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海外博⼠的申请也好，硕⼠的申请也好，其实都是可以⾃⼰DIY

的，并没有说哪个课程必须通过中介才能申请到。海外院校的官⽹上有详细

的申请流程和材料清单。 

 
但并不是每个⼈都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去准备，⽆法避免的会⾛⼀些弯路，

甚⾄准备错材料，浪费宝贵的时间，所以留学中介应运⽽⽣，发挥了作⽤。

中介的作⽤不是神通⼴⼤，也不应有歪⻔邪道，应该是信息的准确传达者，

答疑解惑者，管家式的服务提供者。

 
对于有意向留学的同学来说，肯定会有⼗万个为什么，今天泰晤⼠国际教育

就为⼤家整理了⼤家在申请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某些问题硕⼠也照样实

⽤，⼤家各取所需，如有想更深⼀步了解，可以刷我们下⾯的⼆维码进⾏⼀

对⼀咨询。

 
关于申请材料

01

博⼠申请需要准备哪些⽂件？

个⼈简历，套磁信， cover letter， personal statement/motivation

letter/statement of purpose/research statement，研究计划，推荐

信，成绩单中英⽂，各种证书复印件，论⽂，雅思/托福，GRE（美加新等

地区）等。

 
02

  如何准备这些⽂件？

都是需要根据⾃⼰背景来写的，也有很多模板可以参考，也可以请⼈帮忙

做。充分挖掘⾃⼰的学术经历，科研经历，项⽬经历，进⾏detail的撰写，

让⽼师看到亮眼的地⽅，吸引眼球的地⽅。⽽且得确保⽼师⾯试你的时候你

能说得出来，杜绝伪造或者虚假陈述。

 
关于选校

03

该怎么选校呢？

留学申请⾸先需要做的就是⾃我定位，这很重要，根据⾃⼰的定位来筛选学

校，如果⾃⼰捉摸不定，需要请教别⼈。博⼠项⽬更应该看重导师或者课题

组，当然学校本⾝能兼顾则兼顾。

 
关于套磁（陶瓷）

04

联系教授是不是都得看他的⼏篇⽂章后套瓷？

联系教授分海投和精投 (暂且这么叫 )。海投就是写好⼀个general的陶瓷

信，然后找到适合⾃⼰⼤⽅向⽽不是⼩⽅向的⽼师，可能有⼏⼗上百个，改

名字，学校陶瓷，花时间。精投就是找明确⽅向的⽼师，看他⽂章，看他⽂

章问题和需求，投其所好，写好⼀篇针对性的陶瓷，也花时间。我们团队都

是进⾏针对性陶瓷撰写。

05

所以general的陶瓷信怎么写呢？

介绍⾃⼰的学校，表明对他的研究⽅向很感兴趣。然后接下来通篇就是⼤论

⾃⼰的背景，学术经历，科研经历，项⽬经历，体现⾃⼰会的东西让⽼师看

到他感兴趣的东西。针对性的陶瓷就不必多说了吧，看⽂章，投其所好。 

 
06

陶瓷信到底写⻓还是短呢？

背景很强的陶瓷信可以很简短，简历丰富，没得说。背景偏弱的建议把科研

或者项⽬等经历写的⻓⼀点，detail⼀点，不然⽼师没得看。都要附上cv。 

07

  到底要发多少封套磁信呢？

底⼦好的同学可以选择性投⼗来所，回复很⾼六七封，底⼦⼀般的就是建议

