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2020 美國羅德島大學暑期海外移地教學 

Summer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一、 學習目的 

1. 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2. 培養知識整合國際化人才 

3. 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機會 

 

二、 課程規劃 

本次研習由美國羅德島大學為本校精心規畫語言及管理專業課程(intensive English and 

management courses)課程，並參訪羅德島州首都Providence、紐約、波士頓等知名景點，是一

項難得的海外學習機會。 

 

三、 申請條件 

1. 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應屆畢業生可) 

2. 有意提昇英語能力與國際觀者 

 

四、 申請繳交資料 

1. 兩吋照片2張(背面書寫姓名) 

2.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及學習計畫書 (紙本及電子檔，電子檔請寄 lchsieh@saturn.yzu.edu.tw  ) 

3. 在學歷年成績單乙份(中文即可，大一生請繳交第一學期成績單) 

4. 英語能力證明文件(非必要繳交資料，惟將視為篩選條件) 

5. 學生切結書及家長同意書（家長務必親自簽名蓋章） 

6. 保證金新台幣2,000元 

7. 其他有利甄選資料 

 

五、 參加名額 

名額：15人 (資管系+工管系) 

補助金額：依據〝元智大學學生國際與兩岸交流獎助學金發放標準〞核發，2019年度

歐美地區學校每位學生14,000元(2020年尚未公告)，惟領取補助之前提須完整

參與研習課程、繳交書面結案報告、參與成果競賽及成果分享會。 

mailto:lchsieh@saturn.yzu.edu.tw


六、 報名時間及地點 

1.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18日(三)止 

2. 請將申請之各項資料於報名期間交至資訊管理系辦公室R1502 曾淑芬小姐收。(「學生個人基本

資料表及學習計畫書」請另提供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至alison@saturn.yzu.edu.tw，檔名〝2020個人

基本資料表-學號姓名〞、〝2020學習計畫書-學號姓名〞) 

 

七、 研習期間 

2020年6月20日(六)至2020年7月17日(五)，共計28天(主辦單位得視機票及課程規畫時間調整研習期

間) 

 

八、 研習費用 

4,500美元（約新台幣135,000元，實際金額以匯款至美國當日匯率換算）。 

※研習費用包括課程費、住宿費、餐費、美國接送機費、參訪門票等費用，不含護照費、機票費、

簽證費、醫療險。 

九、 相關資料與費用繳交期限 

2019年12月18日 TBA(To be announced) TBA TBA TBA 

□兩吋照片2張 

(背面書寫姓名)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及學習計畫書 

(紙本及電子檔) 

□在學歷年成績單 

□英檢證明 

□學生切結書及家長同

意書 

□保證金2,000元 

□其他有利甄選資料 

□有效晶片護照影本 

（辦理機票用） 

□役男出國核准影本 

（男生需繳交） 

□機票費 

(依團體開票金額收

費，匯款金額及帳號待

公告。) 

□免美簽申請許可

核准影本 

□學費4,500美元 

(方便作業一律收新台

幣，匯款金額及帳號待

公告。) 

 

十、 取消退費及扣款 

1. 退費事項： 

(1) 學費：於主辦單位學費匯款日後因故不克成行者，預繳學費不可退費。 

(2) 機票費：赴美機票已開立後，因故不克參加者，須自行負擔機票違約金及機票退票損失。 

 (3) 保證金：因故不克成行者，依符合規定的程度退還部分或全額保證金費用。 

 (4)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SARS、H1N1等)不克成行者，扣除已支付之費用外，餘款退還。 



2. 扣款事項：參與學生研習結束未繳交報告或未參與成果競賽及發表會者，扣除全額保證金新台幣

2000元整。 

 

十一、 課程學分 

完整參與課程、繳交書面結案報告及參與成果分享會之研習生，可申請抵免本系選修課程 3 學分 

(語文課程之抵免請洽詢本校國際語文中心)。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學生於課程結束返國後2週內須繳交研習心得報告2,000字以上，並於新學期配合本校辦理研習成

果發表會，完成結案後，依符合規定的程度退還部份或全額保證金。 

2. 護照請同學自行辦理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址：http://www.boca.gov.tw/mp?mp=1)  

 

3. 役男(取得護照後)請務必辦理出國核准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4. 請自行線上辦理免美簽申請(取得護照後辦理：

(https://esta.cbp.dhs.gov/esta/application.html?execution=e1s1) 

 

5. 成員名單確定後，研習活動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皆公布於屆時公告之Line群組。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由學生填寫，請提供紙本及電子檔)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註 

（與護照相同） 

2 吋大頭貼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護照發照日期 

（範例 2013-12-02） 

 

護照有效日期 

（範例 2013-12-02） 

 

性    別  手    機  

E-mail  

就讀系所  學    號  

身分別 □大學       年級     班        

在校成績 平均成績： 班級排名百分比： 

研修領域別 管理領域 前往研修國別 美國 

研修期程 2020 年 6 月 20 日 ~  2020 年 7 月 17 日 

研修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研修學校地址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Kingston, RI 02881, USA 1.401.874.1000  

在台聯絡人資訊 

姓名 關係 電話 地址 

   （郵遞區號□□□） 

※註：英文名字請以護照為主，若尚未申請護照者，請至外交部網站查詢。 

 

二、 資料繳交查核確認表 

2019年12月18日 TBA(To be announced) TBA TBA TBA 

□ 兩吋照片2張 

(背面書寫姓名) 

□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及學

習計畫書 

(紙本及電子檔) 

□ 在學歷年成績單 

□ 英檢證明 

□ 學生切結書及家長同意書 

□ 保證金2,000元 

□ 其他有利甄選資料 

□ 有效晶片護照影本 

（辦理機票用） 

□ 役男出國核准影本 

（男生需繳交） 

□機票費 

(依團體開票金額收費，匯款

金額及帳號待公告。) 

□免美簽申請許

可核准影本 

□學費4,500美元 

(方便作業一律收新台幣，匯

款金額及帳號待公告。)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2020 美國羅德島大學暑期海外移地教學」學習計畫書 

姓名  學號  班別  

聯絡方式 TEL：                手機： 

E-mail  

社團活動  

得獎事蹟  

專長證明  

交流國家/ 

學校 
 交流日期  

參與動機  

學習內容  

預期成效  

（上表不敷表達時，請另附紙張接續說明）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2020 美國羅德島大學暑期海外移地教學」 

學生切結書&家長同意書 

 

本人             （學號           ）為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學生， 

將申請參加美國羅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與本校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之  

海外學園移地合作教學活動，時間自2020年6月20日至7月17日，本人將恪遵活動期間

之相關規定，絕不做出任何損害兩校校譽之不法行為。 

 

※家長同意子女參加此次移地教學活動。 

 

此致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立具結保證人：               （簽名蓋章） 

 

家長：                       （簽名蓋章） 

緊急聯絡方式: 

與學生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