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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約 國 際 留 遊 學 Universal Education
2018 暑假

紐約遊學團・紐約大學NYU課程

全球商管領導營

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美語文化探索營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 Arts

[未來領導人] 全球商管領導營 Global Business Leadership

紐約大學
課程簡介

為了讓同學能夠提升商業管理、領導力、職涯規劃等方面的能力，NYU特別規劃此課程，
內容包括精選主題課程、策劃學生社交活動、組織案例比賽等。同學可在世界一流大學課堂
沉浸式地學習多個商管主題課程、赴各熱門院所參訪、和紐約學生交流，開拓國際視野，也
增進自我的競爭力。就算完全沒有商學背景知識也沒關係喔！
可報名梯次：第一梯次(高中生)、第二梯次(大學生)

[紐約客速成] 美語文化探索營 American Culture, History and Arts
以美國及紐約市為課本藍圖，讓同學從文化、藝術、生活等內容，輕輕鬆鬆、快樂學習最
活潑及實用的美語。要了解及熟悉一個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了解並融入他們的生活習
慣、人文、風俗，美語文化探索營就是這樣的課程 — 不單單是美語課，而是讓你融入紐約
的文化課！
可報名梯次：第二梯次(大學生)

活動特色

項目日期

・紐約大學課程 ・人文考察 ・名校巡禮 ・註冊紐約大學學生・官方證書 ・留美學長姐座談

第 1 梯：28天
2018・7 / 1 ~ 7 / 28
適合國三應屆、高中以上的同學
沒有商學背景知識也可以參加

第 2 梯：30天
2018・7 / 22 ~ 8 / 20

適合大學生(高三畢)、研究所在職人士
不限商學院、外文系等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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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課程並符合資格者，紐約大學頒發官方結業證書，利於未來申請學校或就業使用。

獲得證書
領取學生證

紐約大學結業證書

副院長、授課講師頒發證書

領取NYU學生證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縮寫為NYU）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精華區。學校於
1831年成立，今日已經成為全美國境內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紐約大學由18個學院和研究
所組成，同時在上海和阿布達比設有分校。紐約大學連續多年被評選為美國最想進入的理
想大學第一名，更擁有34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各類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其中法學院第4名，
教育學院第11名，商學院第13名。知名校友有前總統馬英九及其夫人周美青，新北市長朱
立倫，女神卡卡(Lady GaGa)，奧斯卡金像獎李安，澄果設計蔣友柏，演員王陽明等。

紐約大學

紐約大學以開放校園聞名

紐約大學商學院

學生來自世界130多個國家

美國一直是孕育高等教育學府及世界人才的地方，尤其又以美國東北部最早發跡。世界著名
的常春藤名校(Ivy League)就多位於此處，這八所頂尖學府除了有豐沛的教學資源外，強大
的校友連結和社會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而且校風及氛圍也都不一樣。
因此，除了紐約大學外，我們也將帶領同學前往這些美國頂尖學府參觀，深入體驗不同校園
的，感受追求卓越的氣氛。其中包括長春藤名校：哈佛大學(Harvard)、耶魯大學(Yale)、普
林斯頓大學(Princeton)、賓州大學(UPenn)、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另外還有麻省理工
學院(MIT)、茱莉亞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等。讓同學能見識世界最優秀的校園、學風及
學校生活。(不同梯次行程略有不同，請依照行程表為準)

頂尖
大學參訪

哈佛大學

賓州大學
賓州大學

耶魯大學
耶魯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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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細節
學生將在紐約大學課堂學習不同主題的課程，由紐約大學資深教授及學者授課。課程為小
班式安排，強調師生互動和小組討論，活躍學員的思維。
[未來領導人] GBL 全球商業領導營 除了商管專業知識外，更採用案例式教學，由實務角
度切入，讓同學能夠將專業與實務結合，進入職場後更能迅速上手。內容包括：領導能力
管理、創新與創業、市場營銷與品牌管理、財務管理及商務策劃案撰寫技巧。課程涵蓋大
學商學課程、MBA等基礎內容，可以讓同學對於未來出國深造的方向更清楚。

