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參與 “公費留學考試”1 心得分享─給 東吳社工的學妹學弟 

陳穆儀 (88 級學士班畢業，錄取 2007 年教育部公費留學考試一般公費留學「社會福利政策

學門中的社會福利政策研究領域」2；目前芬蘭博士班淺造中。) 

 

去年考上後，幾個學妹與學弟偶而會問如何”1000 元中樂透”3，我常難回答

清楚，或者片段回應好像也不夠義氣，總想找時間好好寫看看，但也就拖到出國，

延到現在。2001 年，闕漢中老師的指導學生考取公費，那是我第一次比較真正

想進一步瞭解這個東西；因為，第一次”感覺”到，這個東西 “好像不會很遠”4，

也希望妳們也可以這麼想5!!!所以囉，我很樂意和學妹學弟分享心得，麻煩各位

洗一下耳朵，聽聽看吧! 

 

一、前言與簡介 

教育部辦理的公費留學，補助的包括了留學時的學費 (實報實銷最多 30000

美金 )以及生活費 (每年依留學國與城市不同，約 12000~20000 美金，我來芬蘭，

是 18000)；如果是預定前往歐洲國家 (英國除外)、日本留學者，最長可補助 4

年。如果是前往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者，最長為 3 年。每年大約每一個學門 (例

如：哲學、音樂、教育、會計、財務金融……) 一般都是 1 個名額 (原住民公費

                                                 
1 學妹學弟，我是考這個，不是”留學獎學金甄試”。 
2 學妹學弟，我沒寫錯，學門與領域都叫作”社會福利政策”，不像有人錄取的是”文學學門中的

西班牙文學研究領域”……就是這麼奇怪，也多少說明在台灣其他行業對於社會福利、社會工作、

社會政策、社會學等都隨意認定，咳。 
3 報名費 1000 元，四年生活費 72000 美金左右(剩的自己存下來)；每年學雜費實報實銷。 
4 那一年一個名額是東吳的這位學姊；一個是台大社會系+東海社工所畢業的背景 
5 簽約說明會、考上同學大合照都在台大舉行；記得那天座談會結束後，一堆人騎著腳踏車離開

(就是台大學生啦)，那時心想，學姊長與同學以前怎麼都沒去考、學妹弟，還要把機會平白讓給

別人嗎?那天感受很多，簡單講我覺得：學妹學弟，不要小看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1000 元買

一個希望，出來念碩士也可以啊! 



留學6與身心障礙公費留學，另計名額)，但強勢學科當然就多一兩個，比如法律

還有分財經法、國際法等各一個名額；但去年社福類的學門都給予了 2 個名額 (例

如：老年經濟安全制度、社會福利政策)，…神奇7。 

相較於教育部辦理的另一個申請型的「留學獎學金」，公費留學補助上比較

長期和較優渥8，也可以兩個一併嘗試 (比如 96 年 12 月底公費沒錄取，就繼續

在 97 年 1 月時報名獎學金甄試)。除此之外，申請上後還是可以繼續申請外國的

其他獎學金。 

而公費留學要負擔的 “小小義務” 主要有兩項：(1)領取公費期間，原則上每

年離開留學國不得超過 3 個月9；(2)取得學位後，領取公費幾年，就必須於留學

結束後返國服務幾年10，不限定在台灣從事各種工作活動皆可。 

如果你對於報考公費留學有興趣，可以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裡頭

會有每一年度的公費留學的簡章和相關資訊。最重要的該年考試「學門」、「考

科」、「名額」在裡面都會有。原則上，考試學門每年會變更。 

教育部公費留學雖然原則上要求考上的人未來留學就是要念應考時的「學

門」，但就了解，還是有一定的彈性存在，到時候出國後請領時如果有爭議，會

由教育部找委員來審查。所以，找到「還算有興趣」11、「還牽扯得上」12的學門，

                                                 
6 研究所好朋友是排灣族的，也是幾年前拿到公費名額的，剛從英國拿到社會政策博士回來，原

住民學妹學弟別放棄機會!有啥擔心的，若有需要，也許可以給妳們我朋友的聯絡方式。 
7 也許是因為有蠻多年沒有相關社會福利的名額!各位必須注意，每年究竟國家會給哪些學科哪