多投，靠基数来凑，最后整体回复也很可观，花时间，得坐的住。 

08

  陶瓷的时候需要发哪些材料？

基本上套磁信和简历就⾜够了，如果其他的⽐如论⽂推荐信等很出彩的东

西，也可以放，完全看个⼈，简历和套磁信是必须的。 

09

每天什么时间陶瓷⽐较好？

已回答，详细信息可具体咨询。正好卡着时差，等⽼师上班时间发，周六周

末⼀般不发，有的⽼师回，有的不回。

10

先找教授套磁还是先写research proposal？

要么写好rp去陶瓷，这样⽐较有局限性，只能找rp对应的⽼师。要么就⽤陶

瓷信和简历去陶瓷，有⽼师回复再讨论topic再写rp，如有多个⽼师回复，

多个不同rp的话，及时取舍，不然要写很多。也可以先陶瓷写⼀个rp，陶瓷

根据这个rp进⾏修改，⼤⽅向不变，改⼩⽅向。如果⽅向未定的，还是得多

写，如果⽅向定的，可以这么做。

11

 ⼀个学校找⼏个⽼师陶瓷？

可以找多个，然后记下来或者分类好收藏好，从最感兴趣的开始投，先第⼀

个，两三天⼀周没回复的，再下⼀个。如果两个⼀起投，会遇到两个⽼师都

要你的情况，我就是这样，最后你只能拒绝⼀个，或者都拒掉，或者把两个

⽼师都选。如果两个⽼师都回复了。有两种解决⽅法：①把两个⽼师都当成

你的导师，毕竟两个⽼师带⼀个博⼠⽣在国外很常⻅；②先联系那个感兴趣

的⽼师，然后另⼀个先晾着，就说我正在准备材料，同时看第⼀个⽼师联系

的反馈如何。

12 

 什么时候可以陶瓷？

早点的六七⽉，迟点的12⽉，来年1⽉都⾏。如果申请csc，因为英国地区1

⽉中旬ddl，所以需要提前点。如果申请奖学⾦，最好提前联系，因为很多

地区12⽉奖学⾦就没有，有的甚⾄11⽉就定了。具体时间可以向我咨询，

宜早不宜迟。

13

套磁信⼀星期还没收到回复需要再催吗？

我的做法是，如果⾃⼰时间不紧张的，⽼师不回复，可以等半个⽉⼀个⽉，

再每隔⼀周发⼀封同样的，或者回复他问他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如果时间很

紧张的，⼀周发⼀次同样的，可以⽤不同邮箱发，甚⾄设置已读回执。如果

看了没回的就是没兴趣。

14 

 套词信多久才能得到回复？

有的⽼师⼏分钟甚⾄⼏个⼩时就会回，有的⽼师⼀个⽉后才回，都有可能。

每个⽼师习惯不同，有的professor不是每天都看邮件。有的⽼师甚⾄不

回，所以套词需要做好⼼理准备。我最常的⼀封是11个⽉⽼师才回复，那会

我早选择别⼈了。

15

套磁信⽼师回复了，但没说⾯试，需要⾃⼰要求⾯试吗？

很多⼯科的没有⾯试也很正常，不过如果你想⾯试也可以问问⽼师，如果开

语⾔证明，可以建议⾯试⼀下，不⾯试的话那就到时编⾯试时间地点了（这

⾥是针对CSC申请的说法）。

16

想去的国家找不到研究⽅向很近的⽼师，只有⼤⽅向⼀样的，可以吗？

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让⽼师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不然⽼师不回复。可以

