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劉佩姍
所屬系所/年級： 經營管理系/碩三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kua345678@yahoo.com.tw
研修國家： 美國 研修學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研修期間：西元 2015 年 9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為提升英語能力、學習更道地的英語、能自在地使用
英語對談、體驗美國在地文化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5 年 2 月 2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5 年 2 月 24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5 年 6 月 18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oia.ntut.edu.tw/ezfiles/19/1019/img/2223/195613546.pdf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496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 American Institute Taiwan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有效護照、簽證申請費付款收據、
DS-160 確認頁
申請所需時程： 2015/7/8 (申請日期) 2015/7/14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 其他：申請期間先自行
於 UMD 官網上選定欲修習課程，抵達 UMD 後再與當地顧問面談，
選課僅能透過 UMD 顧問本人線上操作。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18
下限
9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 否  其他：
課程難易度： 困難 ■ 普通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 無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Proj Mgmt & Leadership Skills
Media Design & Animation
English Test Prep
語言學習資源：■ 有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任何英語學習問題皆可前往 Writing center 詢問
網址→https://umdearborn.edu/casl/writ_center/

學分：3
學分：3
學分：3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326,37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Registration Assessment 費用： 7,029 (新台幣)
其他項目： Technology Assessment 費用： 4,257 (新台幣)
其他項目： Health insurance 費用： 16,335 (新台幣)
其他項目： Course Fees 費用： 1,650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 355,641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否
校外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雙人房 ■其他： 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人房  寄宿家庭 ■自行租屋(4 人房) 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研修學校 朋友
■網路-網址 https://umdearborn.edu/housing_referral_services/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24,5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Lone Oak & Town Center Dr (距學校距離： 7min
)
■火車 站名：Dearborn Station (DER)
(距學校距離： 25min )

捷運 站名：
公共自行車 站名：
■其他：Uber

(距學校距離：
(距學校距離：

)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winter -15C~10C；summer 15C~30C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普通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無法比較。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Walmart。每週有 shuttle bus 接送。
其他：Kroger、Asian Supermarket Retail & Wholesale、Joe Randazzo's
Fruit & Vegetables。每週有 shuttle bus 接送。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Henry Ford Medical Center。步行 10 分鐘。
其他：Fairlane Town Center-由全美最大百貨公司 Macy’s 及 Sears、
JCPenney 組成的大型商場，商場內品牌應有盡有，包括台灣學生很
愛的 Michael Kors、Hollister 及 Victoria Secret 等。步行 10 分鐘。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其他：
校外
餐廳名稱：T.G.I.Fridays
類型：美式
步行距離：15min
餐廳名稱：A&W
類型：美式
步行距離：15min
餐廳名稱：Food Court in Fairlane Town Center 類型：美式、中式
步行距離：10min
其他建議
走出戶外、參與不同的社交活動，多與他人交流，不要怕去嘗試任何
可能性，才能帶回更多專屬於自己的回憶行囊歸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