些名額，可是科目是啥，都是會變化的!比如前幾年奈米科學熱門時，記得有一年就有 3 個名額

給他們。 
8 ㄟ，其實差蠻多的，簡單講：留學獎學金甄試的名額多，但給的錢與年限就比公費的少與短 2
分之 1 左右。! 
9 是也可以超過啦，比如我要回台灣做 9 個月的研究，那超過 3 個月的部分，每月生活費就變成

11000 台幣~~~哈 差很多! 
10 多數人本來就想回來啊，所以也不算啥義務! 
11是否有學妹學弟對於舞蹈治療或戲劇等藝術治療有興趣呢? 我覺得很特別，這個學科不算強勢

學科，但幾乎年年都有名額，就我所之前年只有一位大學畢業生報名，她最後就拿到公費，去英

國念舞蹈治療碩士。(我那一年好像也是只有一位報名) 
12 也許對體驗/探索教育有興趣的學妹學弟也可以考看看”有點相關的休閒遊憩管理”，因為考上

後選系所的認定還可以”ㄠ”! 



就可以當作報考的預定對象，嘗試看看。 

考試的難度上，實在很難講，妳說只有個位數考生爭一個名額，但誰知道每

個參賽者的實力呢? 誰知道當天有誰缺考 ? 誰知道口試委員會不會是自己或別

人的老師? 誰知道出題的人是誰? 誰知道會不會從缺 (真的有發生過)? 誰知道

說不定好運有其他學門從缺的名額挪用過來 (真的有發生過)?…無論如何，如果

對該年的考科覺得蠻感興趣的13，好好讀一下，會有機會的! 

 

二、報考資訊與相關條件 

(1) 報名資格：(學妹學弟自己要仔細看簡章!!) 

大學畢業14、或就讀研究所當中；未滿 45 歲的本國國民（無雙重國籍）；未

取得過博士學位。 

(2)報名時要先決定「預定留學國」： 

每一個公費考科都有依據政策設定不同的「留學國範圍」，例如：歐盟國家、

日本…等。而報名的當日前，就必需要預先決定特定的「預定留學國」（例如：

英國），因為這牽涉到要求的語言檢定項目（所以要通過英文基礎檢定）。 

這個「預定留學國」，可以在考上後更改一次，但限定在「同種語言之國家」

（例如，原本選英國，後來可以換到美國，但不能換法國）。 

(3)報名前需要基礎語言檢定通過： 

根據「預定留學國」的「通用語言」，要先通過該種語言的基本檢定（過門

                                                 
13 我今年本來覺得自己很背，好不容易幾年後又有社會福利的名額，但考科中居然有一科改成

福利經濟學，但還是硬著頭皮亂準備，結果最後的的題目，根本還是社會政策分析，昏倒，我之

前還去看經濟學中概論與福利經濟學專章!  
14 可以讀碩士啦，我猜教育部把報名資格只要求大學學歷以上用意也在此。 



檻即可報名，不計入考試分數! 對了，要自己多注意各種語言簡定考試的每年舉

辦日期阿!!!）。去德國要考德文、英國要考英文…。這個檢定只是很基本的門檻，

通常來說並不困難。例如英文類可選考托福考試，要求 IBT61 分以上（滿分 120），

ILETS6.015，或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就瞭解，德文、法文的檢定要求也都是基礎

而已。詳細標準和被承認的考試，可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參考該年的「教育部公

費留學簡章」。相關的成績證明，要在報名前取得繳交影本、口試時會要驗明正

本。 

(4)報名費：1000 元。~~買一個希望!! 

