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正大學 112 年度美國暑期遊學學分班 

招生簡章 

一、 活動名稱 

112 年度國立中正大學推廣暨數位中心【美國暑期遊學學分班】 

二、 活動目的 

為提供本校學生多元學習機會，透過短期海外遊學活動提升外語

能力，本中心規劃海外遊學學分班，鼓勵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出國

學習，認識外國朋友、拓展見聞，培養獨立自主能力，並深入瞭

解外國文化。 

三、 活動日期 

(一) 梯次 A1：2023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20 日，共計 14 天。 

(二) 梯次 A2：2023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2 日，共計 14 天。 

四、 主辦單位 

國立中正大學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五、 活動地點 

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 

六、 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在學學生。 

七、 語言程度 

可使用英語日常會話者。 

八、 招收名額 

(一) 每梯次預計招收 20-30 人。(20 人即成團，優惠人數合併計算。) 

(二) 若報名人數未達成團標準，主辦單位保留開團與否決定權；

倘若報名人數額滿，依報名先後順序優先錄取。 

九、 活動行程須知 

(一) 行程特色 

1. 本遊學團由中正大學教授親自領軍，強化學習歷程與 EMI

教學((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專屬師資課程豐



富學員們的體驗。 

2. 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為全美前 50 名之公立大學，並

獲美國最佳大學城第 1 名；理工學院為全球公立學校排名

第 2，商學院排名全球公立學校前 50 名。 

3. 本活動全程安排本校教職人員 1 名；在美期間，邁阿密大

學亦安排隨行人員 1 名。 

4. 本活動採團進團出，以確保師生安全。 

5. 重視當地文化交流與探索，由邁阿密大學為本團設計獨家

課程與景點，促進與他國學生間的多元互動。 

6. 課程皆由邁阿密大學各院所專任師資授課。 

7. 強調語言文化的實際運用，除課堂學習外週間與週末皆安

排豐富行程，提供學生們融入在地「開口說」的機會。 

8. 課程內容包含「語言文化課程」、「參訪暨觀光旅遊課程」、

「志工參與服務學習」三大主軸，詳細課程規劃請參與要

點十九。 

(二) 費用說明 

1. 費用包含： 

(1) 旅遊平安險。 

(2) 美國機場接駁費。 

(3) 美國邁阿密大學申請費。 

(4) 語言文化課程費。 

(5) 體驗活動費及門票費。 

(6) 學生宿舍住宿費。 

(7) 在美期間交通費。 

(8) 證明書費用。 

2. 費用不含： 

(1) 國際線來回機票費。 

(2) 護照新辦費用(效期須超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足者

須重辦)。 

(3) 觀光簽證線上申請 ESTA 旅行授權電子許可 14 美金。 

(4) 個人另行投保之保險費及行李超重費。 

(5) 活動行程表中未註明之任何消費，如額外付費活動、小

費及純屬個人消費。 

(三) 行程交通 

1. 提供美國當地機場接駁：辛辛那堤機場至邁阿密大學接駁

專車。 

2. 課程活動期間：提供交通票卡，移動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為主。 



(四) 行程住宿 

1. 入住：美國邁阿密大學學生宿舍。 

2. 房型：雙床型，2 人一間。 

3. 提供每週一次免費洗衣服務。 

4. 公共區廚房可供自炊。 

十、 證明書 

(一) 本中心核發推廣學分證明書 2 學分。 

(二) 美國邁阿密大學頒發活動證書。 

十一、 活動費用 

每人新臺幣 99,000 元整，請於報名時繳交。 

 

十二、 活動說明會 

(一) 第一場：開放同步視訊 

1. 日期：2023 年 4 月 28 日(五) 

2. 時間：19：00-21：00 

3. 地點：推廣中心校本部共同教室大樓 115 會議室 

(二) 第二場：開放同步視訊 

1. 日期：2023 年 5 月 26 日(五) 

2. 時間：19：00-21：00 

3. 地點：推廣中心校本部共同教室大樓 115 會議室 

十三、 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9 日(五)。 

十四、 報名繳交資料 

(一) 活動報名表。 

(二) 活動切結書。 

(三) 學生證、身分證及護照影本。 

 