大學課程

[紐約客速成] ACHA 美語文化探索營 課程完整涵蓋融入美國文化最重要的三元素，可說
是快速成為紐約客的密集課程。課程皆以有趣的主題式安排，配合精彩的課後的行程，立
即體驗，潛移默化，印象最深。主題包括：American History(了解過去)、American
Arts (熟悉現在)及American Culture (完整融入)。

紐約大學全方位體驗。學生將充分體驗純正的美國校園生活。包括：領取紐約大學學生
證、入住紐約大學宿舍、在學生餐廳用餐、與美國學生互動交流、享用紐約大學的相關資
源以及設備、並由紐約大學學生輔導員陪伴同學一起活動及學習。

大學體驗

學習不只在課堂內，紐約大學的各項設施和資源更是你不能錯過的體驗！包括全美排名頂
尖的紐約大學圖書館，設備頂級的體育館(籃球場、健身房等)，以及不定期各項展覽和說
明會，每一項都是你提早認識世界頂尖大學的機會喔！

紐約大學
資源利用

紐約大學圖書館

結業典禮
團隊報告

學生將依據不同課程，以小組
為單位進行團隊比賽，並依照
當年度主題發表給所有參加的
同學。由校方指定的評審教授
對各小組進行提問、評分及建
議。可以充分讓同學發揮課程
中所學，也訓練團隊合作的群
體創意發想及溝通。

紐約大學職涯展覽

紐約大學運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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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

歡迎茶會及始業式
到紐約大學的第一天，校方主管
人員舉辦接待會歡迎所有學生。

新生說明
校方代表介紹學校的課程、生活、
住宿、用餐及各項資源。

校園導覽
由紐約大學學生大使帶領同學做校
園巡禮，認識周遭環境。

課堂進行
由紐約大學專業講師授課，與國際
學生混合編班，一般約15-20人。

分組討論
除了講課外，更重要的是分組討論
的時間，讓同學更能活用英文。

互動參與式教學
美國課堂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發
言，讓同學可以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特殊講座
由紐約大學安排不同主題的講座，
讓課程更豐富及生活化。

報告準備
課後同學於宿舍或圖書館討論上課
所學及結業報告的細節。

期末成果發表
檢視同學三週課程的成果，並由專
業講師給予建議及評論。

結業典禮
回顧過去三週在紐約大學的點點滴
滴，並和老師和其他同學約定再見

離別茶會
舉辦意義非凡的照片展覽，讓同學
可以分享自己的紐約故事。

領取修業證書
每個同學都會領取紐約大學製發的
證書，以利未來申請或就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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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紐約大學最令人響往的地方，就是整個紐約市都是紐約大學的校園。因此，除了在紐約大
學教室學習外，我們在課後時間當然也不能浪費這個體驗充滿資源及活力的機會！除了經
典地標、博物館外，還會帶領同學欣賞洋基棒球賽及百老匯音樂劇，充分體驗道地的美國
生活，也能更快速融入美國、融入紐約。即使是在吃喝玩樂，也都是學習，更能有不同的
收穫！詳細行程請見行程表。

自由女神

布魯克林橋

紐約市

High Line 高架公園

紐約證券交易所

中央公園

帝國大廈

洋基棒球賽

時代廣場

歌劇魅影

世貿中心觀景台

華盛頓廣場公園

林肯音樂中心

第五大道

蘋果紐約旗艦店

大都會博物館

蘇活藝術區

中央車站

華爾街金牛

兩個項目的行程安排略有不同，如因氣候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將會適時調整行程。

“If You Can Make It T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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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課程以外的時間，為了讓同學紓解緊湊課程的壓力，我們將會帶領同學暫時離開繁忙的紐
約市，到美東其他城市遊覽參觀，拓展視野。包括：波士頓名校遊覽、華盛頓特區政治及
紀念碑巡禮，以及前往加拿大欣賞世界七大奇景尼加拉瀑布及霧中少女號遊船。
波士頓 Boston

