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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 Step by Step 
近年來，利用寒暑假出國學習語言越來越普遍。遊學時身歷其境，不僅對語言學習有所

幫助，對於瞭解當地文化、生活習慣，也是很好的機會。一般而言，若想趁暑假出國短

期遊學，大約兩、三個月前就要事先準備申請或報名，以下就個人經驗，將遊學前應該

考慮及準備的事項步驟化，以供參考。 
----------------------------------------------------------------------------------------------------------------- 

Step 1）我要去遊學嗎？ 

＠遊學要花不少錢，先想想，自己真的想去嗎？ 
＠再想想，到底是想「遊」？還是想「學」？這很重要喔！想玩的話，課程別排得太 
滿；想在學校多學點東西的話，那可得多用功。 
 

Step 2）經費問題 

＠遊學費用大致如下：申申請請註註冊冊費費、、學學費費、、教教材材費費、、食食宿宿費費、、護護照照簽簽證證申申辦辦費費用用、、機機票票  
費費、、接接機機費費、、當當地地交交通通費費用用、、保保險險費費、、電電話話費費、、生生活活零零用用金金、、代代辦辦費費用用…………等等。。 

＠費用依遊學地點、上課方式、個人消費等因素會有所差距，基本上物價較高的城市如 
紐約、倫敦，費用當然也會比較高。 

＠一般說來，為期一個月的遊學團，價格大概在台幣 120,000-180,000元，歐洲團大概 
會比美加團貴上 10,000元，大都市又會比一般城市的價錢來得高。 

＠計算每一種費用的時候，記得貨比三家不吃虧喔！ 
 

Step 3）我想去哪裡？要去多久呢？ 

＠想去哪個國家？哪個城市？ 
以下列出幾處熱門的遊學地點…… 
美國：紐約、波士頓、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聖地牙哥、芝加哥…… 
英國：倫敦、劍橋、牛津、愛丁堡…… 
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 
澳洲：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 
紐西蘭：奧克蘭…… 
日本：東京、大阪、北海道…… 

＠不同的國家城市，風俗文化各不相同，學到的東西也有所差異唷！^^ 
＠建議到各地的觀光局網站參考看看，自己喜歡最重要。 
 

Step 4）遊學團？代辦？自助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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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團：每年五月，遊學團相繼開始招生，建議多參考幾家遊學團（可可以以上上 YYAAHHOOOO!!，，  
搜搜尋尋〝〝遊遊學學團團〞〞，或者到各家旅行社詢問），詳細比較其課程內容、食宿、安全問題、 
價格等等。另外，與遊學團簽約時，先將意外狀況或退費方式溝通清楚，免得自身 
權益受損。（報名遊學團時，記得先簽約，保障個人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有定型化契約可供參考，請自行上網下載： 
http://www.cpc.gov.tw/02main_resource.htm。）除此之外，同學得注意，有時打 
著 XX University遊學團，可能並非真的就是由 XX University所主辦，而是坊間語 
言機構跟 University借場地上課罷了，對於專程要到 University上課的同學，請特 
別留意。 

＠代辦：現在坊間有很多代辦中心，旅行社有時也會提供代辦的服務，可以多加詢問。 
記得問清楚代辦費用以及代辦內容，譬如有些僅代為申請學校，有些則從頭到尾都 
由代辦處理。要和代辦多多溝通，才有辦法找出最適合你的選擇。另外，代辦時得 
把自己的資料交給代辦中心，一定要找較可靠或較有信譽的代辦中心。 

＠自助遊學：自助遊學其實不難，比較麻煩倒是真的，一切手續都要自己來。不過，由 
於事必躬親，學到的經驗當然也會比較多囉！建議想多接受挑戰的你，不妨選擇自 
助遊學。^^ 
 

以下我們將以自助遊學作為介紹重點。 

Step 5）選學校囉^o^~~~ 

＠搜尋方式：一般而言，滿多學校都會開設寒暑假課程，可以上上當當地地 YYAAHHOOOO!!搜搜尋尋（（在在  
台台灣灣 YYAAHHOOOO!!首首頁頁可可以以找找到到世世界界 YYAAHHOOOO!!的的連連結結方方式式）），，輸輸入入 SSuummmmeerr  SScchhooooll、、  
SSuummmmeerr  SSeessssiioonn、、LLaanngguuaaggee  CCeenntteerr、、LLaanngguuaaggee  PPrrooggrraamm…………等等關關鍵鍵字字，便 
可找到很多資料。另一個小秘訣便是蒐集坊間遊學團、代辦中心所代辦的學校，再 
自己上那個學校的網站瞧一瞧。例如有許多遊學團會到 UCLA，那你自己便可以上 
UCLA的網站，看看他們的課程。 