(5)流程： 

1~4 月 公佈學門、考科、人數 

6 月中公佈簡章 

8 月底 報名 

10 月中 筆試 

11 月中 筆試放榜 

12 月中 口試 

12 月底 放榜 

5 月內左右要和政府簽行政契約，簽約後兩年內要出國留學 (所以語言能力還

有時間可以慢慢準備，不必怕；申請學校也不要太急!，就是簽約後兩年內拿

到入學許可 )16 

# 期程每年都會有些變動，請不定期注意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站。 

 

                                                 
15 跟承辦人正式書面建議過，教育部誤認 ielts 的難易度，以為考到 6.0 很簡單，但承辦人說八

年來都這樣，咳!~~~~~~~~~~~建議學弟妹，就先考托福或全民英檢吧，因為這兩個考試要求的

報名門檻很低!而且補習班一堆，對了，找補習班一定要試聽!!!不要只看網路上口碑!~~~~哈 但

是我是考 IELTS!千萬別理我!! 倒是想不開硬要先考 IELTS 的，我可以跟妳們分享試聽的結果。 
16 我例外啦，我是掙扎後已經下決心要 出國，所以當初沒等公費錄取結果，就準備差不多了! 



三、筆試準備 

公費留學的考試科目，都是包含了兩科「專業科目」，再加上「國文」跟「憲

法」兩科「共同科目」。計分上專業科目每科會加成 1.2 倍，共同科目則為 1 倍，

四科加起來的總分決定了第一階段筆試的結果。第一階段筆試會取幾名進入口

試，口試時的成績只佔全部成績的 20% (18%?數學不好，筆試專業科目有加權，

這樣有影響到嗎?) ，另外的 80% (82%) 以筆試成績決定。所以，關鍵是在筆試

成績。17 

考 古 題 在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網 頁

http://140.111.34.54/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9158，但因為會換人出題，考

科也可能改，所以就是用來參考看看就好，但可以知道他可能跟考研究所與高普

考的方向與難易度都差不多：是考基本題為主!。 

 

以下分科說分明： 

憲法 

各位小姐先生，這一科滿分也是一百分，我強烈建議把這科讀好!因為專業

科目我認為大家的差異不會過大，但是因為憲法可能對於社工社會相關科系學生

來說非常陌生，所以大家都會要準備不準備甚至放棄，最後就拿到個位數分數 

(抱歉，是申論題，不能猜)，而如果有好好準備，這一科反而就是成為能不能考

取的關鍵!~~~~我朋友考 2 分，我考 40 分，妳/你說這樣差的多不多?18 

                                                 
17 這樣也好啦，我確定我口試時隔壁間有鄭麗珍老師與王麗容老師，然後有台大的學生在那一

間考試，最後也錄取了老人經濟安全那類…，但如果考生都是台大學生為主，妳要老師怎麼迴避

也很困難!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想出國的就去考看看，不必把機會送給別人!也感謝口試所占

比例不重。 
18 也是考基本題，但沒唸一定寫不出來，比如一題問平等權，一題問自由權，我當時因為有花

時間準備憲法，所以我會寫出司法院釋字 617 與 618 來說明!而且我的字裡行間是法律人的字眼，

而這也是必須花時間讀才會有辦法的。而獨大法官釋字，你可以從最心的回頭讀起，而且可以讀

跟社會議題有關的，比如 617 與 618 一個是關於 大陸配偶考上公務員卻不能當公務員的不平等

現象；另一個是晶晶書店販賣男同志寫真的相關言論自由/出版自由等論述 



請各位務必至各大書局，好好選一本自己看的下去的補習班 (保成或高點的)

出的憲法書籍 (法律行業形之有年，所以法律補習班的書比社工界的品質好很

多，就是選一本自己看的下去的)，或者有空去下載輔大法律吳志光老師的憲法

上課講義19 (妳/你會看得懂，不要怕)，吳老師上課認真，教材週延，寫的也比

一般法律系老師白話多了，推薦各位可以去看看! 