昆西市場

自由之路

波士頓龍蝦大餐

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美東
及
加拿大
旅遊

(加拿大為第二梯適用)

國會山莊

林肯紀念堂

韓戰紀念碑

白宮

航天太空博物館

越戰紀念碑

尼加拉瀑布、霧中少女號、風之洞 ｜ 入境加拿大(Canada) 第二梯次適用

尼加拉瀑布

搭乘霧中少女號遊船

赫許巧克力工廠(二梯)

每年我們也將特別安排目前在美國攻讀學位的學長姐，與同學分享申請、求學及生活的經
驗，讓同學在未來的規劃上，可以更有方向及動力。同時，我們也會邀請在美國就業的企
業台灣學長姐，分享求職、面試、職場的訣竅和心路歷程，可以幫助同學提早了解並做好
充足的準備。

經驗分享

“If You Can Make It T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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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日程 [第1梯] 全球商業領導營 GBL - 適合高中(國三)以上同學
日期

紐約大學NYU課程安排

課後活動

7/01 (日)

桃園機場集合

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入住NYU宿舍

7/02 (一)

辦理學生證，認識紐約大學(NYU)校園環境。參訪紐約第五大道、布魯克林大橋

7/03 (二)

參訪西村、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林肯音樂中心、茱莉亞學院(Juilliard)、42街巡禮

7/04 (三)

參訪時代廣場(Times Square)、欣賞洋基棒球賽(Yankee Game)

7/05 (四)
7/06 (五)

本日餐食請自理

紐約大學(NYU)校園導覽

NYU始業式、歡迎茶會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參訪聯合國(United Nations)

7/07 (六)

參訪自由女神像、自由島、艾麗斯島

本日餐食請自理

7/08 (日)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戶外活動及野餐日

本日餐食請自理

7/09 (一)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NYU美語文化課程

小組聯誼活動

7/10 (二)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世貿觀景台(The One Observatory)

7/11 (三)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布魯克林(Brooklyn)藝術區

7/12 (四)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7/13 (五)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參訪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 Museum)

7/14 (六)

參訪西點軍校(West Point)、Woodbury Premium Outlet

本日餐食請自理

7/15 (日)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本日餐食請自理

7/16 (一)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參訪金融區、華爾街

7/17 (二)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曼哈頓遊船(Circle Line Cruise)

7/18 (三)

NYU英語領導能力課程

高架公園及雀兒喜市集

7/19 (四)

NYU美語文化課程

小組報告討論時間

7/20 (五)

期末成果發表，頒發結業證書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7/21 (六)

搬離宿舍，前往費城、參訪自由鐘、獨立宮、賓州大學(UPenn)、巴爾的摩港

7/22 (日)

前往華盛頓特區(DC)，參訪白宮、國會山莊、林肯紀念堂、越戰韓戰紀念碑、博物館群

7/23 (一)

赫許巧克力工廠、康寧玻璃展示中心(Corning)、前往尼加拉瀑布

7/24 (二)

尼加拉瀑布巡禮、搭乘霧中少女號、體驗風之洞

7/25 (三)

抵達波士頓、參觀哈佛大學(Harvard)、麻省理工學院(MIT)

7/26 (四)

波士頓市區遊、自由之路、昆西市場、龍蝦大餐、參訪耶魯大學(Yale)

7/27 (五)

搭乘班機返回台灣

7/28 (六)

返抵國門

NYU保留調整活動及順序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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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日程 [第2梯] 全球商業領導營 GBL - 適合大學(高三)以上同學
日期

紐約大學NYU課程安排

課後活動

7/22 (日)

桃園機場集合

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入住NYU宿舍

7/23 (一)

始業式、歡迎茶會

校園導覽、時代廣場(Times Square)

7/24 (二)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蘇活藝術區(SoHo District)