＠主辦單位：一般而言，大專院校內負責短期語言課程的單位，多屬該校的 LLaanngguuaaggee    
CCeenntteerr或 EExxtteennssiioonn  PPrrooggrraammss。 

＠學校地點：市區 / 交通便利，消費較高。 
市郊 / 較不方便，消費較低。 

＠課程：最常見的就是一般英文課程，除此之外，或許還會有商業英文、學術英文、 
TOEFL、GMAT、IELTS的課程，甚至有 MBA先修課程，而且有些課程是可以拿
到學分的。 

＠課程時間：較常見的是兩週或三週的課程，為期較長的也有到八週、十週。特別注意 
有些語言學校的課程是每週開班的，這樣一來，時間就更有彈性了。另外，還要注 
意每週上課的時數、天數等等，這會影響到學費的價格。 

＠有些遊學團常去的城市或學校，寒暑假時會有不少的華人前往，常常發生「到了國外， 

http://www.cpc.gov.tw/02main_resour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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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天天講中文」的情況，所以在選擇學校時，各國人數還是越平均越好。^^ 
＠一般而言，我們較難掌握學校設備、課程內容或師資品質等資訊，可以多多詢問曾經 
到過當地的朋友，問問人家的經驗。還是那句話：貨比三家不吃虧！選校很重要， 
謹慎一點比較好。 

 

Step 6）提出申請 

＠選定學校與課程之後，便可開始申請。務務必必詳詳讀讀書書面面資資料料或或網網站站上上所所寫寫的的申申請請方方法法，，  
包包括括課課程程選選擇擇及及費費用用多多寡寡，，還還有有「「意意外外狀狀況況」」的的退退費費方方式式，，也也要要看看得得一一清清二二楚楚。。如 
果還是不瞭解，最好寫 e-mail去確認一下比較安全，筆者尤其建議全確認完了再交 
錢，比較保險。 

＠申請表格：每個學校的申請表格及申請方法都不太一樣，不過，基基本本上上要要填填寫寫的的不不外外  
乎乎是是個個人人詳詳細細資資料料、、選選課課及及申申請請住住宿宿等等等等，，有有些些還還會會要要求求附附上上自自傳傳與與財財力力證證明明，，另另  
外外，，也也會會明明列列出出付付款款方方式式、、簽簽證證資資訊訊等等等等。一般而言，申請方式及相關資料都可以 
從網路下載；有些則是要請學校郵寄，那就得花多一點時間囉！資料應該都是原 
文，建議多印幾份，免得寫錯。 

＠申請費：許多學校都會在學費以外，額外加上不太便宜的申請費用。不過為了申請學 
校，這錢還是得乖乖地花呀！ 

＠住宿申請：申請學校時，注意是否可以同時申請宿舍或相關住宿地點，免得學校申請 
到了，卻沒地方住，這樣就糗囉！=P 

＠住宿方式：HHoommee  SSttaayy（優）較便宜；設備較齊全；可與家庭成員聊天，真正瞭解當 
地生活。 

  （缺）較不自由；HS品質有好有壞；從 HS到學校需要交通 
費。 

學學校校宿宿舍舍有單人、雙人或多人一間的；衛浴也有獨立或共用之分，要看清 
楚。 

                    （優）較自由；可認識其他國家的室友；省下交通費。 
                    （缺）價格較 HS貴一些；名額有限，及早申請為妙！ 
            租租公公寓寓（優）獨立；自由；可體會獨自在外居住的感覺。 

（缺）價格又比宿舍來得高；設備不一定齊全。 
            旅旅館館（優）方便；自由；設備齊全。 

（缺）長期住下來，應該「很」貴吧！=P 
＠單單字字提提供供  //  hhaallff--bbooaarrdd：：包包括括早早、、晚晚餐餐  
                        ffuullll--bbooaarrdd：：供供應應三三餐餐  
                        BB&&BB：：bbeedd  &&  bbrreeaakkffaasstt，，提提供供床床與與早早餐餐 
＠其他： 
※在選擇住宿方式時，有些是包早餐、晚餐，有些則是只包早餐，價格也會超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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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的問題也要注意，是包含在住宿費當中，或是還要自己拿去洗衣店洗？ 
※不少老外有養寵物的習慣，若對寵物過敏，選擇 HS時就要事先問清楚。 
※租公寓可能會依地點而有不同的租賃規定，要查清楚。 

