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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飞跃”
外语学院留学方向升学指鉴

我们的项目旨在搭建一个与有出国交流经验或正在国外深造学
习的学长学姐交流的平台，使得历届外院人的经验与心得得以传
承，给广大外院学子了解外院人的发展路径和过来人的经验提供更
多的渠道。

“飞跃”的目标：
让同学们更好了解申请出国的过程及注意事项（包括通过语言

水平考试、选择高校、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撰写相关申请材

料、积累整理学术经历、获取推荐信等等步骤）；
形成较为详实且不断更新的出国留学信息库和学生互助体系，

为更多有需要的同学打开出国深造的大门，进一步了解在国外学习
生活的经验，也通过手册总结分享典型案例，助力外院学子的优质
“飞跃”！



外语类专业篇

Y**
浙江大学 2016级日语专业

升学方向：日本某优秀高校-日本近代文学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作为一个日语系的学生，可能一开始就把出国留学当成了未来目

标和提升语言能力、了解日本文化的手段了吧。特别是通过校级交流项目，

实地体验了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的大学的学习环境，更加坚定了出国学习的

志向。最后选择出国，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

（1）语言环境。最适合学习日语的地方应该是日本。通过在国内的学习打好

基础以后，想要提高的话最好是在日本学习。特别是口语。

（2）当地文化。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看了虽然很有用，但是终究不能精确地贴

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许多细节都是在实地体验过以后才有深刻的感触。

（3）研究底蕴。对我个人而言，丰富的日本文学资料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点。

具 体 流 程 ： 选择学校——在官网确认申请流程——准备材料及做好考试

准备——按要求提交材料——赴日考试——等待结果。日语准备：JLPT（日

本语能力测试）的N1级别证书；日本文学对于专业知识要求高，需要有日

本文学史相关知识、研究方向相关知识；部分学校对于二外，即英语，要

求也比较高，要求有较高托福成绩；推荐信暂无。

关于推荐信和PS写作：申报日本学校会从官网获得模版。其他方面没有经过

实践，不提出看法。

关于信息来源：志愿学校官网；学长学姐；本专业老师和有意愿留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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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选择

选择的多寡主要由前期的学习准备决定。自己一开始选择了什么方向，就应

该向着目标前进。与其说有哪些选择，不如说一开始选择了哪个方向。我个

人选择了日本近代文学，并花了较多时间准备，所以现在的选择可以说只有

日本近代文学。未来主要希望参与日本文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日本近代文学

的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总的来说，语言环境和资料收集比较重要，而

选择学校，其实更主要的是选择和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老师。

海外求学感受

交换交流对留学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比较广泛，我对于日本文化方面最有感触。
简单来说，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日本文化抱有偏见，认知非常不足。这使我更加
希望通过留学来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

忠告建议

优势：语言，通过大学学习以及出国交流，语言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日
常生活以及学术研究都没有问题，这一点对于适应环境和学习研究都有很大的
帮助。
劣势：经济情况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必须有把握拿到奖学金才能出国留
学，另一方面不能申请多校（资料审核费用相当可观，入学考试时间不一致导
致需要往返日本多次）。



外语+文科篇

X**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南加州大学传播管理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1）觉得作为英专学生，去英语国家留学是一个必要的选择；2） 所
选专业在美国有排名较好的对应项目；3）留学经历利于回国就业

准备过程：整体周期一年不到，但是对比其他同学准备还是不算充分。
大三寒假选择专业——大三下学期+暑假准备语言&GRE 考试、查找相关学校
专业——大三暑假加强实习——大四上学期准备各种申请资料—— 12月开始
提交申请

Q：要出国的话至少大几开始准备？准备什么？
A：1）专业方向的选择越早越好，至少在大二或大三上的时候可以开始思考，
经过了一两年的学习应该会了解一点自己的兴趣和目标；2）充分利用寒暑假做
相关实习；3）语言考试的准备主要看自身水平，GRE建议早一点，大三上学期。

申请过程：
Q：出国申请渠道有哪些？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资料？公众号中介靠谱吗？

A：中介或自己申请。公众号我不清楚，不过我建议就算找了中介也一定要自己

多查资料，根据自己情况和兴趣选择，不要盲目听中介。中介写的材料也要自

己认真修改。一般大型中介的文书都是批量生产的，很可能跟其他申请者重复。

有的中介会保守向学生推荐容易申请上的项目，这时就一定要多加注意。保守

择校并没有问题，但是也可以大胆地选择有难度的项目，说不定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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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选择

专业其实选择得比较随意，因为想转专业，热门专业（法学、教育学、传媒、
金融 etc）里就对传媒不太排斥，所以运用排除法选了专业。定下专业之后，
学校基本按照（美国）专业排名选的。

出国费用

Q：关于出国费用问题（学费/生活费），（公费／半公费／自费），不同国家的费
用差异？平常生活怎么做比较省钱？

A：其他学校我不太了解，我的专业是全自费，每学期学费2-2.5万美元。

洛杉矶的生活费也比较高，其中房租平均每月1000美元，占比最大。省钱的

话，自己做饭、少玩少买少剁手。如果对宿舍和舍友质量要求没那么高，可以

申请学校的便宜宿舍（600美元左右）。

海外求学感受

总体而言还是有压力，主要来自于学业和职业规划。由于专业要求的原因， 写
作和展示作业数量多而且要求也很高，所以作为留学生在写作和口语方面还是
会不断受到考验。另外本专业经常会有对外采访的作业，所以对于社恐人士而
言还是挺艰难的，需要不断走出舒适圈。职业上，作为留学生在美国找实习有
一定门槛，被拒的情况很多。
生活上，公共交通不太发达，做饭又比较费时，而学校周围饮食快餐式居多，
因此一不小心就会吃胖。不过洛杉矶华人区很大，餐厅种类也比较丰富，可以
选择周末约小伙伴去改善饮食。



必备生活技能

其实我觉得大学本科有过宿舍生活的同学，出国留学也不会遇到太大问题， 一
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洗衣服、室友相处等）都是相通的。做饭技能不是必
须，但是掌握了可以满足自己想吃中餐的需求，而且会做快手菜的话既省钱也
省时间。
我觉得更重要的技能是学会调节心理。留学生在国外不免会有一些压力，而且
有时会觉得孤单，因此要学会自我调节，也不要害怕寻求帮助。学校有专业的

相关资源，老师们也很热心，而且中国同学绝对比想象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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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业
牛津大学社会学专业 offer

因意外受伤，不得已推迟项目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
Q：是大几开始有出国想法的？怎么产生的出国想法？为什么选择本科毕业后出
国深造？

A：其实我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就一直和我叨叨让我研究生出国读。我也

一直觉得我应该会出国，但是这种意识不是发自内心的。怎么说呢，就像是被
爸妈洗脑的。真正让我自己觉得我想出国是我大三上去了丹麦交换，这段经历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哥本哈根大学交流的一个学期，我选了两门课程，最后
都拿了 A，我非常开心觉得自己有能力面对国外学术上的挑战
（之前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同时我觉得国外老师对论文的要求非常高，我喜欢这
种风格，因为这对我的学术能力有很大帮助。我回国后也和高奋老师聊了聊，
觉得国内考研和之后的研究生学习不适合我，就在大三下坚定了出国的念头。