7/25 (三)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第五大道及洛克斐勒中心

7/26 (四)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欣賞洋基棒球賽(Yankee Game)

7/27 (五)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聯合國(United Nations)、四十二街巡禮

7/28 (六)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茱莉亞學院，林肯音樂中心

本日餐食請自理

7/29 (日)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參訪及野餐

本日餐食請自理

7/30 (一)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

7/31 (二)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世貿中心觀景台(One World Observatory)

8/01 (三)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8/02 (四)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欣賞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8/03 (五)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參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

8/04 (六)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本日餐食請自理

8/05 (日)

參觀自由女神像 - 搭船前往自由島、艾麗斯島

本日餐食請自理

8/06 (一)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參訪金融區、華爾街(Wall Street)

8/07 (二)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8/08 (三)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高架公園(High Line)，曼哈頓島遊船

8/09 (四)

NYU全球商業領導課程

小組報告討論時間

8/10 (五)

NYU 結業典禮＆歡送茶會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8/11 (六)

搬離宿舍。參訪耶魯大學，前往波士頓，參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享用龍蝦餐

8/12 (日)

波士頓市區導覽，探索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參訪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

8/13 (一)

尼加拉瀑布，搭乘霧中少女號，風之洞(The Cave of the Winds)，前往加拿大。

8/14 (二)

參訪康寧(Corning)玻璃展示館，前往威廉波特(Williamsport)

8/15 (三)

赫喜(Hershey’s)巧克力工廠，巴爾的摩港，前往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8/16 (四)

參訪國會山莊，白宮，越戰韓戰紀念碑，林肯紀念堂，Smithsonian博物館群

8/17 (五)

前往費城，自由鐘、獨立宮，參訪賓州大學(UPenn)，參訪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8/18 (六)

前往Woodbury Premiun Outlet 美東最大暢貨中心

8/19 (日)

紐約甘迺迪機場搭機

8/20 (一)

返抵國門

NYU保留調整活動及順序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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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日程 [第2梯] 美語文化探索營 ACHA - 適合大學(高三)以上同學
日期

紐約大學NYU課程安排

課後活動

7/22 (日)

桃園機場集合

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入住NYU宿舍

7/23 (一)

始業式、歡迎茶會

校園導覽、時代廣場(Times Square)

7/24 (二)
7/25 (三)
7/26 (四)
7/27 (五)

美國
紐約
地理
建築
專題

NYU美語文化課程

紐約四十二街(42nd Street)巡禮

NYU美語文化課程

第五大道及洛克斐勒中心

NYU美語文化課程

欣賞洋基棒球賽(Yankee Game)

NYU美語文化課程

蘇活藝術區(SoHo District)

7/28 (六)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茱莉亞學院，林肯音樂中心

本日餐食請自理

7/29 (日)

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參訪及野餐

本日餐食請自理

7/30 (一)

NYU美語文化課程

高架公園(High Line Park)

NYU美語文化課程

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

NYU美語文化課程

布魯克林街頭藝術區

NYU美語文化課程

欣賞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NYU美語文化課程

參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

7/31 (二)
8/01 (三)
8/02 (四)

美國
紐約
藝術
專題

8/03 (五)
8/04 (六)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本日餐食請自理

8/05 (日)

參觀自由女神像 - 搭船前往自由島、艾麗斯島

本日餐食請自理

8/06 (一)
8/07 (二)
8/08 (三)
8/09 (四)
8/10 (五)

美國
紐約
歷史
文化
專題

NYU美語文化課程

世貿中心觀景台(One World Observatory)

NYU美語文化課程

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

NYU美語文化課程

華爾街(Wall Street)、曼哈頓島遊船

NYU美語文化課程

小組報告討論時間
小組聯誼活動時間

NYU 結業典禮＆歡送茶會

8/11 (六)

搬離宿舍。參訪耶魯大學，前往波士頓，參訪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享用龍蝦餐

8/12 (日)

波士頓市區導覽，探索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參訪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