 

Step 7）等待入學許可、辦理簽證 

＠由於從寄出申請表至收到學校回覆，起碼需要 3-4週（甚至更久）的作業時間，最好 
提早申請。 

＠有些學校會在收到申請表數週後，請你將學費匯過去；有些則可採刷卡付費，要特別 
注意安全性，如果採郵寄信用卡卡號時，加個掛號保險些！學校在收到費用後，便 
會寄發入學許可給你，你即可持入學許可去辦理該國簽證。 

＠關於簽證，記記得得注注意意一一下下要要辦辦何何種種簽簽證證，，每每個個國國家家的的申申請請方方式式及及所所需需文文件件也也不不盡盡相相  
同同，，可可以以到到外外交交部部領領事事事事務務局局查查詢詢相相關關資資料料（（hhttttpp::////wwwwww..bbooccaa..ggoovv..ttww））。。另外， 
辦護照也需要時間，建議提早申請。 

 

Step 8）購買機票 

＠購買機票時，可以到旅行社詢問較便宜的學生票，或是上網查詢，尤其五、六月間， 
網路上會有滿多特價機票，可以多方比價。 

 

Step 9）行前準備工作 

＠SARS疫情問題 
（1） 直至九十二年五月中，各國尚未提出不准台灣人民入境的規定，但建議同 
學還是密切注意，免得到時候無法入境，或是入境後要被隔離，那就很掃興囉！建

議上外交部網站，或上各國在台辦事處的網站，查詢是否禁止台灣人民入境或入境

後需先隔離等措施。以下列出幾個參考網站： 
世界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en/ 
台灣外交部http://www.mofa.gov.tw/newmofa/index.htm 

    美國在台協會http://ait.org.tw/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http://www.btco.org.tw/Mandarin/Index.asp 
（2） 由於 SARS疫情的變數還很多，建議在繳交任何費用之前，都先問清楚退 
費方法，以減少損失。 

＠行前英文準備 
（1）第第一一天天到到學學校校時時，，基基本本上上會會有有個個小小測測驗驗，，作作為為能能力力分分班班之之依依據據。。 
（2）台灣學生到了國外，問題大多出在「聽力」，聽不懂老師上課，筆者建議在台
灣就得先想辦法密集訓練自己的聽力。 
（3）出國旅行會用到的單字、會話，可在行前先複習準備，外外語語自自學學室室有有滿滿多多  

http://www.who.int/en/
http://www.mofa.gov.tw/newmofa/index.htm
http://ait.org.tw/
http://www.btco.org.tw/Mandari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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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遊遊英英語語教教材材，，可可以以善善加加利利用用。。比比如如有有錄錄音音帶帶及及 CCDD教教材材：：BBaassiicc  SSuurrvviivvaall、、EEnngglliisshh  
ffoorr  TTrraavveell、、TThhee  TTrraavveelleerr''ss  GGuuiiddee  ttoo  EEnngglliisshh、、空空中中英英語語教教室室旅旅遊遊篇篇；；錄錄影影帶帶教教
材材：：DDiissccoovveerriinngg  tthhee  UUSSAA、、SSuuppeerr  CCiittiieess::  NNeeww  YYoorrkk。。  
（4）在國外，免不了會跟外國人聊到「台灣」。行行前前可可以以向向外外交交部部索索取取介介紹紹台台灣灣風風  
土土民民情情的的小小冊冊子子，惡補一下相關單字，準備到時好好地推廣福爾摩沙的好山好水， 
建立國民外交。 

＠安全問題 
（1）出門在外，安全第一！不管到哪裡，自己要多留意安全，最最好好上上外外交交部部網網站站 
查查詢詢駐駐外外單單位位的的聯聯絡絡方方式式，，並並隨隨身身攜攜帶帶。。 
（2）平常自己有可能用到的藥物，如感冒藥、胃腸藥……，最好出國前就先備齊。 
（3）若有購買保險，先問清楚如如在在國國外外就就醫醫，，需需要要帶帶回回哪哪些些證證明明，，以以便便回回國國時時申申 
請請理理賠賠。 
（4）小小心心財財不不露露白白！！！！最好把錢放置在不同的包包，分散風險，以免盤纏遭小偷 
扒走！ 

