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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顧問很確實的告訴我該加強的地方，並且給出最實質的建議！
感謝顧問的細心，讓我在申請文件上被教授們賞識，順利拿到錄取信
★選擇代辦的"眉角"★
我在2014年就開始著手於申請學校，從
一開始找代辦的過程就很猶豫；一方面網路
上有太多人分享過不好的經驗，另一方面實
在有太多不同的代辦機構。於是我開始在各
機構預約留學顧問，跟他們討論我的申請方
向。同時，我也需要了解每間代辦的磁場及
代辦的費用是否與我的期待相符。我還記得
一開始找過最有名的幾間代辦，只覺得他們
談吐官腔，無非是想讓你覺得申請過程一定
會很順利，因此不管你程度如何，只要找我
你就有救了的感覺！或者是代辦費很貴，例
如，一個學校收費1萬元，8個學校就要收費
8萬元，對我來說是一個相對不合理的價位。
★選擇美加代辦及與顧問互動情形★
我當時TOEFL成績非常不理想(只有50多
分)，所以非常需要有人提供真正的建議並幫
我分析我的優勢、及訂定一個策略。然而，
我運氣很好遇到Fanpi顧問，我們在聊天與討

論的過程中，她會一一提醒我哪些是現有的
缺點需要注意，並用很實在及誠懇的談吐面
對學生，因此，我就選擇她當我的顧問，協
助我展開留學申請之路。
回想在申請的過程中，Fanpi顧問很確實
的告訴我哪一些該加強，並且給出最實質的
建議。像在SOP上她強調我先不要參考別人
的範例，應該要按照自己所想的先寫，再做
調整，不然會容易被影響，淪為窠臼式的文
章。而在作品集(Portfolio)方面，則是要有
強烈的結構性，讓教授在快速翻閱我的作品
集時，能夠簡單的理解我想表達的概念。每
一個項目，Fanpi顧問都有清楚的邏輯，並
且很具說服力的跟我說哪些重點是一定要掌
握住。我想這就是為何我能在底子差的情況
下，還能夠申請上好學校吧！
2015年，我被三個在建築所不錯的學校
條件式錄取，很可惜是我在期限之內沒有再
通過它們所要求的托福分數。於是幾經掙扎

之後，開始了第二年的申請。在考過足夠的
托福成績後，我還考慮著是否還要找代辦幫
忙，畢竟我當時手上的資料都有了，申請的
過程也都實際跑過一輪，應沒有必要再花錢
找代辦，但這念頭只出現一下下，因此，還
是決定要再請Fanpi顧問幫忙。因為我相信，
我這次的時間更充裕，方向也不同，她一定
能提供不同的建議。
★享受甜美的成果★
Fanpi顧問要我繼續修改所有的項目，也
在申請過程當中，幫我把申請的學校往上提
高一個層次。最後，我申請2016秋季班共10
所學校，錄取了6所，條件式錄取2所。這樣
的好成果，因為Fanpi顧問的細心與建議，讓
我在申請文件上有機會被教授們賞識，拿到
錄取信。我相信若是自己處理申請、自己修
改一定會有很多盲點，結果很可能就完全不
同。我非常感謝她讓我有今天的成果，所以
才會這麼推薦及感謝美加。

【顧問的話】
經過與柏舜多次諮詢討論後，並把他的
SOP重新加以包裝，加上柏舜對美加有著很
深的信任感及個人努力與心底強大的毅力，
皇天不負苦心人，讓柏舜成功申請到UTAustin。

◆ 王柏舜【錄取學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科系Master of Architecture】

美加顧問非常清楚美國申請資料的要點，並提供學員們許多技巧！
從文章中凸顯自己的長處，大大提高自己在眾多申請文件中的競爭力
有些時候，最大的難關並不是讀書、考
試，而是缺少了能夠相互扶持、鼓勵、奮鬥
的夥伴。幸運的是，我在美加找到了這份力
量。
因為美加托福的名聲，我開始在美加進修
英文。補習過程中，得知了美加有幫助留學
生處理學校申請代辦的業務，當時僅認為自
己可以處理這繁重的書面資料，而沒有多做
考慮。
在好不容易取得托福分數後。離美國大學
研究所的申請截止日期已經相當接近了！這
時才發現自己還有許多備審資料不夠完整，
再加上由於自己並沒有扎紮實的英文背景，
儘管經過了托福這項考驗，在準備申請資料
的過程中其實還是有許多的困難必須克服。
最後，自己才不安的打了第一通電話，與美
加代辦處聯絡。
由於時間相當緊迫，甚至擔心代辦人員會
不願意協助。但是，撇開美加代辦人員那無
可挑剔的專業能力，親切的態度更讓我在第
一次與他們對談後放心不少！在每次的對談

中，美加代辦人員都會理性的分析我的備審
資料及成績，除了指出SOP、PS中的文章缺
點，並可協助歸納出幾間適合自己的美國大
學。
而在備審資料的寫作指導中，美加非常
清楚美國申請資料的要點，並提供學員們許
多技巧，從文章中凸顯自己的長處，大大提
高自己在眾多申請文件中的競爭力。除此之
外，我也在美加的專業潤稿老師身上學到比
托福更有深度的英文寫作。不僅自己的文章
流暢度大幅提升，也能學習到專業的文法技
巧。
美加的專業，讓我克服了申請學校的焦
慮，而就在我完成了最終申請程序，至美國
大學進行第二階段的面試時，代辦人員也不
忘為我加油、打氣！這股力量伴隨著我不只
在台灣，甚至到了美國。
在今年我得到了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的音樂系哲學博士錄取通知，並獲得該校提
供的全額獎學金及工作津貼，我想不只是自
己的作品，有美加優秀的托福師資及代辦人