往上靠，⾃⼰提前了解⼀点。

17

美国的学校需要陶瓷吗？好⼏个学校⽹站上都没有提供⽼师邮箱。

根据我的申请经验，有的美国学校是不需要陶瓷的，在申请过程中，会有个

表格让你填，让你填potential supervisor。所以就需要你提前去官⽹找⽼

师信息，看哪些是中意的，然后1，2，3你填在表格⾥，到时材料会相应的

提交到⽼师那，按照顺序。但是呢，我是建议可以先陶瓷试试，实在不回，

那就直接申请。毕竟申请⼀个都得⼤⼏⼗⼑呢。⾄于找邮箱呢，肯定是有办

法的，找到⽼师信息然后google搜索⼀篇⽂章，他是通讯作者，就会有邮

箱。

18

 套磁成没成功的标准是啥？是导师让你submit就代表套磁成功了吗？还是

要说其他什么？

让你直接⽹申的有可能是空⼿套⽩狼，择优录取，是备胎。除⾮明确表明愿

意supervise你或者表明愿意指导你的申请的。更何况有⼈⼝头答应了也有

反悔的情况。

导师愿意supervisor后，committee会卡⼈吗？

只要⾯试正常表现，然后背景也还⾏，⼀般很稳。

19

 如何找陶瓷⽅向的导师？

①各⼤招聘⽹站；②  学校官⽹去看⽼师；③  查看google scholar和

research gate⾥的co-authors。毕竟同⼀篇⽂章⾥的⽼师都是相似⽅向

的。

学校官⽹怎么找⽼师，看他们的研究兴趣呢？

学 校 官 ⽹ ——phd position/departments/schools——

people/staff/professor/faculty——research interests/email。

20

写邮件套磁的时候，要不要提到⾃⼰发了⼏篇⽂章？

都⾏，你想detail ⼀点也可以，general 的也没问题，没有统⼀的格式，突

出重点就⾏。简单介绍⾃⼰学术背景之后，可以另起⼀段，我也有不错的科

研经历，包括做过多少项⽬，发了⼏篇⽂章等等，介绍⾃⼰兴趣，match

他的⽅向。

 
关于Research Proposal（研究计划）

21

research proposal 和research topic的区别？

Research proposal是⼀整篇⽂章，包括标题，背景，⽂献综述，研究问

题，研究⽬的，时间框架，预期结果，⽂献等。Research topic只是⼀个类

似于research proposal的title，只是⼀个题⽬或者⼀个⽅向。

22

 Research proposal必须要写吗？

很多地区的⽹申系统需要上传rp，所以需要提前写。然⽽也有不需要提交rp

的，⾃⾏查看，还有的⽼师可以直接给你⼀个写好的rp

23

  Rp有模板吗？

Rp有很多模板，百度上也有，贵⼠和我这也有，学校官⽹⼀般也会提供模

板。

24

Rp有字数要求吗？⼤概要写多⻓时间？

⾸先你得去对应学校的官⽹看看有没有研究计划的格式和要求，有的话按照

这个来。没有的话，⼀般来说是写个2000字左右，有的需要2500-3000，

这个不懂可以问⽼师或者研究⽣院。甚⾄有的地区提交的rp只要写500字，

所以了解清楚是好事。CSC的要求是外⽂研究计划⼤于1000字，填在系统

⾥的中⽂研修计划在1000-3000字（这⾥要注意，CSC中⽂研修计划不是直

接翻译英⽂，⽹申系统⾥有明确说明写什么的）。⾄于时间，厉害的两三

天，⼀周，正常的⼆周左右，时间⾜够也可以多花点时间写。

26

 ⽼师会帮忙看rp吗？

写完可以请⽼师帮忙指导，改改，有的⽼师会改，有的不改傲娇。

26

  什么时候可以写rp？