＠旅遊 
（1）「遊」學嘛，免不了到當地參觀：建議行前多多閱讀當地的旅遊資訊，規劃 
課餘行程；獲取旅遊資料的方法有很多，書籍、網路、雜誌…都不賴唷！^^ 
（2）國際學生證、國際青年旅館卡：先在台灣辦好國際學生證、國際青年旅館卡， 
在某些國家就可以買便宜的學生票啦！有些旅社還可以憑證打折唷！要怎麼申請

呢？到 YAHOO!輸入〝國際學生證〞就可以找到答案囉！^o^ 
（3）交通資訊：有沒有大眾交通工具可搭乘？怎麼搭？如果沒有，是不是要租車？ 
怎麼租呢？這些資料都可以在行前就蒐集好，例如：到英國倫敦便可購買公車月票

London Pass，可以省下一大筆交通費。至於國際駕照可在台灣先辦好，怎麼辦哩？
一樣到 YAHOO!，輸入〝國際駕照〞，很方便喔！^^ 
（4）氣候：是比較涼？比較熱？會不會下雨呢？瞭解天氣狀況，才知道怎麼帶衣 
服嘛！ 
（5）電壓：如果帶電器用品，記得考慮電壓不同的問題，帶個變壓器，蠻方便的 
喔！ 
（6）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是難免的啦！可以事先看些影集，瞭解一下當地的生活、 
文化。 
（7）種族歧視：有些地方似乎還存在著種族歧視的問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8）國際電話卡：在台灣購買國際電話卡，打電話回台灣會比較便宜唷！ 

＠當地消費 
（1）隨身帶個小計算機，計算匯差。 

    （2）外幣兌換：建議先在台灣購買當地外幣，基本上，常用的外幣在台灣銀行都 
購買得到。若攜帶現金有安全上的顧慮，也可以在台灣購買旅行支票，再到當地銀 
行兌換，不過要扣點手續費就是了！ 
（3）信用卡：出國帶信用卡真的滿方便，但記得先向銀行問清楚「國外辦理臨時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學習單張 經驗分享系列                                         GNR-005 

遊學 Step by Step                            第6頁（共 6頁）2003.05 

掛失」的方法。另外，在國外用信用卡消費，有些銀行會酌收手續費。 
（4）稅金、小費：在有些國家，購物要外加稅金。還有，退稅方式最好也在出 
國前問清楚，這一點旅行社一定知道，可以打電話去問。另外，歐美國家有給小費

的習慣，別忘了入境隨俗唷！^^ 
＠準備小禮物 
出國前可以準備具有台灣文化的小禮物，送給照顧你的 Host Family或外國好友。 

＠當個好國民 
出門在外，切記當個好國民，千萬別做出一些違反規定的事。 

 
★★★★★最後再提醒你一句，出門在外，凡凡事事多多小小心心，，事事前前多多準準備備，，安安全全第第一一！^o^  
 

遊學資訊如何找？ 

⊕ 台灣外交部：http://www.mofa.gov.tw/newmofa/index.htm 
⊕ 護照申請：http://www.boca.gov.tw 
⊕ 世界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en/ 
⊕ 遊學雜誌：遊學八卦王http://www.usee.com.tw（市面上還有許多雜誌，不一一列舉。） 
⊕ 旅遊雜誌：MOOK http://travel.mook.com.tw 
⊕ 國際機票：http://www.eztravel.com.tw 
⊕ 中華民國留學資訊站：http://www.saec.edu.tw/ 
⊕ 各國駐台教育推廣中心。 
⊕ 各大 BBS。 
⊕ 各國教育展：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在春季、秋季常常會有各種 
教育展，可以趁機蒐集資訊喔！ 

⊕ 詢問有遊學、旅遊經驗或當地的親友。 
 
作者：東吳大學政治系三年級 李佳倪 
曾於 1998年至英國劍橋遊學，預計 2003年暑假前往英國倫敦自助遊學一個月。 

 
^^以上是佳倪平日閱讀書報以及上網查詢的各種遊學資訊，再加上自己一點點遊學小心得所彙
整出的資料，希望可以提供給有興趣出國遊學的人參考，如文中有不足之處，請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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