准备过程：

Q：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出国的？准备周期多长？申请过程是怎样的？
A：大三下开始准备的。在2017年6月和8月考了雅思，自己准备的，但坦白地说
因为我当时学校课蛮多的，又在弄srtp，所以准备得非常草率（第一次 9/8/6/6.5
总7.5；第二次 8.5/8.5/6/6.5总7.5）。然后2017年9月大四秋冬学期一开始，我
就联系了三位老师希望她们做我的推荐人，老师们都答应了。与此同时也自己
开始写personal statement 和一些学校要求的research proposal。当时剑桥
ucl（伦敦大学学院）和 lse(伦敦政经)每个学校都只申请了 gender studies（当
时是抱着侥幸心理，多申请了牛津社会学系里的一个 demography 项目），
所以要写的东西不多，我在2017年12月前递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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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ucl最早给我发了con offer，后来剑桥牛津lse的gender studies都拒了我，
好像是3月份，牛津那个人口统计学专业给了我con offer。怎么说呢开心、有虚
荣感是肯定的，但更多的是焦虑，因为牛津的要求是雅思4个小分都要7。我当
时忙着写毕业论文，没有时间和精力弄雅思。那段时间真的很烦躁心态很崩。
等到毕业论文什么的弄完，我在国内考了一场还是没有到4个7，后来7月份又
去越南考了。我越南那场考试被莫名其妙抽查了成绩就是迟迟不出，当时非常
崩溃，整个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ucl也不想去了，每天就在家里发呆，还意
外把右脚弄伤了。后来做了手术，和牛津argue，最后系里同意defer。在养
伤过程中，我看了系里的书单，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当
时也是随手侥幸申请的。想了很久，为了虚荣在一个不喜欢的专业上要花两年
时间会很痛苦的，所以决定重新申请，所以我现在又处于申请学校的状态。
申请过程：
Q：是否通过中介机构？中介是否可靠？准备出国即申请过程的大致花费？

A：第一次我自己弄的，但或许自己能力有限吧，真的特别麻烦，所以这一次
找中介了。我是网上搜了一遍，再自己实地考察了一遍，最后和我爸爸妈妈一
起又考察了一遍，最后选的是金矢。现在还没有结束申请，最后结果怎样我也
不知道，但是个人感觉我现在的中介老师都是挺负责的。第一次花的申请费不
多，这一次中介费加上申请费的话估计要4万左右。

关于推荐信、PS 写作：
Q：是否用到推荐信，对于推荐信的看法/对于出国申请PS写作的建议?

A：我找的三位老师都很忙，推荐信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个其实还好，我觉得比
较痛苦的是有时老师事情一多就会忘掉帮你转发申请链接，每次都厚着脸皮去
催，感觉超级麻烦老师。PS的话真的没什么建议，什么时候写、写几遍这都是
看你自己的节奏，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像我跨专业的话，最好写一写你的
人生发生了哪些契机让你萌生了想学现在这个专业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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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选择

Q：选学校的经历和对于选学校的建议？
A：虽然我爸妈希望我去美国，而且普遍流传的是美国研究生含金量高，不过
我不喜欢美国，一点都不喜欢，感觉就是气场不合吧，所以就选了英国。读书
毕竟是自己经历，所以自己喜欢什么就勇敢一点，大胆选择。至于选学校，当时
也没查什么资料，就挑了英国 G5（除了帝国理工）的4所， 因为我成绩还不错
的，而且是越来越好那种，所以或许心气有一点点高吧。

Q：研究生和本科专业相关度？如果出国读书想转专业有什么相关限制和要求
吗？本科学习中有什么科研经历？

A：我本科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但是我对文学真的兴趣不大。应该是大二上

冯冰老师的社会学的课让我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之后的研究包
括申请研究生都是关于社会学的。科研经历的话，SRTP（关于《时时刻刻》这
本小说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拿过校级优秀。

留学看法

Q：是否参加过学校或学院的出国交流项目？如何看待？交流的收获？对于现在
留学的看法？

A：有机会当然要参加一下交流项目，多走走多看看，除了钱包会缩水，其他真
的满满的都是好处。在这段经历中，你或多或少会有感悟和启迪，这些都是别
人没法偷也没法复制的 only for you 的财富。至于后面要不要出国，那要看你
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出国。千万别随大流，因为大家都出国而出国，你的学习
是没有自驱力的，你会学得很痛苦而且成绩也会不好看，越学越迷茫。我是非
常不赞成这么做的，要知道社会上是不缺有洋文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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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建议

Q：给学弟学妹的忠告？
A：也不是什么忠告，能给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感悟吧。首先无论是申请还是学

习生活，做自己很重要。做任何决定前问问自己喜不喜欢，自己做这件事开不
开心，别人说好的未必你自己钟意。俗话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如果你觉得出国
意义不大更愿意在国内深造，then go ahead；如果你觉得直接工作更好，then
go ahead。还有就是，放松一点。我一开始收到拒信时超级超级难过，后来没
法如期去牛津我也痛苦了很久。但是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申请也好，
读书考试也好，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期冀最后老老实实认命。或许这么
说有些悲观吧，但其实明白这点后整个人会松弛很多，反而会无所畏惧。就像
现在坦然接受gap year 的我，日子过得也不错啊，看了很多以前没时间看的书，
思考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 准备准备新的申请，陪一陪家里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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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专业

多次获得奖学金及优秀学生称号

实习经历：新华社电视新闻实习生，环球网的网上编译工作

出国准备

首先，关于出国资料的问题，我并没有通过中介收集读研材料和出国资料。因
为我大四的时候没有什么课，所以大部分材料都是自己收集整理的。自己准备
虽然比较麻烦一点但肯定会比中介上心。
然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出国项目问题。其实出国交流机会有很多，我在大三寒
假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四周交流，最后报销大概五千块。短期交流的话不用准备
很多，等学校公布相关信息，然后准备要求的材料就可以了。
由于我自己很晚才想清楚毕业去向，等到大四前的暑假才决定留学，暑假里考
的雅思。所以如果在语言考试上没什么大问题，最晚大三到大四的暑假准备也
来得及。但是身边同学基本是大二大三这两年就开始准备了，建议大家考虑清
楚以后尽早准备。

专业、国家选择

我现在的专业是新闻类的，本科专业是英语，并不相关，但是学校在课程设置
方面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并没有很费力。
思考读研问题的时候，我优先考虑的就是地域。我没有想读很久，所以想选择
英国或者香港。然后又因为希望地方离家近一点，就选择香港。因为我算是文
科生吧，就先考虑的港大和香港中文大学，并且向两个学校都递交了申请。最
后，这个专业是最早发消息的，又没有额外的考试面试，我就直接接受它的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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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费用

我在英国待了四周花了大概人民币三万多，包括项目的费用、机票、自己规划
的短途旅行、吃吃喝喝和少量购物等。毕业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一年的学
费港币156000，授课型的研究生要自己租房子，我住的比较贵所以也要一年7
万多港币，外加衣食住行高物价，反而没怎么觉得在香港读书比在英国省钱。
平常生活要省就省在吃饭上咯，食堂便宜的一顿20+， 一顿30的也很多，自己
做饭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但是就会费时间。
我觉得没有办法说哪个国家比较省钱，除非自己科研履历实在很好申得奖学金，
或者碰上了公费项目，出国是省不到哪里去的。