陶瓷之后⽼师明确愿意supervise你的，然后定题⽬写rp。不然写出来⽼师

不满意可能浪费时间。

 
关于推荐信

27

27.  推荐信是⾃⼰写好给导师改还是导师写的？

国内导师⼀般是学⽣⾃⼰写好，然后写完请⽼师改⼀下，不改也没事，找别

⼈改⼀下，然后找⽼师签字，扫描成电⼦版。也有⽼师愿意帮写，nice。国

外导师基本都要求必须⾃⼰写。

28 

 推荐⼈是越厉害越好吗？⽐如院⼠？

也不是，不管是谁，必须是熟悉你的⼈，⽐如带你上过课，且分数不错，带

你做过项⽬，或者实习或者⼯作单位的领导等，如果院⼠都不认识你，这推

荐信也写不出什么东西。

29 

怎么提交推荐信？

⼀般有三种情况：

① 在⽹申系统⾥可以直接上传或者复制相应的推荐内容

② 有的学校的是通过email来上传所有⽂件，所以只需将所有⽂件⼀起通过

email发过去即可

③ 还有最常⻅的⼀种就是在⽹申系统填好相应的⽼师信息，在你提交⽹申

之后系统⾃动把上传推荐信的链接发到⽼师邮箱，这⾥可以请⽼师帮忙把邮

件转发给你，你⾃⼰创建账号密码⾃⼰提交。有的⽼师要⾃⼰提交也⾏，这

个具体看⽼师意愿。

 
关于中英⽂成绩单学位证

30

成绩单学位证怎么弄？需要翻译吗？怎么翻译？需要公证吗？

有的学校⼀般都有中英⽂成绩单学位证模板。成绩单去学校教务处开，学位

证没有先开在读证明。需要翻译成绩单和在读证明。翻译的话可以去档案馆

翻译或者学信⽹。有的地区在申请的时候就需要提交公证处的公证件，有些

地区⽐如澳洲在签证的时候需要提供成绩单学位证等公证件。如果申请美

国，多准备点原件，因为有的学校会要求你在⽹申之后邮寄纸质原件。

 
关于CV

31

CV要不要放照⽚？

建议申请海外院校不要发个⼈照⽚，想放也拦不住哈哈。且留的邮箱也尽量

⽤⼀些outlook这种国际性邮箱，最好别⽤qq等，避免给你发邮件数字写错

或者邮件被放到了垃圾邮箱，以免查看不到。

32

  ⽂章在审核中，cv⾥怎么写？

直接写under review

33

 CV ⾥可以写参与⽼师的那些科研项⽬吗？

完全可以，只要⽼师问你能说出来就⾏。

 
关于招聘信息

34

 有没专⻔的博⼠职位消息专⻔⽹站？

有的，还不少，但不是每个都很全，需要综合的去看，去找。也有⼀些项⽬

只有导师⾃⼰知道，还没有公布，所以信息获取⼿段要多样。也可以向我们

咨询。

 
关于奖学⾦

35 

 ⼀般申请哪些国家 拿全奖博⼠概率⼤⼀些呀？如果从英国⼀年硕 申美国澳

洲全奖博⼠，概率⼤嘛？

①美国，澳洲多点。这个东西没办法谈概率，②在成绩优秀 有论⽂发表的

前提下。

36

 国内硕⼠申请拿⼯资的open position机会⼤不⼤？

⾸先，这个没法说，因为很多因素影响最终的结果。⽐如个⼈背景，招聘地

区等。⽐如如果是英国的open position，那么难度还是⼤的，英国的⼤部

分奖学⾦是针对EU 或者UK当地学⽣。如果是美国，奖学⾦机会会很多。澳

洲也多点，⾹港也多点。个⼈实⼒强的当然有优势，个⼈实⼒不强的，如果

⾮常合适的match的也不是没有，当然怎么评判个⼈实⼒，软实⼒硬实⼒，

这就不细说了。总体来说，招聘职位要难，还有各种⾯试。

37

美国的学校，是不是只要被录取了，基本都有⾜够的funding？

美国奖学⾦很多，⼯科基本都是全奖，也有csc，然后去了学校TA RA机会

也多，基本都有奖学⾦，⾄于⽂科，不是很清楚，应该⼤同⼩异，具体还需

⾃⼰去了解。但是美国funding多是真的。

 