國文 

國文科的考題分兩個部份：(1)古文翻譯白話文，以及(2)命題作文。 

認命吧，妳/你是沒辦法臨時抱佛腳的 (但請平常多讀讀各種小說散文，其

實對質性研究的寫作也很有幫助)，如果又碰上台大中文系雙修社工的，妳/你就

有可能是會在這科差她/他 40 分20。 

好吧，怕學妹學弟說我不認真分享，我找了別人的經驗修改了，請參考21~: 

專業科目 

  我想社工人應該都是邊工作邊準備各種考試22 (像法律人至少一年不工作專

心考律師司法官不在少數!)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以前上核心科目的筆記，或者

自己去補高普考的資料花點時間看熟”概念性”的東西，我想就可以了! (尤其因為

一方面你要花時間好好準備憲法，還有看英文一下!~~~~~還有，因為一題只能寫

25 分鐘呀 ! 學富五車的人有時後更吃虧! 考試的公平性，有時候也很難說! ) 

                                                 
19 輔大數位法律中心，吳志光老師的網頁 http://fju.lawbank.com.tw/room-source.asp?tid=127，就

是隨著老師的上課進度走也不錯。 
20 我看不懂古文，而那位同學說就是很簡單，最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 89 分，接近滿分，
嚇死人! 好險跟她考不同的學門! 
21古文翻譯白話文，可以去找「大學國文選」來做準備，因為根據了解，出題上以「不出自古文
觀止」為原則，所以選文上不同古文觀止的「大學國文選」會是比較好的讀本。可以隨意選數篇
讀一讀，恢復過去讀古文的能力。 至於命題作文，建議就是找回「限時寫作」的感覺。基於社
會工作的訓練，如果面對題目一時不知如何下筆，也可以用社工的分析方法娓娓道來，應該能寫
得不八股又有深意。 
22 有工作倒也沒有啥不好，我與原住民孩子一起成長的正向經驗；與部落傳道發生的不愉快等，

很多體驗都是跟自己的研究發想很有關聯! 



#福利經濟學~~請參註腳 13! ~原來是考福利制度的財源規劃相關議題 (比如 [老

人長期照顧的財源規劃] )!並不是經濟學中的福利經濟學。而我看今年 (2008) 剛

出爐的考題，也仍然是如此，也就是仍是社會政策分析的範疇 (比如 [比較美

國、德國與台灣的健康保險])，不是經濟學下的福利經濟學。但以後考試內容如

何，我當然無法預測。 

#社會安全制度與社會福利學 

這兩科我印象中真的幾乎都是考基本題讓你發揮 (比如[”社會津貼”、”社會

救助””社會保險”三者比較]、[社會排除的概念申論]、[大溫暖計畫與社會風險的

回應])，我想考生的成績不會差異太大 (還是再三叮嚀，憲法反而才是關鍵，而

憲法涉及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的價值，其實蠻值得好好讀一讀的)，重點在於妳/

你對於基本概念與基本分析政策的面向是否熟悉，如果熟就容易運用23!。well，

的確有一題是考 ”彈性安全” 是偏一點，但我想會寫的好的人不多，但要寫還是

都寫得出來 (說不定補習班有提，我不清楚!)。 

       

四、筆試當天 

  考試總共分兩天進行，到了考場，可以看看有誰來報考。一切別想太多，平

心靜氣 (不要一直跟同學聊天)，盡全力寫就是了。建議不要有任何科目提早交

卷，盡力多寫爭取分數；當然，請考完全程! 

  要注意「寫不完」的問題。總之，要練習就是24。 

 

                                                 
23 比如 妳/你 記得 福利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怎麼分出來的嗎~? 還記得這兩個指標(商品化程

度與階層化程度)嗎? 如果有，在面對各種請考生活答各國某福利制度比較時，妳/你至少不會有

矛盾或者相反的論述出來。例如，不可能寫美國的健康保險最好，因為那個國家的商品化與階層

化程度都做高阿! 而福利國家體制或說社會制度之所以產生，就是想由國家與政府介入市場來處

理市場機制衍生的社會問題，而不是自由放任。 
24 妳/你說我有沒有練習?答案是：沒有! ~~~請不要學我! 