海外求学感受

我感觉自己十分幸运，并没有大多数同学所谓的出国后的孤独感。我到香港中
文大学读的时候刚好是和跟我关系较好的朋友一起的，而且我们选到了一个学
校的同一个学院，虽然专业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起租房子。可能因为是住在一
起，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孤单的感觉。但我知道很多人出国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去英国或是去美国的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但真正忙起来的时候你是不
会有空去考虑孤单不孤单的。如果情绪真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一点跟
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父母联系，因为像我朋友就会这样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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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浙江大学 2016级
升学方向：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计量方法专业

出国准备

大一开始有想法，是大一为了转专业和去到更好的学校。大二开始实习/找中介，
通过中介半DIY，适合喜欢自己构思文书的朋友。大三大四考GT，大四写文书，
实习和比较独特的科研经历，以及文书主线的逻辑，可以彰显跨专业的优势。
关于推荐信，选择推荐人时，教授和实习老板、科研老板都可以。撰写文书和
PS时，要找到自己独特的思路和目标，把自己的经历串联起来。大学期间参加
了一个短期的seminar，去看了一下自己未来的学校，有时间最好一个学期交换。

留学建议

我准备出国（即申请过程）的大致花费在5万以下。建议对自己未来规划比较明
确的同学，可以留学，时间相对更短；如果需要更多时间积累和探索未来职业，
可以在国内读研。关于申请：相信自己，冲刺学校还是可以投一下的，学校拉
开档次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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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伦敦大学学院数字媒体文化与教育专业

出国准备
准备过程：
出国项目按费用类型主要是自费、公费、半公费三大类吧。然后，半公费的项
目主要是那种学校和国外高校合作的研究生项目，但前提是浙江大学的研究生。
像我其实是完全自费的，还有一种大概是国家留学基金委会提供奖金的。
我是大三开始准备出国的，一直在考雅思，大三下学期找中介咨询。选择中介，
首先是确定自己选择学校的方向，有些中介擅长美国留学，而有一些是英国。
比较大型的中介一般是全国连锁的。我当时选择了杭州金矢留学，和顾问沟通
得比较好，价格也相对便宜，我就选择了这一家。

申请过程：
了解出国资料的话，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心仪的学校，然后去学校官网浏览、查
阅信息。我觉得出国申请不是特别需要留学中介的公众号，自己申请也是可以
的。如果想通过一些留学中介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大学，也是可以的。

关于推荐信：很多人也非常关心推荐信的问题。我觉得首选就是熟悉的老师，
比较了解你才能更真情实感地展现你的个人能力。我觉得不一定要找像博导教
授这种非常厉害的，我建议找和你申请专业相关，比较了解你的老师，再加上
有一定的写推荐信的经验，这是比较重要的。
关于语言成绩：还有语言成绩的问题。能在申请的时候考出来最好，但是像在
英国的话会配备语言班。有很多同学在申请的时候其实没有达到相应的雅思分
数，但也拿到了 offer，之后再考下来就可以了。不过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就必须
先考下来才行，因地区而异。

1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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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国家选择

我现在的专业是传媒类的，本科专业是英语。其实我学习的是偏文化学的传媒
专业，本科期间上过很多关于 culture study 和社会学的课，所以学起来不太费
力。我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有很多理论之前也接触过，
所以上课不会有太多听不懂的，毕竟有一定经验基础。
我当时只申请了英国。然后考虑到学制只有一年，可能申请到好学校的概率较
高。不过我就申请了三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
最终选择了伦敦大学学院，因为我比较喜欢相应的专业。而且就传媒专业来讲，
它的排名可能比另两所大学略高，再加上伦敦的地理位置，可能平台更大，机
会更多。

出国费用
因为学制较短，英国学费比美国便宜，但生活费非常贵。怎么做比较省钱，当
然自己做饭比较省。如果不在学校公寓住的话，租的房子越早确定越便宜，早
一点订真的会便宜很多。遇到打折季，可以囤一些东西。英国这边打折还蛮多
的，用学生卡可以打八到九折，平时吃饭比较便宜，买衣服也可以打折。

海外求学感想

刚出国确实感觉比较孤单，因为传媒类研究生专业课较少，空闲时间较多。为
了克服这种感觉，我不断地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比如参加社团、外出看展览、
旅游或在周边玩，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还有就是提升自己各方面的技能，
像Photoshop这类软件的学习和运用。

忠告建议
国外的设施物品还是比较齐全的，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电饭锅不是很好买， 爱
吃米饭的人可能会有点小麻烦，其他的都还好。生活的话，就是节约经济，做
一些理财规划，国外物价还是蛮高的。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合理安排。还有就
是在外面吃其实挺贵的，所以能自己做尽量自己做吧。



M**
浙江大学 2016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人类学

出国准备

高中想留学...就是很大众的想法，想出国深造，多学点知识。到了大学比较清楚，
人文社科方面感觉国外的课程比较符合兴趣。就业一直都没怎么考虑过。

大三下开始考GRE。不过我的经历是反面教材，没怎么学就去考了，分数也不
理想，verbal 158 quant168，好在写作因为之前的基础是4.5，不过写作一般
申专业3以上就够用了。所以大家要想GRE分数好用，真的得扎扎实实背单词刷
题，verbal一定要提上去。然后就是写文书，申请。申请就是把之前做的工作
总结一遍，所以其实主要工作还是大一到大三多干事情。

关于文书：个人感觉真情实感比较重要，让学校看到，我们选这个专业，做这
些科研/实习、拿这些奖项后面都是有一个 一以贯之的动力或理念在推动着的。
让他们觉得我们到了硕士/博士阶段也可以继续努力。另外，申请重科研的专业，
要体现自己的科研能力，关于这个学科，自己提出了什么研究问题，研究想法，
是比较新颖深刻的，这个才是学校最看重的。所以要多看journal，平时多观察
身边值得研究的课题。

推荐信：最好能和文书呼应。最想让校方注意到的科研或实习，可以让相关的
老师，来补充作为emploer/director的视角。

关于中介：我找中介帮忙改了一下语法，文书其实都是自己写的，中介改的版
本...我也没怎么用，主要因为我这个专业方向国内申的不多，中介也不知道怎么
帮我，大家都慌慌的心里没底，看他们这么慌搞得我更慌了哈哈哈，所以我就
没怎么联系。不过幸运的是，我在外院有特别好的老师帮忙，他帮我理清思路，
加油鼓劲。所以我觉得，要是申请冷门专业，有人鼓励是最重要的哈哈~如果申
请热门专业，那中介的导师应该能给不少建议吧，学长学姐和留学论坛也可以
咨询一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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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国家选择

我是大一到大三这几年慢慢摸索的，尝试着去上了博物馆学的课，发现正好可
以跟自己的爱好相结合，就一直再往这边靠拢。后来发现，我的学科兴趣跟国
内和欧洲体系关注点不太一样，还是美国学系符合一点，所以，这些选择其实
都是基于专业要求。多尝试，然后最好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浙大专业很全hhh，
有感兴趣的可以多听课，多找论文读读，或者看看书，有的时候，不是一开始
就可以计划定好按部就班来做的。也是在对某个学科的尝试过程中，不断寻找
价值，不断加深兴趣。最后，就是不要怕改变，如果觉得实在不喜欢，有了新
的方向，就大胆去试，时间还多着，允许自己改变。之前所有做的努力，最后
都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