关于英语成绩或GRE
38

 英语还没有可以陶瓷吗？可以申请学校吗？

完全可以，可以准备相应的⽂件，简历，套磁信等陶瓷，英语暂时没有也不

影响，不过有的⽼师介意，⼤部分是可以的。没有英语也可以先申请学校，

很多学校都会考虑先给⼀个conditional offer，对应时间考过英语就⾏。

39

 申csc没有雅思能拿语⾔证明吗？

⼀般来说，绝⼤多数甚⾄是99%的学校，对于攻博的同学来说，在拿语⾔证

明的前提是你必须满⾜学校的语⾔最低要求。⽐如要求6.5 ，单项6，然后

你只有6.5 （5.5）或者6分，这种是不可以的。⽐如学校只要求6分，你也

只有6，但是没达到csc的要求6.5，这种就可以，还有学校不要语⾔的，或

者承认英⽂授课机构的也可以。

但是⽬前来看，也有地区虽然学校要求了语⾔，但是也有同学语⾔没达到的

⽼师也给语⾔证明，这种情况我不好说，毕竟⼀般来说，⼊学注册语⾔都是

要达到学校的规定要求的。所以尽管学校有要求，还是可以问问⽼师能不能

开，影不影响⼊学注册，当然还是建议⼤家努⼒考过雅思和托福。

对于联培来说，有的地区也是需要达到学校要求，有的就语⾔证明也可以。

看地区看⽼师，有的地区联培甚⾄都要通过⽹申的⽅式来获得offer或者邀

请信。

40

雅思成绩最晚什么时候需要考过？

很多地区都是可以先提交申请，如果雅思没过可以后期补。⾄于何时，这是

个很⼤的说法，① 没有雅思申请奖学⾦⽐较难，得考虑清楚，不过其他⽅

⾯很⽜也会考虑奖学⾦。② 如果申请csc，因为csc必须拿⽆条件offer（当

然有⼀两个可以con的条件，⽐如学位）所以必须在规定时间满⾜英语，去

换uncon offer英国等很多地区是⼀⽉中旬ddl，还有很多是2⽉底，还有很

多是3⽉都⾏，看好时间，3⽉10-30提交csc材料。③ 如果不考虑csc，那么

在签证或者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或者⼊学前提交即可。

41

 哪些地区不要英语成绩？

部分欧陆⾮英语地区。新加坡有的也只要6.0。

42

怎么查看每个学校的雅思要求？

这个得查看官⽹的admission requirements，会有⼀个general的要求，

但是会说明不同学院的要求可能不⼀样，得再check每⼀个学院的具体要

求。

43

没考GRE，请问加拿⼤和美国哪些学校不要GRE也可以申请？

整体来说，加拿⼤和美国地区都是要GRE的。有的官⽹明确要求要有GRE，

有的官⽹说GRE不是必须的，但是是highly recommend的，也就是说有

GRE申请最好。虽然没要求GRE，但是纵观录取的⼈员，基本都有GRE，如

果其他背景很强GRE也可以先不考虑。

需要说⼀下的是，如果GRE暂时没有，也不影响正常申请，可以先拿

conditional offer，怎么说呢，存在⻛险，⽽且想考虑奖学⾦的话最好也要

GRE，但是确实是可以拿con offer，如果GRE和雅思都没有，那第⼀理论

带奖的⻛险很⼤，⼆轮可能会好点，努⼒去完成要求吧。

⾄于哪个学校不要，不清楚，得⾃⾏查看，这是⼀个庞⼤的⼯程。有更好，

暂时没有也不影响申请，后续规定期限补交。

44

 四六级有⽤吗？

⾹港有些学校专业，6级450就够，博⼠六级500就够。但对于英美体系的院

校，基本没⽤。

45

你好，我想问⼀下，在申请国外（美国和澳⼤利亚）时候，英语没有达到学

校要求，会不会直接被研究院刷下来啊？⼀直看到有同学说拿Conditional

offer,但是如果是直接被研究⽣院pass了，还怎么拿conditional offer

呢？

雅思没满⾜，不影响offer评选，不过可能会影响奖学⾦评选，可以先拿

conditional offer，对应期限满⾜语⾔要求就⾏。

 
关于⾯试

46

⾯试⼀般⽤什么软件？⾯试⼀般都问啥？⼀般多久？

Skype⽐较多，还有其他的也有，Zoom，Skype for buisness。总的来说

就是你必须很熟悉你的简历，最起码是general的，然后现在做的⼯作，⽐

如硕⼠论⽂，⼯作内容等，还有⽼师的最近的⽂章也看看，未来的研究兴

趣，以及⼀些经常问的问题，⽐如为啥申这个学校，有没有申别的学校这

种。如果提交RP的也会问rp的内容。⼀般多久都有可能，10分钟到⼀个⼩

时以上。我最⻓的⾯试了70分钟，我后来复盘⾯试了40个左右的问题。70

分钟⾯试复盘内容也会发出来。

47

⾯试导师给了积极回复让申请，录取⼏率就是百分百吗？

不是的，看⽼师决定权⼤还是committee决定权⼤，很多地区导师⾯试了

之后，你还需要提交⽹申，还有committee的⼆次⾯试。如果导师决定权

⼤，那么希望很⼤。但是整体来说，导师愿意要了，就算审核⾯试只要你正

常表现，材料都说得过去，机会还是很⼤的，很稳。

48

CET中部时间是什么时候？格林威治时间是什么时候？