8/13 (一)

尼加拉瀑布，搭乘霧中少女號，風之洞(The Cave of the Winds)，前往加拿大。

8/14 (二)

參訪康寧(Corning)玻璃展示館，前往威廉波特(Williamsport)

8/15 (三)

赫喜(Hershey’s)巧克力工廠，巴爾的摩港，前往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8/16 (四)

參訪國會山莊，白宮，越戰韓戰紀念碑，林肯紀念堂，Smithsonian博物館群

8/17 (五)

前往費城，自由鐘、獨立宮，參訪賓州大學(UPenn)，參訪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8/18 (六)

前往Woodbury Premiun Outlet 美東最大暢貨中心

8/19 (日)

紐約甘迺迪機場搭機

8/20 (一)

返抵國門

NYU保留調整活動及順序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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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同學心得

Cindy

Jordan

Evelyn

來美國，認識了很多朋友。在課程中，不管是來自哪
個國家，都能用最短暫的時間熟悉彼此。剛開始踏上
這塊土地，心情是沒那麼愉快，尤其是進到宿舍，什
麼事都要自己處理，原本以為夠獨立的我，還是有很
多進步空間。真正上課時，沒想到沒有那麼簡單，幾
乎每一次都需要上台報告，而且是當場給你主題。不
過我也學到很多，從排斥到喜歡到期待。跟外國人一
組，學到他們的團隊合作、大方，什麼問題都勇於去
問，跟老師相處也比台灣要好的多，有尊重也有像同
學的感覺。在這種環境下讀書，覺得能得到更多。
這趟旅程是我第四次來到美國，同時也是第一次來到
紐約。對紐約的第一印象是自從小學看王建民洋基球
賽開始的；到了國高中，慢慢認識紐約後，就知道它
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更是全球金融首都！在紐約，我
迅速學會搭乘地鐵，讓我在曼哈頓穿梭自如。在NYU
的課程中也了解到自己英文上的不足。我了解到我的
眼界應該不該侷限在臺灣，因為臺灣太小了。我應該
放眼世界。我也會提醒親朋好友，這一生一定要去紐
約一趟，好好感受這顆大蘋果的魅力吧！
紐約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城市，走在路上都會莫名的笑
了起來。冷。讓我覺得最滿意的是上課的感覺，真的學
到不少東西，很幸運有這個機會可以聽到紐約大學教授
的授課，每一位教授都有很不一樣的風格，但他們都真
的很認真，也很盡力地試著讓我們學更多。每次最期待
的課後活動時間都讓我們玩得很開心，每天不一樣的行
程是我起床的動力，讓每次上課更認真。
回到台灣之後我一定要更努力練好英文，以後申請上好
的美國學校！美國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很讓我著迷，他們
相處的感覺也很好玩，跟台灣真的很不一樣！