关于跨专业：英语到博物馆人类学，相关度不大，但是只要相关课程上过了，
不用有辅修/双学位，也可以。因为咱们学校的博物馆系课程，如果要拿到辅修，
需要上很多中国文物考古类课程，跟我想做的没关系，我算了一下没有那个时
间，所以就没拿辅修，反而去学了一些双专业要求的课程和其他专业的课。如
果对跨的专业了解不够，那还是很冒险的。英国比较看标化成绩，可以试试；
美国有点悬。外院有一门文化学，认真做project的话，往人类学有关的方向转，
其实很有用。

申请费用
中介费据我了解一般在2-6万之间，然后就是看你要申几所学校，考几次托福gre
了，我比较幸运因为只申请了两所，托福考了一次，gre两三次，费用不算高。

海外交流经历
大三去UCLA的交流项目，是帮助我申请的一段，我学了两门人类学的课程，收
获非常大。国外人文社科类的学习，阅读材料比较多，大家注意提高阅读速度。
基本就是课上认真听，老师非常注意participation，课下好好读，因为不读根
本没法上课，然后好好利用office hour。我去的时候政治形势比较敏感，要对
歧视稍微有点心理准备，想要融入小圈子可能会比较困难。不过暑校时间短，
要是时间长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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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商科篇

C**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现就读于罗切斯特西蒙商学院市场分析专业

出国准备

大二产生的出国想法，想要体验不同的文化环境，对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深造，
大三下开始着手准备。
具 体 流 程 ： 大 三 下 的 时 候 考 完 GMAT（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研究 生管 理科 学入 学考 试， 美英 澳等 国家 高校 采用
GMAT 来评估申请入学者是否适合在商经管等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以决定是否
录取），大四上重刷、考托福，一月初上交完毕所有需要的申请材料。关于中介：
找中介时主要是看和自己进行对接的文书老师，非常厉害的中介老师一般会同
时带很多学生，服务质量没有保障。所以虽然有借助中介机构，但准备全程都
是个人在紧密跟进，大部分信息依靠自主查看学校官网信息、参加交流会、
chasedream（GMAT考试准备论坛）和同学交流。关于选校：从中介获取整
理好的美国top50院校的mkt项目和欧洲的几个项目，了解各项目就业情况、课
程设置、class profile（跟自身情况对比，预估申请难度）等等，之后依据自
己对地理位置的偏好确定选校范围。
关于推荐信：个人认为推荐信见仁见智，如果不是大牛教授或集团大老板的推
荐信，申请中的个人表现更为重要。

关于 PS 写作：好的 PS 就是在讲故事，千万不要用中介或网上找的模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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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认识的在读生，可以请他们修改，表达上可以找 native speaker 修改。
总的来说就是走心的写作加上反复、不同人的修改。

专业选择

本科为英语文学，研究生为市场分析（偏数据分析）出国转专业的限制取决于
想申请的院校有没有前置课程要求，如果目标院校要求先修一部分课程，那成
绩单上必须有这些课才能申请；若转专业跨度比较大的，即使目标院校没有要
求，也最好有一些基础，比如自己上网课等，否则跟本科就是相关专业的同学
竞争很吃力。如果有想要申请专业的实践经历会为自己的面试大大加分。

海外求学感受

在国外也会有比较焦虑的时光在学习压力较重的情况下，还要尽力准备找工作
的事宜（改简历、面试等等）对比在浙大的本科学习，国外更强调自主探究精
神和团队协作。从这些方面来看愿意尝试新事物，接受挑战，不想待在舒适区
的人比较适合出国。

忠告建议

现在的留学环境差异化明显，混个学位就回国的人也有，想通过海外学习留在
海外工作的也有。建议学弟学妹们一是早点想好自己真正想得到什么，尽早开
始行动；二是选择学校的时候多看看这个项目的课程内容、前人反馈、就业前
景等， 这些都比项目或学校名气更重要。建议把标化成绩
（GMAT/托福/GPA）搞好，如果转专业有先修课最好在大三之前就修掉。尽
早开始完善自己的简历。了解就业前景和完善简历可以参考领英平台。



Y**
浙江大学 2014级英语专业 第二专业为金融

升学方向：格拉斯哥大学国际公司金融与银行专业

曾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去过万科的投资拓展

出国准备

出国的话，全程是自己DIY的，没有通过中介。我咨询了往年申请的学长学姐，
中介很多并不靠谱，而且我申请的是英国，自己也是英语专业的， 要求也不是
特别麻烦，基本上没有看中介的公众号。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微博上关注的英国
大学申请中心和网上的一些论坛，论坛里会有很多关于出国的内容，比如
Personal Statement 怎么写。主要就是这两个渠道。

专业、国家选择

出国的选择是多样性的，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般来说，文科或是
商科来英国读硕士，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奖学金的。我的一个同学去了瑞典，读
语言科学专业，给了他全奖，但是英国这边是不太容易得到奖学金的。出国项
目的选择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兴趣综合考量吧。

我觉得出国读研至少大三就要准备起来，因为你要考语言。如果你要转成商科
的话，很多学校都会要求 GRE，GMAT 之类的。我当时就是准备的稍微晚了
一点，申请也晚了一点，不是太好。因为英国越先申请，位置会更多，更有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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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费用

我申请的是英国学校的商科，跟金融相关，大概是二十万左右，英国只需要读
一年，贵一点的也就是二十多万吧。
生活费主要看你住在哪个地区了，伦敦就很贵很贵，包括住宿费和物价都 很高，
我这边物价稍微低一点。住宿费的话看个人吧，如果住在学生公寓， 可能一个
月人民币五千多吧，和别人共享厨房。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住，肯定会更高，可
能七八千吧，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吃饭的话自己做饭还 是比较便宜吧，可
能就是两千多块。如果每顿都出去吃的话，这方面的花 销肯定会更大啊。还有
看你喜不喜欢买东西、旅游啊，这就是看个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了吧。学习方
面省钱不太可能，主要还是吃的方面尽量节省 吧。

海外求学感受

其实融入这边的生活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即便本科是英语专业，当地人的口音
也会令你很难明白他们的意思。因此，我常去参加一些活动提高自己这方面的
能力。比如我会去参加一些教堂活动，在那里其他人会跟你愉快地聊聊天，还
会有一些点心和茶，更多的了解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S**
浙江大学 2014 级法语专业

升学方向：法国高等商学院管理学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

Q：为什么产生出国想法？怎样确定出国方向？
A：大三出国交流以后，觉得在法国读研可以更好继续本科法专的学习， 同时
可以扩展新知识领域。从确定出国开始目标是去法国读商科。

准备过程：

Q：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出国的？准备周期多长？
A：整个时长大约半年。大三下开始准备，没请中介，到十月申请结束。三月明

