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covery of San Francisco
中華大學 – 舊金山州立大學語文研習團

◆ 我們將在美麗的舊金山州立大學校園內，提供一個結合語文及文化學
習，為時兩週的課程 (2019/08/26 ~ 2019/09/06)。
＊申請資格: 18歲以上

◆ 課程特色:
*增進語文學習與溝通技巧
*特邀嘉賓、在地人一起練習英文，增進您的詞彙量和學習日常生活用語
*參觀當地大學
*認識舊金山，探索矽谷科技，新創產業，以及這個具全球創業能力和創
新中心的都市
*探索整個城市的藝術、文化、商業活動，與特色的街區，體驗舊金山當
地生活
*提供您無限制搭乘當地巴士及輕軌的乘車卡，讓您免費乘車探索舊金山
◆

課程日期: 2019年8月26日~2019年9月06日(有老師隨行)
出發日期: 2019年8月25日 (預定08/25出發，以實際購票情況為主)

★ 若本團人數不足確定無法成行，旅行社會在報名截止後10天內全額退費，尚請見諒。

◆

費用: NT 138,520

(★ 現金優惠價 NT 135,820)

費用包含:
* 經濟艙來回機票(含機場稅、燃料稅)
* 食宿費用 (兩週，兩人一房，含26餐，舊金山州立大學Off
Campus 宿舍，搭公車去學校約15分鐘)
* 舊金山大眾交通工具無限制搭乘月票*1

* 機場接送
* 保險
* 課程費
* 課程材料費用
* 兩週 30 小時課堂教學
* 兩週 16 小時的校外教學和文化活動
* 兩週 4 小時大學教授或各行業專家的客座講座
* 舊金山海灣遊船，或當地體育比賽等活動
* 參觀舊金山各個街區、地標、商業大樓、美術館、博物館
和當地大學(包含入場費和交通費)
★ 費用不包含:
1. 新辦護照、ESTA (美國電子旅遊許可證)等費用
2. 行李超重費用、旅遊期間可能產生的小費
3. 學員個人當地消費（郵電、禮品購買、個人娛樂等）
4. 課表內各類課後參訪與娛樂活動安排費用未列之額外
付費活動
5. 宿舍洗衣費用

◆ 歷年精彩程課介紹
1.

與 Facebook 和 Autodesk 的新產品開發經理進行討論

2.

柏克萊大學校園參觀

3.

參觀設計、製作和 3D 印刷設施

4.

在渡輪大廈的農夫市集品嘗美味的國際佳餚

5.

學生介紹關於文化的創新和創業的理念

6.

參加舊金山巨人隊棒球比賽

◆ 舊金山州立大學校園圖
1.

主要的校區靠近太平洋，是一個安靜且安全的街區

2.

市中心的校區坐落於商業區的核心，靠近社交媒體公司，包括
Twitter、Pinterest 和 Yelp。還有新的科技公司，像是 Airbnb 和 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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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中華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報名地點: 中華大學國際處
報名電話: 03-518 6774 (吳先生)
報名截止日期: 2019/07/10 (週三) 5:00 下班前截止。
注意:

*課程報名時請附護照影本
*所有費用需於報名時繳交
★ 現金優惠價 NT 135,820

*轉帳匯款:
郵局戶名: 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立帳郵局: 中華大學郵局 (郵局代號: 700)

存簿帳號: 00614160083116
(轉帳匯款後，請電 (03) 518 6774 或 email 到 wswu@chu.edu.tw 提供參團者姓
名以便對照)
*退費條件: 報名繳費完成後，如需要取消者，將依觀光局定型化契約退費規定
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