CET分夏令时（6⼩时时差）和冬令时（7⼩时时差），格林威治⽐CET再多

⼀个⼩时。有⼀个办法就是看当时的世界时钟，以免⾯试时间弄错。

49

  申请过程中总共有⼏轮⾯试？

导师为了省时间，可能⾯试，然后提交⽹申之后可能还得committee⾯

试。也有导师不⾯试的。如果申奖学⾦的，甚⾄有3轮⾯试，总体来说0-3次

都有。

 
关于⽹申

50

 联系导师后还要不要⾛学校的申请流程？

① 要：联系好导师后，导师明确表明愿意supervise你，那么你就可以问他

要rp的题⽬（有的⽼师好直接给你现成的rp），然后写rp（⼤多数学校⽹

申需要提交rp，也是审核的⼀个关键点，但是也有不需要提交rp的），在开

通⽹申后ddl前提交⽹申。这⾥的⽹申有两种⽅式。⼀是学校官⽹有专⻔⽹

申通道，得去注册提交相应⽂件。⼆是学校没有⽹申通道，通过email的⽅

式把⽂件发给相应负责⼈。

② 不要：很多地区的⽼师有决定权，不通过committee，所以可以直接给

你offer，但这种情况⼤多数是给你invitation letter。可能让你写个draft

给他，然后对应需要的材料就是，免学费的邀请信，⽼师简历，rp等。

51

⽹申是个开始还是结束？

⼀般情况，⽹申过程需要填写潜在的supervisor，如果事先没找到，有可能

是浪费时间。之前没找好你可以选⼏个填，但是虽然committee会问，但

是效果肯定没有之前陶瓷联系⾯试好。⽹申只是个开始，如果是申请csc，

那拿到⼀般offer才是开始，任重⽽道远。

 
关于CSC

52

联合项⽬的定义？是不是只要和CSC有合作，拿到的offer就是联合项⽬的

offer？

如果是跟csc合作的院校，你不单独说明想⾛个⼈或单位渠道，那么提名的

offer就是合作的csc offer，每个学校合作有固定的名额分配。

如果你单独提出我要通过个⼈渠道申请，那么也可以获得⾛个⼈渠道的

offer。

如果你申的学校没有跟csc合作，那么拿的offer那只能⾛单位和个⼈渠道。

注意不管什么渠道，只要是申请csc，那么必须要获得免学费的⽆条件

offer（⼀两个条件除外，⽐如获得学位获得csc），当然只有在拿到csc录

取之后，免学费才是真正的⽣效，失败了那免学费也作废。不过如果csc失

败了，有些欧陆不要学费的地区也可以跟⽼师商量把csc offer转成⼀般

offer⾃费，只需要每年交⼏百欧的注册费和⾃理⽣活费。

53

 Csc个⼈渠道和合作渠道哪个好？

csc有两个申请渠道，有合作的院校可以⾛合作渠道，没有合作的院校可以

⾛单位和个⼈渠道。电话咨询过CSC个⼈和合作的概率是⼀样的。但是其实

呢，还是合作渠道要好⼀点的。因为csc与这么多学校有合作，然后会给他

们固定的名额分配，甚⾄有的名额还是guaranteed position，最后剩下来

的个⼈渠道的是没有合作名额多的。

54

 CSC的重要申请时间节点？

Csc每年3⽉10-30⽇提交⽹申材料，因此学⽣需要在此之前拿到免学费提名

的offer。如何获得免学费提名的offer呢？需要⽤⽆条件offer去申请免学费

提名，有的是直接⼀起申请。但是英国等地区与csc合作的院校免学费提名

的deadline是1⽉中旬⾄2⽉中不等。因此英国等地区必须在这之前拿到⽆

条件offer，然后申请获得csc offer。别的等地区可以等到2⽉底或者3⽉拿

到csc offer也是ok的。

55

Csc 免学费offer相当于半奖offer吗？

不是，csc免学费的offer是条件，只有在成功拿到csc⽣活费资助后，免学

费才正式⽣效。如果csc失败了，那么免学费也作废，不过可以跟⽼师商量

申请转成⼀般的offer，对于本⾝就不要学费的地区可以选择⾃费只付⽣活

费。

56

免学费提名的csc offer难吗？

很多地区也是很难的，拿到offer不代表就能提名成功？也有地区也是容易

点的。

分三步，第⼀步拿到offer，第⼆步拿到免学费提名。第三步，拿到csc奖学

⾦。

57

 发了邮件没提CSC⽼师不回，是否需要直接提csc？

这⾥需要根据⾃⼰情况来，如果不够⾃信，那么直接在邮件⾥提愿意考虑

csc，这样可以提⾼回复率。

58

Csc⽼师是找讲师还是教授？

当然教授好，⽼师越强越好，但要避免⼴发offer的⽼师，csc从20年明确规

定同⼀⾝份（如攻博，联培）⼀个导师最多发4个offer，最终录取同⼀⾝份

只有2个。这⾥也可以跟⽼师讲，CSC的规定是⽼师最多发两个offer，避免

他发太多。不过在⼀定程度上，合作院校的提名也避免了⽼师⼴发offer。

59

csc拿offer好还是invitation letter好？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但是考虑⻓远的话，如果最后⽤offer申请csc失败，想