确选校和申请条件。首先是语言成绩，六月底托福二考分数达到一百以上。因
报商校，所以需要准备GMAT，七八月在实习，同时偶尔学习GMAT，九月听网
课做准备，9 月中旬 GMAT 考试 720 分。月底开始准备申请所需简历，推荐
信，动机信等材料，十月上旬投 SAI（法国高商五校联考）第一批，下旬投 ESSEC
（法国埃塞克高等商学院）第一批。

Q：在出国准备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方面？
A：明确官方渠道，小心虚假消息，确认所读学位是中国承认的。申请内容的注
意事项具体分析，比如商校一般对企业家精神比较看重。

关于推荐信、PS：

Q：关于推荐信和 PS 等文书有什么建议？
A：推荐信有学术推荐信和工作推荐信，找自己的上司和对自己有较多了解的老
师来写比较靠谱。个人陈述建议就是一定尽早开始准备，早准备！ 早准备！早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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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校选择

Q：对于选学校有什么建议？
A：一定要仔细浏览学校官方网站，风评可作为辅助。依赖信任中介提供的信息
是不可取的！申请范围要在精力可及范围内。

Q：研究生和本科专业相关度？转专业建议？
A：本科为法语专业，但选修过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如果有出国转专业的意向建

议仔细阅读申请学校或具体项目相关要求，并且认清自己能力水平

出国费用
申请的花费没有仔细算过，一万左右。现在留学学费16万一学年；生活费差异
太大，没什么参考性。

留学看法

Q：是否在本科时参加过交流项目，有何收获？
A：大三上学期参加了 NEOMA（法国诺欧商学院）交换。适应了法国独居生

活，对法国的文化有大致了解。

Q：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出国学习？对于现在留学环境的看法？
A：一切皆有可能，出国学习需要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出路各有不同但都不错，
大部分会与所学专业相关。

Q：在国外学习有哪些感受和有趣的经历？

A：朋友们都很友善，但是在巴黎要小心小偷，租房的话小心被房东坑。

必备生活技能

Q：出国学习需要着重培养哪方面的能力有什么必备技能？

A：出国学习需要较强的跨文化交际和独立生活能力。烧中餐是必备技能。



Z**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现就读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管理学
实习主要在普华永道思略特，青桐资本，万科和贝恩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我就读的项目是 HEC Paris 的 GE 项目。选择出国首先是觉得自己
需要时间和机会去提升自己，去进一步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职业方向。觉得仅
仅读本科是不够的。本身在外语学院受了四年熏陶，觉得应该趁年轻多出去看
一看。所以在国内深造和国外留学之间选择了后者。

准备过程：

Q：准备的周期和过程？
A：大概大二开始打算，确定大概方向，大二暑假开始实习。大三考语言和
GMAT，暑假集中准备文书，推荐信。大四上九月开始申请，准备面试。

Q：要出国的话至少大几开始准备？准备什么？

A：一般来说是大三吧，具体要看申请方向和学校要求。总的来说要准备语言
考试（雅思，托福），文书，推荐信。如果转专业的话要考虑更多，比如有想跨
专业申请金融，那么大二就要考虑是否去修读一个双学位、做实习。如果申请
商科，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准备 GMAT（英国有的不需要）。
申请过程：

Q：出国申请渠道有哪些？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资料？一些出国的公众号 中介

靠谱吗？

A：商科留学推荐 chasedream 论坛。获取信息最靠谱的是申请学校或者项目

的官网，获取经验最靠谱的是学长学姐或者朋友。中介不可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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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选择

专业的话我一开始就是锁定在商科，主要是因为这类专业相对来说较实用， 而
且我自己不是很想从事语言类工作，实习也都是商科方面的。
学校的选择基本基于地区的选择。因为费用较高而且没有强烈执念，一开始排
除了美国。欧洲地区排除不太接受转专业的德国，剩下相对主流的英法。但英
国项目大多只有九个月左右，个人觉得对于没什么商科背景的我来说时间有点
太短了，所以最后选择了法国高商。法国高商的 GE 项目的另一个好处是可在
硕士二年级选择一个相对精专的专业方向，基本涵盖了金融、会计、市场营销、
国际贸易等等主流商科专业，相对一般的管理学硕士来说更加实用一些，也更
加适合还不是很确定将来发展方向的同学， 选择了专业和国家之后，关于学校，
基本就是按排名和认可度，从高到低去申请选择。

出国费用

Q：出国费用问题（学费/生活费），（公费／半公费／自费）不同国家的费用差异？
平常生活怎么做比较省钱？

A：我的项目学费一年15万，巴黎生活费一个月大概7-8k人民币，可申请奖学
金，申到的话每个月有1200多欧的生活费补助。学费的话其实不仅和国家有关
系，跟城市以及具体专业都有关系。比如文社科学费相对便宜，商科学费普遍
偏贵。

海外求学感受

课业压力十分繁重，身边环境十分多样，同学们也都很优秀。对于留学生来讲，
拿到 dream offer 并不是终点，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跟你文化背景、
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同学们，面对繁重的课业压力，才是真正的开始。当然留
学也是一个锻炼自己，开阔眼界的好机会。说到留学必备技能的话，我觉得是
做饭。



C**
浙江大学 2014 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事务专业
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剑桥创新创业训练营

曾在仲量联行、中信保诚人寿保险、上海外服实习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1）同样的成绩去国外比起国内可以念更好的学校；2）成绩达不到
保研，也不能外推到满意的学校；3）考研费时费力，性价比太低
准备、申请过程：大三上学期考雅思，下学期加暑假 GMAT，大四上申请。一
到两个月足够了，主要熟悉一下题型练练手，英语水平才是考试的基础。申请
渠道的话，我是找了中介。从个人经历来讲，大三要兼顾学校成绩和准备出国
有点累（也可能是我们专业课多作业多），找中介可以省很多找资 料的时间，因
为专业一点的中介或者说咨询公司都会有收集最新的资料。 然后写文书和申请
材料之类的也可以省一点时间，但最终版还是要自己改的，毕竟中介水平一般
没那么高。中介要仔细挑选，靠谱的不靠谱的都有，不靠谱的不仅坑钱而且影
响申请进度，靠谱的自己也不能不管，中介只是辅助作用。

专业选择

一开始想申英国 G5 商科，失败了，所以去了新加坡国立的 LKYSPP 国际事
务 专 业 这 个 专 业 和 文 学 差 别 很 大 ， 属 于 政 治 学 。 我 申 请 的 这 个 项 目
Mast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对本科专业没有严格要求，GPA，语言分数，
GRE/GMAT 分数都不错就可以。研究生期间非常辛苦，因为教授给的reading 每
周都量很大，而且对于没有专业知识背影的学生很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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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费用

我是自费出国，一个学期17000新币学费。学习太忙不出门的话，一个月

3000-4000差不多吧。在学校吃饭就很省钱，这边食堂很便宜。

海外求学感想

好处是学校基础设施非常好，行政服务非常周到，教授不仅知名，讲课也非常
用心，教授和学生之间互动非常多，课下关系也很好。坏处是学习非常忙，非
常累，基本上没有学习之外的生活。

忠告建议

最晚大家从大三上就开始吧，要准备语言成绩跟GRE/GMAT，然后就是GPA要
高了。英语平时要多看点文章或者书，不然出了国写论文也很费力。英语好最
重要，特别是读文科，因为reading跟论文都很多。