員，才能讓我能夠克服各個關卡，實現到美
國唸書的夢想。
美加將原本我所認為的不可能，化為可
能，最後輔助我達到了理想目標，感謝美
加！
【顧問的話】
以軒是申請音樂系的博士學位。他的優勢
是在於他擁有完整的學校經驗與豐富的工作
經歷，這讓他在寫SOP與CV時有豐富的資訊
可以採用。
因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整理以軒的SOP
與CV，幫他把過去的經歷去蕪存菁並將重點
挑出來，好讓他的申請文件有足夠的亮點可
以展現。以軒有一個很棒的個人特質就是領
悟性高，他只需要我這邊稍微提點，就可以
融會貫通把SOP修改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也因為以軒是主修音樂作曲，美加的翻譯
老師也透過翻譯他的SOP文章中互相學習，
並獲知學生推薦的音樂曲目單。翻譯老師也
直說很享受此次的翻譯經驗，整個過程合作
得相當愉快。

在輔導以軒申請學校的過程中，他還親自
飛到美國學校參加面試及相關樂理考試，因
為這些努力，最後，以軒也成功錄取了他很
滿意的學校。以軒是位親切感十足且很熱心
的學生，他甚至還會分享他自己的經驗給要
申請音樂系大學部的代辦學妹，正所謂「獨
樂樂，不如眾樂樂」，意思大抵就是如此
吧！

◆ 陳以軒【錄取學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科系Music (PhD)】

美加影音班的課程內容，幫助我快速累積考試技巧及判斷填空題時的直覺！
莫老師字彙班方法，讓我有自己解析生字的能力，背單字也不再枯燥
從八月開始上課一直到十月中的考試，我
總共準備了約兩個半月的時間。為了在這段
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收到成效，我選擇利用暑
假時間密集收看影音班快速學習考試技巧，
而影音班的內容的確幫助我快速累積了考試
的技巧以及判斷填空題時的直覺。我認為對
於時間有限的同學，選擇影音班是一個相當
有效的辦法。
在準備GRE時最為關鍵也最花時間的要素
是背單字，在這方面我受益於莫老師的三合
一字彙班良多。雖然莫老師語速較慢，但內
容十分精彩，從A到Z對每個英文字母的來源
及含意解說十分清楚，並配合字彙專題中的
轉換規則確實拆解了每個單字。莫老師並應

用字音與字型為很多無法以字根字源解析的
單字解釋了來源，比起坊間一般的單字書還
要清楚且深入很多。這套方法讓人有了自己
解析生字的能力，也因此使背單字這件事不
再枯燥。我相當感謝莫老師的教導。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應考時出現的單字，大多數都
有收錄在莫老師的講義中。
分析寫作的部分，該注意的大方向以及細
節在課堂上都會有系統地傳授，同學們在上
課後加以練習，多寫了幾篇文章之後加以統
整便可以建立自己的模板。建立模板的經驗
不但對寫作技巧有不小的幫助，對於格式較
為固定的argument，更可以大量增加字數以
及引入優美句型。而issue稍微難掌握一些，

美加的課程中，除了考試技巧還傳授不少
實用與一般性的知識。這些至今讓我感到收穫
良多。謝謝美加。

由於我當時功底尚淺且練習較少而一直沒能
將字數提高，但所幸從一開始便被引導到正
確的方向。有了正確的心法，在考試當天作
答也就不容易慌張了。
GRE並不生活化，但我到了美國後發現
GRE強調的邏輯思考是無處不在的，分析寫
作則是學術寫作的重要基礎。GRE單字難免
使人感到生澀，且考完一段時間後便開始淡
忘，然而這些單字在較深入的文章、新聞、
甚至對話中時而出現，對其有印象總是一件
好事。我建議同學們對GRE的分數不用過於
糾葛，但準備GRE的過程和得到的知識將使
你或妳在美國的研究所生活更加順利，補習
班則在這個過程中幫人省去不少冤枉路。

美加文教機構

■ 臺北市南陽街50號(美加大樓)

◆ 廖宇鴻【台大電機系，GRE正式考試成績327
高分】

■ Tel：(02)2381-1166分機316、317

近期課程表

課程名稱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班別

開課日期

週數

上課時間

TOEFL課程

正規L

05/21～07/12

8

1.2.3.4晚

TOEIC課程

正規晨班G

05/22～07/27

10

2.3.5晨

TOEFL課程

正規M

06/04～07/27

8

1.3.4.5午

TOEIC課程

正規晚班L

05/29～08/04

10

2.4.6晚

TOEFL課程

正規N

06/18～08/10

8

1.3.5.6晚

TOEIC課程

假日班Q

06/02～08/04

10

(六)晨、午

TOEFL課程

假日S

06/10～08/26

12

(日)晨.午

IELTS課程

正規F

05/30～08/18

12

3、5、6晚

GMAT課程

正規G

06/04～08/04

8

1.3.5.6晚

IELTS課程

假日G

06/23～09/09

12

(六)午晚、(日)午

GRE課程

正規U

06/05～08/03

8

2.4.5.6晚

SAT課程

正規A1

06/18～08/10

8

(一)～(五)午14: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