⾃费的话，某些地区是可以把 csc offer转成⼀般 offer⾃费的，但是

invitation letter就不知道能不能转成offer⾃费⼊学了。

60

如果最后拿到多个csc offer，但是申请的时候只能申请⼀所，是不是要拒绝

其他offer？

可以不提前拒绝。根据个⼈背景，选择最适合⾃⼰的offer去申请csc，假如

失败了，想去别的学校了，还可以把别的学校的csc offer换成⼀般offer⾃

费⼊学，提前拒绝了那就没机会了。这也是不影响csc申请的，所以看个⼈

吧，觉得不好的，就拒绝。最后选⼀个最中意的申请。

61

 如何确定⽼师是否是⼴发csc offer？

① 最后填写csc⽹申系统的时候，输⼊⽼师的名字，可以看到有⼏个⼈申请

他。② 可以直接在邮件或者视频⾥问他发了⼏个或者计划发⼏个或者问他

的博⼠⽣，⾃⾏斟酌。有的⽼师愿意说实话，有的不愿意。

62

⽼师都知道csc吗？

不⼀定，不知道的也很正常，我联系的代尔夫特，⽶兰理⼯的都不知道，有

的还问csc申请是不是要必须获得硕⼠学位之后才能申请。

63

⾹港可以申请csc吗？

不可以，⾹港是属于中国地区，全奖机会很多，也可以⾃费。

64

Csc申请的基本流程？

准备套磁信，陶瓷，写rp，申请，拿⼀般offer，拿csc offer，申请csc。

65

 拿了学校的半奖还可以申请csc吗？

有的可以和⽼师商量，通过csc。有的有可能是学校的专⻔设⽴的校⻓奖学

⾦，也有不可以通过csc的，只能半奖。⼆者取其⼀，需跟⽼师商量。

66

如果csc失败了，怎么办？

找好后路，找好⼯作或者考虑博⼠不收学费地区的⾃费，或者就gap。

67

如果今年没申请上，是选择毕业然后边⼯作边申请好，还是选择在校延毕⼀

年，保留在校⾝份好呢？毕业证上会有明确标注吗？

没申请上，那就要么继续申请要么⼯作。延毕不建议，可以找⽼师在学校做

RA，当然，具体怎么选择看个⼈吧，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年期间，努⼒

提升⾃⼰的软实⼒硬实⼒背景是很重要的，为来年准备。不建议延毕。

68

海外博⼀可以申请CSC吗？

⽬前20年来看还是可以的，不过部分海外院校本⾝不允许博⼀申请csc ，⽐

如伦敦国王学院，故具体学校还得⾃⾏查看确认。国内的在读博⼀不可以。

 
关于申请是否迟了

69

现在12⽉初了，申请美国还来得及吗？

时间有点赶，但不⾄于来不及，任何时候⾏动起来都不迟，更何况美国有的

学校到来年5⽉份都可以申请。只不过第⼀轮很多奖学⾦的都快截⽌了，后

⾯奖学⾦机会少，申请肯定是可以的。我个⼈2016年1⽉申请的美国，那会

啥都没有，全程DIY，3⽉份拿到了offer。

70

申博考虑⽐较晚，如何克服焦躁⼼理？

⼼态要好，我从16年开始申请，拿到多个offer，签证被拒过两次，现在仍

然陶瓷150+，继续联系⽼师。另外有时间锻炼。重要的是找志同道合的⼩

伙伴相互⿎励倾诉，会好很多。

 
关于offer审核及录取

71

  ⼀般等offer需要多久？

分地区，像英国，你先申请先拿offer，⾄于从陶瓷到申请到拿offer不好

说。⾸先陶瓷得花点时间，找⽼师，写套磁信，做简历，准备相应⽂书等，

然后联系⽼师，跟进，还要写rp，还要写⽹申，然后等结果，英国⾮申请

季，case少，处理的就快，⼏天⼀周就能出结果，申请季的时候那要等⼀段

时间。如果是美国，得等⽹申ddl之后，⼀起评估case，然后给答复。通常

时间很久。

72 

 ⼀般录取的话是先问导师意⻅还是先committee审核通过再问导师？

两种模式应该都有，看学校

73

如果申请了mphi，能被录取到phd的概率啊？

申了MPhil 就不会考虑phd的，你申了phd，没录取才会问你愿不愿意

MPhil。

Mphil实际就是phd的过度或者可以理解为phd的第⼀年。

74

 没有论⽂怎么办，影不影响申请？

对于博⼠申请来说，有⽂章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可以正常

陶瓷，cover letter好好写，简历好好准备，后期的研究计划准备好也能申

请到博⼠的。

75

（申请phd）科研成果是必须要有的吗?