H**
浙江大学 2016级英语专业本科期间辅修金融

升学方向：杜克大学管理学专业（MMS）

曾在埃森哲咨询、摩根、招商资管实习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我从高中时候就想出国留学了，当时在深圳外国语读书，已经习惯
于外语的教学环境，所以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浙大给我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点对出国留学也很有帮助。不过我对于研究生之后
的具体规划还没想好，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准备过程：
首先要把自己的标化考试先考出来，就是托福、GRE之类的，之后就要选学
校、写文书、准备材料、申请、定学校，最后就是办理签证，大概就是这样。
标化考试越早越好，只要当时考的成绩有效性能覆盖到入学或者申请，就尽
早去考，把成绩考得尽量的高。选学校一般在大三到大四的暑假，之后美国
的学校会一波一波地开放申请时间，各个学校开放的时间都很集中，有的学
校会开好几轮，但是一般情况下好的学校只有一轮，还有些学校是滚动的：
名额逐步开放，后一轮会对前一轮的学生进行补录。商科对一些先修课的成
绩有要求，比如数学类的课程，微积分、线代、概统，对专业课没有具体的
要求，能力上会比较需要数学统计能力和社交的能力。
关于实习：对于想申商科的同学来说，一定要非常重视实习。在公司选择方
面，选择大公司，尤其是国际认可的、在美国有分部或总部在美国的公司比
较好，能显示出自己对外企氛围的适应性。研究生申请主要还是看就业，如
果在美国的就业潜力大的话会受到对方项目的青睐。同等条件下，外企优先
度高于有名气的公司，这两者的优先度又高于其他公司。
关于PS：在写简历的时候找个native speaker帮忙改一下肯定是有帮助的，
其他的话找懂简历格式的人就OK了，越专业越好，越native越好。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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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大牛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熟悉的老师更好。专业性不是很重

要，因为推荐信一般都要两三封的，可以自己权衡一下，比如找一个大牛，再

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老师。其实推荐信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不管谁写，都

是在夸你，对方学校不可能因为你有一个很会夸的或者夸你很到位的推荐人就

决定录用你，所以这个问题不需要太纠结。

关于中介：找过的，但是申请过程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做的。中介的作用主要是

在材料方面，可以帮忙填个网申之类的，不用自己去费力准备了。

信息获取：有一个叫chasedream的国内论坛，里面主要是关于商科的一些信息，

涉及很多学校。

出国费用

去美国留学的申请花费大概十万左右，加上考试费下来要十五万。如果决定留
学，就要做好比国内读研多花好几倍的准备。留学商科的时间一般比较短，是
一年到一年半。

忠告建议

未来规划还是尽早决定比较好，最迟大二上学期就要决定出国了，因为还要找
实习。如果国内读研的话就不用找很多实习，备考就好了。但是要出国的话就
要找实习，实习是很费时间的。

大家可以早点准备标化考试。自己的申请都要自己亲力亲为，不要依赖任何外
部的条件，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决定自己做。



C**
浙江大学 2016级西班牙语专业 金融双学位

升学方向：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国家和社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我大二的时候开始想出国留学了，因为感觉出国的平台会更大一些

准备过程：
大二语言考试GMAT DET IELTS，GPA保证，实习若干，科研若干
如果是英国的话：GPA第一，专业契合度第二，实习第三，科研第四，一般
竞赛第五（级别高的应该好一些）
其实文科没什么优势，另外修了金融双学位算是一种专业知识缺乏的弥补吧。
关于推荐信：建议找好商量的老师，有的老师找很多次网申系统会觉得你很
烦人，有的老师可能太忙回复不及时。所以找老师的话最好是职称高、乐于
转发推荐信填写邮件或者说愿意帮你填写推荐信邮件的、和你的学习生活联
系比较多的老师比较好。PS大多老师其实都蛮好的。

关于中介：不是很推荐中介，最后去的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写的文书。找中介的

话，多改改，不要想着一劳永逸；自己写的话，多参考参考微博、微信公众号

上的注意事项之类的。

信息获取：官网、微博、微信搜索、google、百度

出国费用

3-4W吧（中介+语言+申请费）。有信心可以收回成本的可以出国；然后就是
要看个人偏好了。

忠告建议

好好刷GPA不要得过且过，多做实习和科研项目，语言和G早点考出来不要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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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浙江大学 2016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我大二的时候开始想出国留学了，因为感觉出国的平台会更大一些

准备过程：
高三考试想出国，大一规划，合理安排好：语言考试，实习，科研，组织社
团，比赛和出国交流等，实习和科研等较为重要。选择学校和专业，是考虑
到这是金融领域的第一梯队项目。作为跨专业学生，需要做others里面有特
点的人。推荐信上，要早些和老师沟通；PS写作，需要梳理个人经历，有逻
辑连接。
信息获取：论坛；中介。（找中介；需要共同努力）

申请费用

考试+中介费，大约七八万。

忠告建议

关于出国留学，需要想法清晰；学会多准备些。学弟学妹如有想法，要好好规
划，坚持努力。



L**
浙江大学 2016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巴黎高等商学院管理学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国外商科教育远好于国内、考研成功率低。院校和专业选择上，巴
黎高商FT排名欧洲第一；其管理学硕士FT排名世界第二，QS排名世界第一。

准备过程：
2018年5月开始准备，2018年7月考完托福，8月考完GMAT。由于是跨专业，
要好好准备标化考试和面试，突出语言优势，另外比较看重的就是实习经历。
交流项目会在面试时被问到，基本是国外大学申请者的标配。
关于推荐信：推荐信应优先选择了解自己的实习领导和学校老师。
关于PS：一定要请前辈帮忙修改多次，写出GRE/GMAT范文的逻辑和结构。
信息获取：Chasedream论坛，知乎，微博，国外学校网站

关于中介：不是很推荐中介，中介没有自己靠谱。

申请费用

标化考试费约4000元。

忠告建议

出国留学的话，外向、敢闯的人适合出国，否则有可能抑郁。决定好了的话，
标化考试一定要早考，另外一定要多多主动和前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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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浙江大学 2016级德语专业

升学方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我大一的时候开始考虑出国留学；转专业方便，且国外市场营销项
目成熟度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价比高。

准备过程：
大二下：市场营销方向商赛/康奈尔大学暑校
大三上：慕尼黑大学交换
大三下：三份实习+托福考试
大四上：GMAT考试
实习＞商赛/项目经历＞出国交换经历
康奈尔、慕尼黑的交流，能够选跨专业的课程，对未来转专业打下基础。
跨专业的凸显优势：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多积累海外经历。
关于推荐信：不追求title高低，追求对你的了解程度。选择上过多门课程/带你
做过项目的老师/实习line manager。
关于PS写作：注重逻辑，不要只罗列经历，注意经历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自己
对目标专业/项目的独特思考。
信息获取：Chasedream/微博

申请费用

5w中介费+1w语言准备+1w申请费。

忠告建议

早做准备，多收集信息，多尝试感兴趣的项目。推荐外院同学关注嘉程留学。



T**
浙江大学 2016级

升学方向：劳里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及专业选择：大一以后，觉得语言专业不太适合自己，未来就业道路
比较窄，因此选择跨专业申研。加拿大的商学院有限，接受本科非商科跨专业
申请的更少，因为我都挑选了接受外专业申请的商科。