十五、 注意事項 

(一) 預定行程、出發及回程日期可能因機位等因素而有所更

動，請以行前說明會提供之資料為準。 

(二)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報名人數未達成行標準，主辦單

位保有延期、變更或中止之權利。 



(三) 本活動不支應配合防疫措施所涵蓋之費用。 

(四) 前往美國時，登機前必須提供 14 天前已完整接種疫苗英

文版證明。 

十六、 退費原則 

本團為確保營期間的活動品質，出發前已投入許多前置工作、

時間及預繳經費。請於報名前謹慎考慮是否參與完整活動。若

已匯款學員，因臨時而無法參與者；或因應國內外備受重視之

疾病或天災（以下簡稱國內災害），本團退款方式如下： 

(一) 如為學員個人因素，於 2023年 4月 31日前(含)退回團

費用百分之九十；之後，恕不退回。 

(二) 若無法成團，將全額退回。 

(三) 如因天災、罷工、交通狀況等不可抗拒之偶發事件，保

留更動權。 

  



十七、 預定行程表 

【梯次 A1】2023年 7月 6日至 7月 20日 

第 1 週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5 7/6 7/7 7/8 

上午 

搭機出發 

抵達美國俄

亥俄州辛辛

那堤 

邁阿密大學

相見歡／ 

早餐時光／ 

校園導覽／

學生中心 

當地農夫

市集參訪 

 

下午 傳統市場參

訪 

團康活動 

戶外體驗 

晚上 

 

第 2 週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上午 牛津巡禮 

邁阿密市中

心／ 

牛津社區 

藝術參訪 

語言文化 

課程 

農產研究園

區志工服務 

語言文化 

課程 

國王島 

主題樂園 

娛樂中心 

下午 

辛辛那堤

巡禮：

Devou 公

園／ 

紐波特南

岸大橋 

職涯中心 

VR 體驗 

電競空間 

馬術中心 
溜冰體驗／

冰上競技場 

地熱發電設

施／ 

商學院參觀 大型購物

中心血拼 
晚上 校園活動／交流活動 城鎮音樂會 

 
第 3 週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上午 彈性時間 
語言文化 

課程 

芬德利 

市集參訪 

語言文化 

課程 

漢米爾頓 

參訪 

搭機返國 下午 代頓市／

空軍博物

館 

藝術中心／ 

陶藝工坊 

西校區地標 

“自由之夏” 

自由中心博

物館／ 

俄亥俄河 

游船 

前往 

辛辛那堤 

機場 

晚上 校園活動 

 

  



【梯次 A2】2023年 7月 19日至 8月 2日 

 
第 1 週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19 7/20 7/21 7/22 

上午 

搭機出發 

抵達美國俄

亥俄州辛辛

那堤 

全球職涯 

發展 

腳踏車 

公益活動 

志工服務 下午 
相見歡 

戶外野餐 

辛辛那堤 

紅人隊 

棒球賽 

晚上 城鎮音樂會  

 

 

第 4 週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上午 彈性時間 
語言文化 

課程 

麥古飛 

博物館 

語言文化 

課程 

語言文化 

課程 

韋斯頓森

林州立公

園 

娛樂中心 

下午 
代頓市／

卡里隆 

歷史公園 

參訪 

理工學院 

團康活動 

戶外體驗 

辛辛那堤 

動物園 
創客中心 

巴特勒 

聚會 
大型購物

中心血拼 
晚上 校園活動 城鎮音樂會  

 

第 5 週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日期 7/30 7/31 8/1 8/2 8/3 8/4 8/5 

上午 
彈性時間 

當地機關 

參訪 

全球 

職涯發展 

語言文化 

課程 
成果發表 

前往 

辛辛那堤 

機場 

搭機返國 
下午 

水上運動 

中心 

金字塔山 

旅遊 

最後 

血拼時間 

閉幕典禮 

辛辛那堤

博物館 

中心 回程準備 

晚上 校園活動 城鎮音樂會 

 



十八、 亮點行程 

圖片示意 亮點課程/景點 

邁阿密大學-馬術中心(Equestrian Center)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邁阿密大學提供學生們豐