不是，综合考虑。

76

 ⼀般学校给offer拒信的时间？

这个不好说，有的学校先申请先评审，有的等⽹申结束后才⼀起评审。啥时

候给拒绝信也是不好说的，但是如果case超过⼀个⽉了，可以每隔⼀周半个

⽉去联系研究⽣处，看case进展。

77

第⼀轮没有offer是说明要等⼆轮也就是前⾯有⼈不去了才会被考虑？

⼀般不是的，分好⼏轮，第⼀轮结束了，不管那些⼈去不去，第⼆轮申请开

始，正常流程，很多了接受了offer不去的，签证过了不去的也很多。

关于Gap申博

78

 gap申博怎么申csc？

Gap申博⼠也有优势，在gap期间可以做RA，写论⽂，做项⽬，提升⾃⼰的

背景，然后申请流程都是⼀样的。

79

gap过程中是脱产还是有⼯作⽐较好？

这个看个⼈，如果资⾦充⾜，可以脱产全⼼准备，如果⼯作就会忙⼀点，也

可以赚钱找中介做，完全看个⼈。

其他问题：

80

 要不要找中介？

这个因⼈⽽异，如果觉得⾃⼰时间不够，也不是很懂，可以找个靠谱的中介

帮忙，前提得是靠谱。我以前听过⼀句话，当你⾃⼰付出再多也⽆法完成⼀

件事的时候，就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

81

 ⼈在国外 想找国内的⽂献⽤什么⽹站好？

淘宝买个知⽹账号⼗来块钱，基本都能下。

82

 怎么拒绝⽼师，说不想去？

说考虑资⾦负担，上不起，感谢你的机会，有机会再向您学习。

83

⼀般不同国家的签证好办吗？

没法说，难易程度不等。

84

 申请需要上报的GPA该怎么算？

⼀般⽤加权GPA，你提交成绩单学校也会⾃⼰算的。

85

浏览外⽹⽐较慢？

VPN

86

哪⾥查看换uncon offer的时间呢？

这个取决于是否申请csc，取决于跟研究⽣院怎么沟通的。

87

出国读博有移⺠倾向的情况，建议申请哪些国家⽐较好呢？

你就算有移⺠倾向，也先别说出来。美国⾯签，千万别表现出来。那些只需

要提交电⼦签的其实还好。加拿⼤移⺠的多。美国难，有这个倾向就是拒

签。澳洲也不简单看积分。

88

⽬前在⼯作，不想读博期间没有任何收⼊，请问哪些国家申请全奖较为容

易？

⻅关于奖学⾦部分问题。

89

怎么区别项⽬是 teach course还是research cause？俩个主要区别是什

么？

⼀般叫taught course和research course。taught这种，⾹港英国澳洲美

国，很多都有MSc，就是上课。上⼀年或者⼀年半，修多少学分。

research，有好⼏种说法，MPhil，Mres。不光是上课，还得科研，为博

⼠⼊学打基础。美国博⼠前两年都是上课。然后你得过candidacy。不过就

转成MPhil⾛⼈。前两年你只是phd candidate。过了考试才是真正的

phd。英国不是这样⼦。⼀般3年时间，第四年延期⼀年写论⽂然后毕业⾛

⼈。

90

公派出国读博项⽬和其他项⽬（⽐如国际组织⼈才培养等）可以同事申请

吗？

这个问题咨询过CSC，只要是在申请下⼀个项⽬的时间节点前，上⼀个项⽬

已截⽌那么就不冲突，如果两个时间冲突，不可以，得⾃⼰查看项⽬申请时

间安排。

91

如何知道学校会不会top up CSC补贴？

这个在跟教授聊天的时候，有的教授可能知道csc，也知道csc资助的⽣活费

不够要求，所以有的会说，有的不了解的就不知道，可以咨询教授，也可以

发邮件咨询研究⽣院。

92

学校合作项⽬如果给的offer数量没有超过csc要求数量，是否还存在被刷⻛

险？

存在的。⼀个学校发放的csc offer有三种可能，⼀个⽐要求的多，⼀个少，

⼀个⼀样多，都有可能。如果发的csc offer⽐要求多，那CSC这边肯定是要

筛选掉⼀部分。如果csc offer⼩于等于要求的offer，也是存在被刷的可

能，需要根据学⽣的打分情况。⽐如KCL，100个名额，有时候发的csc

offer就⼩于100，然后csc筛选完后⼜去掉⼀批。这种没法绝对判断，我们

能做的就是努⼒提升⾃⼰的背景，尽量拿⾼分，然后想好退路。 

93

怎么找到并且联系⾃⼰专业领域的⽼师？怎么在全球范围内找⾃⼰⽅向的学

校或者研究所？

可⻅问题19。

94

申请csc最重要的条件及详细流程？

最重要的条件：获得免学费提名的offer或者invitation letter

详细流程：https://www.csc.edu.cn/chuguo

95

全奖结果在CSC之后出怎么做⽐较合适？

继续陶瓷别的不同的学校，先申请别的学校的csc机会，然后等待奖学⾦机

会，都放考虑，最后选择。

96

有没有⽐较推荐的雅思学习⽅式，包括各项app和课程参考资料？⽼是被各

种安利，不知道哪个靠谱？

有是有，但是每个⼈的背景都不⼀样。⽆法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实在

需要，可以找我我可以推荐⼀些⽐较靠谱的。

 
 
 

如果您想申请博⼠，

或者想获取更多留学信息

可以随时扫描下列⼆维码进⾏咨询！

扫码联系我们 
微信号 :elm_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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