准备过程：
大二暑假完成第一次托福考试，大三暑假完成第二次托福考试和第一次
GMAT考试，大四上再进行了一次GMAT考试。如果申请专业是商科的话，
科研和竞赛就不怎么会看，实习经历是最重要的，最好通过寒暑假和学期内
时期多找几份实习。
跨专业优势如何凸显：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前准备吧，本科期间我修了一些
数学课和商科课程，在文书中要体现自己的真诚和规划。再结合实习经历客
观地描述自己的优势。
关于推荐信：一份专业老师，一份实习领导。
信息获取：一些论坛，例如寄托天下、Chasedream，里面会有很多申请案
例和面试经验，可以对比自己的背景选择学校。

忠告建议

尽早准备，合理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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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浙江大学 2015级翻译专业

升学方向：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商业分析专业

出国准备
我当时是大一就决定出国了，当时就准备修一些相关课程。我的timeline的话是
大二上托福考完出分，大三下GMAT才考出来。大三下其实有点晚， 因为一直
没有出分。
我没有申请科研，虽然有说申请经济学会看科研（可以自己或者找中介来申），
但商科主要看实习。我的实习一开始不太顺利。我大三上结束在网易市场部实
习，但不是特别好；大三下我很幸运地进入欧莱雅大数据团队，用统计学的一
些原理做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感觉对我的申请帮助很大。
关于中介：
我大一就有出国的打算，所以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公众号，并找学长学姐进行
了咨询。大家可以看看一些公众号上的优秀案例，但这些难免有宣传夸大的成
分，比较靠谱的话还是要去多咨询资讯学长学姐，自己去看一看。
我当时有一个也是商科的学姐给我推荐了几个中介，但我发现这个东西因人而
异。我去和这几个中介交流了一下，发现这些学姐觉得很好的中介， 都不太符
合自己的需求，他们擅长方向和我将来想申请的不一样，后来还是靠家里的关
系找到了一个靠谱的顾问老师。
找中介的话还是不能光看名气，要找靠谱的顾问和文书老师。事实上中介的作
用是帮助填网申和改文书，有的可能还会帮助选校。对于这些不能全信，就算
签了一个很靠谱的中介，还是要亲历亲为。就像文书，他们的写作水平并不一
定会比我们高，但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交流一下文书应该侧重哪一方面，这算是
一个不小的 bonus 吧。主要的话还是要自己动笔写一写，改一改，每稿的文
书我大概改了三遍吧。



出国费用

商科的话要预估100万左右，这是比较贵的。地理位置也会有影响，生活费其实
主要花在房租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学费的话，金融最便宜的40万人民币左右，
贵一点的在50-60万左右。我的项目算比较高现在是8万刀每年，时长是一年半，
不过也不清楚之后那半年怎么收费。

同时出国办理签证需要冻结财产，我家里冻结了65万左右。冻结资产是说，学
校会要求冻结一定的资产，并给出一个预估数，如果不冻不能办理签证。美国
的话一般比较贵，比较省钱的国家有英国和澳大利亚，据我所知，英国20-30
万就能读一个社会学或者文学硕士，而且项目一般小于等于一年。

海外求学经历

Q：学姐在外面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一开始过去普遍容易遇到什么问题？如何

解决？

A：因为还没出去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但是有一些有趣的同学

已经建群开始相互认识起来了。总体来说，出国和在国内应该也差不多。
一开始过去的问题，首先是饮食方面应该吃不惯。其次是租房，会有消息说房
源普遍在几月份放出，会有人说房源好不好，安不安全，可能会很糟心，甚至
还要和房东斗智斗勇；但我去的学校名下有两个房地产，出租的房屋性价比应
该还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安全问题比较重要，毕竟美国合法持枪。我本来还是不怎么担心这个问
题的，但后来突然发现圣路易斯犯罪率还有点高……建议的话就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晃悠，平时出门开车或蹭车。总体来说，学校里和周边比较安全，不要为了找
刺激去危险的地方。
还想到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学习吧，因为像转专业的学生，转到商科，内容和不
同的授课方式可能会不适应。国外的课程不是要求死气沉沉的，一般老师没多
少话讲要求学生积极踊跃。我觉得还是要团结，中国人还是都相对比较强的，
所以说不要为了融入外国就不和中国人玩了，中国人还都是很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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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理/工篇

M**
现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

2017.07-2017.08 参与杜克大学暑期交换项目
获得多项奖学金 积极参与校园羽毛球比赛且获得名次2018.11-2019.03 于戴
德梁行（重庆）策略发展顾问部实习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一是大学学了四年英语，发现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想换
一个专业；二是我一直都想有一段海外工作的经历，可能在国外留学之后实现
得会相对容易一些。
准备过程：我大概从大三开始准备出国。前期主要是备战语言考试（雅思、GRE），
后期（大四开始）主要是准备申请资料（文书、推荐信等），大概 是18年2
月份收到offer，前后共约一年半的时间。
申请过程：我认为大二下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备战语言考试是一个很漫长 的过
程，一次就成功真的不容易。建议早点开始准备，争取在大四之前把 该过的语
言考试都通过，那么大四上就可以全心准备申请中最重要的文书。我了解到的
出国申请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中介全托，二是半diy（请人帮你写文书、推
荐信，自己递申请），三是全diy。如果要选择中介的话，个人建议还是选一些比
较出名的，多问几家看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自 己上心，选好中介并不代表
可以什么事都不操心就水到渠成了。



学校、专业选择

我没有什么名校情结，选学校的时候主要看的是自己是不是喜欢学校所在的国
家和城市、城市是否相对安全、环境如何、学校的综合排名、我本人想读的专
业和该专业排名等。

出国费用

出国费用的话，美国无论是学费还是生活费都是最贵的。如果你足够优秀的话，
会有得到奖学金的可能。如果经济条件有限但还是想出国的话，建议可以看看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
省钱效果最为显著的一个方式就是自己做饭。在国外如果经常在外面吃饭的话
会是每个月非常大的开销。但如果自己做饭的话，能够省不少钱。

海外求学感受

还比较习惯国外生活。比起在浙大生活的时候，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自己打理，
比如做饭。个人觉得比本科学习累很多，每周都会有很多阅读材料、作业，经
常写report到凌晨，在浙大的时候也还只是期末才会熬夜。

必备生活技能

做饭、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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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浙江大学 2015 级英语专业

将前往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 Ph.D.

研究准备

如何向老师证明你有足够的研究潜力？
How to be qualified?

 Top ranking GPA

 Strong recommendations

 Sufficient experience (research, publication, industry, …)

 Communication

 Be the different and find your unique strength!

研究项目准备：

1)如何联系到实验室/老师？

 Show strong motivation in research

 SRTP, 邮件套磁，……
 关注近期的研究和老师的 connection, intention
2)关于研究要注意什么？

 Consistency and focus!
 Don’t wait until you’ve learned everything.
3)需要什么样的经验？

 从想法到实验到论文，你都应该有所参与。
 至少第二作者，否则很难有说服力。

4)如何写一篇论文？

 Novelty in [idea, experiment, explanation, or application.]

 Read a lot of papers.

 Presentation is important.



申请过程

关于 PS（Personal Statement）：

 Why this area and why PhD?