五、口試準備25 

  筆試完約一個月，會寄發成績；通知/成績單上也會告知考生能否口試。 

    這期間大概有半個月，口試的事前準備上，我覺得： 

#寫一份「簡歷」26與「研究/進修計畫」27：這兩份資料是口試當天拿進考場給

主考官的資料。簡歷裡面除了寫上自己的基本資料、學經歷外，還包括了與這個

考科相關的一些「特殊經驗」，還可以有「預定留學的學校、學系」。而研究計畫

不用太 detailed，也請不要刻意增加字數，可以寫一個簡單清楚的進修計畫 (網

路上可找到很多例子) 即可，畢竟申請國外的學校有時也只是考生的進修計畫，

尤其我們社工人還要工作，要好好短時間內寫好一個研究計畫太勉強，不如把自

己的進修計畫好好想清楚。 

 

六、口試當天28 

口試的時候，每個考生是個別進入口試，有 5 位口試委員，1 個考生正常進

行的時間是 18 分鐘 (有嚴格控制時間!)。會先請考生用 3 分鐘左右自我介紹，接

著只有 1 位老師會針對妳的計畫與妳自我介紹的內容做為主要提問人29。 

                                                 
25有人說了這段話，也許可參考：「筆試分數」會高度影響到最後考試通過的可能性。但你只會

知道「自己的分數」跟「最低錄取分數」，並且透過准考證號碼知道有幾位進入口試。如果是三

個人進入口試，而你的分數是遠遠高於「最低錄取分數」，那麼準備上是可以比較有信心一些，

不用太拼，問題不大。又如果分數就是「最低錄取分數」，原則上你就是三個人中的第三名，相

對來說我也比較不建議在這種情況拼命準備。但如果你分數只比「最低錄取分數」高 2~3 分，

你也不知道你是三個人中的第一名還是第二名，這時我會建議可以更拼命地準備。雖然不一定有

絕對的贏面，但透過努力有機會可以讓未來留學較無財務上的憂慮，多少還是值得。 
26 我居然沒準備， 妳/你說離不離譜? 
27 我就是用寄給國外學校的博士班申請計畫書(英文)直接就當成口試時給委員參考用的資料，但

我有看到很多考生是寫中文。 
28 這是我經歷的，我去上廁所時聽到兩位口試委員在聊天，他們弄了一天，也累了，也就聊說：

其是口試指佔一點點分數而已，誰能上其實都差不多確定了…結果我的五位口委中，1 位就是廁

所閒聊中的主角。 
29 其他委員，有兩位整場微笑與點頭到尾；另一位偶而會對我好奇，比如問問為何想去芬蘭；



口委老師如果和考生有親戚關係和指導關係，規定上會要求要迴避；如果只

是認識還是不用~~~~請參註腳 17。 

老師們問了我啥?注意!只有 18 分鐘，所以並不是我健忘，真的的確也沒問

啥，主要就是針對考生的簡歷與計畫書 (請再參註腳 25~28)，學妹學弟總有各種

面試的經驗，介紹自己我想有練習應該就沒問題，至於自己的研究計畫，我想除

非是亂抄別人的，否則應該很懂其中的內容，盡量不要太緊張 即可 (我可沒做

到) ! 喔，對了，就是最後有問：妳/你學了這個東西 (做這個研究)，覺得自己對

臺灣未來將有什麼貢獻？ 

 

我的聯絡方式是：Email & MSN：g8103521@yahoo.com.tw， 

2009 年 9 月~2010 年 6 月會在台灣。 

 

~偶而做做夢，然後~~~~實踐! 

KEEP GOING! KEEP FIGHTING! 
 

                                                                                                                                            
另一位是主持人的角色，只在開場介紹會由誰來當我的主問人。為何會如此，是因為比如社會科

學中就是分四五間教室，由 20 餘位口委口試，而我這間，不只負責社會福利，也有其他學門的

老師在其中負責其領域的口試(比如我記得我前面是一位勞資關係的)，所以當我口試時，當然也

就只有 1 或 2 位老師發問，因為其他並不是負責這個學門的。另一位在另一間口試的同學也說，

她當時只有鄭麗珍與王麗容老師為主要提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