-jungko@mail.mizzou.edu�

�

大家可以善用整份簡報的超連結們(有底線的字)~!

我儘量附上我手邊的資料跟網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