 Your experience in the past.

 Why university/professor?

关于推荐信（Recommendation Letter）：

 科研>课程

 要有足够的接触（证据），要有足够强的推荐

 推荐人：或者目标老师认识，或者职位足够高，或者足够有名
关于套磁（“套磁”是留学申请者较为熟悉的一个术语，专指留学申请者和
申请学校的有关教授通过 Email 联系，并通过联系达到增加自己被录取和
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1) 如何提高套磁成功率？

 Strong background (existing research, high GPA, etc.)

 Persuading motivation or research interest.

 Recommendation.

2）如何交流？

 简单，直接，高效

 细节不要放到邮件正文里

专业、老师选择

 参考专业排名

 CS Ranking, US News, etc

 要有层级，保底&冲刺

 考虑老师的风格，声誉，connection

 有 connection 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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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浙江大学 2016级英语专业

升学方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大二开始计划出国。因为很早就打算转专业，但我大学放飞了自我，
综合我的成绩和浙大计算机学院的竞争激烈程度来看，我觉得自己跨专业的成
功率很低，不过我没有深入了解，仅供参考。

做个排除法，考研没有考虑过，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更想出国，所以去
掉国内升学，就剩下出国和就业了。关于就业，如果决定以后在国内发展且能
跨专业拿到比较好的公司的offer，就业其实是我个人更推荐的。就业的问题有
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我了解，这里因为是留学经验分享就不过多展开。

准备过程：
跨专业的话，修课很重要，核心课程多修。像ds, db, os,networking这种cs核
心课，微积分线代离散概统的数学课，python, Java, oop等等编程课，能修都
修了吧。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有兴趣，不要因为老师给分低或者怕课程难就
不修。考试的本质是由整个社会制定的淘汰标准，它可以要求很多人，但如果
你不那么在意，它也没那么重要。
语言考试对于理工科申请来讲，我建议是托福105+GRE325，这是个比较保险
的分数，有时间刷的话当然越高越好。
科研最重要，Connection overpowers all.
强推荐信>paper>gpa>托福和gre；海外科研>国内科研>外企实习>大厂实
习>其他实习，竞赛经历的加分不清楚；相关课程的成绩>相关经历>文书
相关经历的话，我有一段阿里的实习和一段国内的科研。实习收获比较大，科
研划水居多，体验了下氛围。
文书就是和个人经历以及推荐信相互照应的。
以上是我认为所有因素对于CSMS申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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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介：中介帮我最多的是文书，另外我中介相当负责，申请比我还上心，
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这种中介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
另外我解约过一个中介，因为那家中介不干活……所以说找中介真的玄学，但是
对于转专业的同学来讲，遇到一个好中介的话，用处还是比较大。
我的老师只做理工科申请，有需要可以找我推荐，这里就不打广告了。
关于推荐信：我用了3封推荐信。推荐信的话，强推牛推很有用，但转专业的同
学一般很难接触到业界大牛的强推，就求个稳吧。我是一封本校老师，一封实
习mentor，一封科研导师，从三个角度来推荐，跟文书中的个人经历也要有所
对应。推荐人一定要选人品靠谱，愿意帮忙的人。
关于PS写作：我经验不是很多，中规中矩，按照自己的经历和时间顺序展开，
写每段经历的过程和收获，最后写why school和why program，以及自己的职
业规划。有时间建议还是学弟学妹好好琢磨。
信息获取：一亩三分地；寄托天下；飞跃手册。

院校专业选择
专业：要谈情怀的话，cs可以说是让我看到了一个很耀眼也很神奇的世界吧。
大二想转也并没有考量很多其他因素，只是觉得现在是试错成本最低的时间了，
为什么不去探索下自己喜欢的可能性呢。现在来看的话，又觉得这个专业多了
一层以掉头发和修福报为代价的高薪光环hhh~
学校：cs项目其实分就业和科研，不同项目的定位往往不同，而ucsd的mscs是
个很flexible的项目，进可科研退可找工，长可两年毕业短可一年，容错率很高。
由于ucsd是个理工强校，可能很多学弟学妹不太了解，这个学校位于全美最安
全的城市之一，总费用低廉，性价比高，它的cs很强，在csranking上已经冲到
世界第六了，学校地处加州，沙滩海景，生活舒适。ucsd的缺点是国内知名度
不够高，毕竟建校才五十年左右，但学校发展迅速，研究实力很强，faculty的
研究方向也很齐全。另外对转专业选手来讲，由于很多其他项目都是交叉型项
目或者说不是那么纯粹的cs项目，而ucsd的mscs是开给科班学生的正统cs项
目，所以可以说很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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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费用

没有详细统计过，加上中介费，申请费，各种考试费，送分费和材料邮寄费，
我觉得至少有7万。

忠告建议

就cs专业来讲，我觉得出国适合两种人，一种是想要逃离修福报但又想在cs领
域工作的人，另一种是想静心做科研搞学术的人。

21年申请情况我觉得挺不乐观，单从cs来讲的话，因为上网课可能拿不到美国
的实习签证，所以有很多同学选择延期入学，可能会占据21的名额。但也有人
说因为资金短缺可能扩招，所以我也不确定，就是各种因素的对冲吧。

个人的力量在时代面前还是太渺小，建议大家多做准备，plan B, plan C可以搞
起来，但是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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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浙江大学 2016级

升学方向：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出国准备

出国原因及专业选择：国内工科的研究生教育与国外尚有差距。希望学习最顶
尖的eng。哥大还不错，也有与我方向一样的老板，寻求发paper的机会，寻求
继续读书的机会。

准备过程：
大一：全套工科课程开始。
大二大三：考完了托福和G。
大二大三：分别赴美交流三周和十二周。
大三大四：在实验室参与科研，并准备一篇二作文章。
科研最重要，语言类跨专业在这的优势不太能凸显，只有多做事
关于推荐信：一封中国实验室老板，一封美国实验室老板，一封某学院vice
dean。外国牛推有用，国内顶尖推有用。
关于中介：我有找中介。不过，中介没什么大用，如果时间多，建议自己做。
信息获取：大学官网，自己陶瓷。

申请费用

大二交流4w。大三交流4w。中介6w。考试签证费等1w。

海外交流和建议

海外交流会有很大收获。可以确认是否适应环境，是否希望出国。出国比较适
合自理能力强的，自律的。对于应试能力差感觉考不上研的人，留学也不失为
一条出路。但归结一点，还是建议大家：多做实事，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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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各位学长学姐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

与大家分享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

感谢所有参与人员的付出

希望这个项目还能一直传承下去

为外院学子答疑解惑

助力“飞跃”

2020年“飞跃”项目组：陈桂琼（负责人）

陈姿颖 陈科宇王远卓 刘思怡 张亦弛 樊思彤

李萌 伊蕾 刘洋 钱憬畅 张婷 曹振宇 李征宇

胡凌欣 方珺安 曹辰 涂思熠

2019年“飞跃”项目组： 王倩怡（负责人）

李子槟 张朔涵 张嘉萱 徐琳慧 廖钰琪 樊溶

王雨婷 杨子江 杨泽龙 颜泽 李潇玥 乔昕悦

葛雨欣 韩欣然 刘泽宇 刘雨函 刘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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