富多元的課程，其中馬術

為具代表性之一。擁有 65

年歷史的馬場以及經全國

認可的馬術隊，每學期都

有超過 400 名學生參加課

程。學員們無須擔心沒有

騎馬的經驗，因為他們時

常舉辦夏令營，讓沒有任

何經驗的同學也能快速上

手並輕鬆駕馭。 

邁阿密大學-商學院(Farmer School of Business)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邁阿密大學牛津分校的商

學院為全美排名位居 16

名。學院注重小班教學，不

論是教師或是學生，在各

自的領域裡皆有卓越的研

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商學

院強調跨學科的綜合學習

和知識的實際運用，有非

常專業師資培養學生世界

觀、領導才能與科技應用

的能力。 

邁阿密大學-學生餐廳(Dining Hall)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這趟旅程學員們絕對不需

要擔心吃「吃不好」的問

題！邁阿密大學提供非常

優質的學生餐廳(曾獲得

全美公/私立大學學生餐

廳排名第 18名、俄亥俄州

的第 1名)。全校擁有 30多

個用餐地點，注重飲食均

衡與衛生，獲得 50 多個烹

飪獎項和數個餐飲大賞，

為的就是提供學生們更多

元及健康的用餐選擇。 

邁阿密大學-食品農場(Food farm)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食品農場隸屬於環境與永

續發展研究所，透過邁阿

密大學的師生與牛津社區

間的合作，目標在解決食

品、健康和永續農業問題。 

學員們藉此在農場中服務

學習，除了學習初階英文

農務經營與交流溝通外更

能培養環境永續之議題關

注，成為環境友善的一份

子。 

美國職棒-辛辛那提紅人隊球賽(Cincinnati Reds Baseball Game) 

 

辛辛那提紅人隊是美國職

棒大聯盟中最早成立的一

支職業棒球隊，並曾獲五

次世界大賽(World 

Series) 總冠軍。為使學

員們更加了解美國運動文

化與相關產業發展，將安

排學員到紅人隊在辛辛那

提主場參觀季賽。體驗專

業級的大型棒球場館設

施，一起感受球迷們的熱

情！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國王島遊樂園(Kings Island Amusement Park) 

 

圖片來源: https://www.tripadvisor.com/ 

擁有佔地 147 公頃的國王

島，是美國中西部最大的

水上樂園，也是美國第二

大季節性遊樂園，就位在

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遊

樂園包含了 100多個景點、

14 個大大小小的雲霄飛

車和 13 公頃的水上樂園。

絕對會是青少年們的絕佳

遊樂天堂！ 

韋斯頓森林州立公園(Hueston Woods) 

 
圖片來源: https://www.greatohiolodges.com/ 

韋斯頓森林公園是座州立

公園。腹地約 1,200 公

頃，其中包括一個 253 公

頃的人工湖。園內可進行

多元的休閒活動，如：划

船、打高爾夫、釣魚、露

營、游泳等，除此之外，

它也是座擁有豐富生態的

公園，遺留許多古代海洋

生物的化石，更被譽為國

家級自然地標。 

芬德利市集(Findlay Market) 

 

芬德利市場是俄亥俄州仍

在營運歷史最悠久的傳統

市場，每年擁有超過 100 

萬的遊客來訪。該地區為

著名的歷史街區，路上隨

處可見 19世紀的骨董級建

築。學員們可在這享用多

元美味的在地美食逛當地

市集，享受愉悅週末風情，

市集也會有許多街頭藝人

和歐美後裔的文化表演。 



圖片來源: https://www.findlaymarket.org/ 

自由中心博物館(Freedom Center) 

圖片來源: https://miamioh.edu/ 

國家地下鐵路自由中心位

於俄亥俄河岸旁。在過去

南北戰爭中，俄亥俄河是

將南方蓄奴州與北方自由

州分隔開來的巨大天然屏

障。博物館自 2004 年開

業以來，填補了美國文化

遺產的巨大空白。館藏以

地下鐵路的故事出發，闡

述從古至今人們不斷因爭

取自由而引發的抗爭，激

發學員們思考自由在生活

中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