紐約遊學專家- 紐約國際留遊學

關於
紐約國際
留遊學

紐約國際留遊學由一群熱愛教育的朋友所共同設立，並由美國紐約大學整合行銷所碩士
Daniel擔任營運長主持。本身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從大三開始協助紐約大學
(NYU)暑期項目，擔任輔導員多年，之後更同時進入紐約大學(NYU)整合行銷所就讀。這
段將近十年期間，Daniel輔導、鼓勵及幫助許多同學完成出國留遊學夢想，也贏得許多家
長的好評，堪稱台灣對於紐約大學暑期項目歷練最完整的人！
由最熟悉此活動的紐約大學校友，帶領你在紐約大學學習，是你最好的選擇！
紐約國際留遊學為合法立案的公司(統一編號：24818919)，在台北、高雄及紐約曼哈頓皆
設有辦公室或聯絡處，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留學商業服務公會會員(編號：191)。由紐約大學
官方授權合作，出團時簽訂定型化契約。在台灣各地也與多家文教機構有策略聯盟，一起
為推廣國際教育而努力。在美國時，我們也選擇長期合作優質的旅行社辦理旅遊，無論是
巴士安全、飯店品質及導覽解說，都十分注重，讓同學可以學得豐富、玩得開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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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美國很大，美東和美西有什麼差別？
美國幅員廣大，每個城市都有它獨特的地方。美東地區繁忙密集的大城市較多，包括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
等，這些城市多以金融政治商業為主，因此大眾運輸也十分便捷，搭地鐵及公車就可四通八達，且城市資源豐富，
以紐約市來說，除了多元的景點、餐廳、休閒活動外，同時藝術相關的展覽也相當多，包括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s)、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古根漢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等。另外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第五大道、時代
廣場、華爾街、洋基棒球場、麥迪遜花園廣場等，都是不能錯過的精彩地標。
美西地區以洛杉磯或舊金山為同學最常去的城市，比起美東大城市，他們沒有那麼便捷的運輸系統，因此下課後大
多只能在學校打球運動或看電影等，從學校到商業區也較不方便，只有週末才有機會去別的城市旅遊。美西的華人
數量也比美東多，因此許多同學會首選美東城市遊學，較有機會碰到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

紐約大學遊學團跟一般的有什麼不同呢？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號稱名校的遊學團，其實是民間機構在暑假跟知名學校租借場地、宿舍等，有些會請該校的老師
來授課，有些甚至連老師都是該機構自行招聘的老師，因此雖然是在知名學府內舉辦，不過內容卻完全和學校無
關，當然領取到的證書也是由該民間機構發出，不會有學校的認證。
紐約大學的活動則是由紐約大學校方自行舉辦，同學會註冊為紐約大學學生、領取紐約大學學生證，除了住宿紐約
大學宿舍外，當然是由紐約大學的老師來授課，課程結束後會領取紐約大學的證書，公信力全球都認定。此外，學
校也在課後安排許多活動，也會由紐約大學的學生來擔任輔導員，同學也能充分利用學校的各項資源，包括圖書
館、體育館、職涯展覽等等，是一個全方位的頂尖大學生活體驗。

為什麼不安排寄宿家庭(Host Family)呢？
許多遊學團會以安排寄宿家庭為特色之一，希望同學可以深入美國家庭生活，於日常生活中學英文。不過由於寄宿
家庭的品質不一，運氣好的同學會有個很美好的回憶，但更多的同學是遇到較不理想的寄宿家庭，基本上只提供了
基本住宿功能，寄宿家庭與學生的互動十分少，學生只能回到房間玩電腦、玩手機。此外，美國人的生活習慣與台
灣差非常多，同學往往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適應，但常常卻求助無門，只能忍受到活動結束，對於活動的效果也大
大打折。
紐約大學本身位於紐約市曼哈頓中心，本來東岸大城市的寄宿家庭就十分少，而紐約大學的理念也是希望同學應該
要住宿舍，一方面是可以讓同學體驗在美求學的社交文化，同時也能確保同學在活動期間的安全及生活品質。紐約
大學的宿舍緊鄰校區，就位在曼哈頓最精華的地區，交通便利、周遭也十分安全，校方也安排24小時的警衛，領
隊老師也會與同學住在同一宿舍，同學只要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立刻協助，也能全面照顧到同學。

在美國時課後活動及旅遊如何安排？
紐約大學有得天獨厚的地利之便，因此我們課後可以帶領同學深度遊覽紐約市，讓同學在學習之餘，更能印證所
學、實際運用所學。活動期間由最了解紐約的學校輔導員或領隊老師陪同，並做仔細介紹，讓同學不會變成參加旅
遊團的走馬看花而已。課程結束後，我們也精心安排美東城市的旅遊，包括波士頓、華盛頓特區及尼加拉瀑布，除
了有本團自己的遊覽車、司機及專業導遊外，住宿的飯店也都是國際連鎖品牌，讓同學能玩得舒適又安全。

為什麼紐約團的費用比別團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課程活動是由紐約大學所主辦，美國知名學府的學費皆不低，加上又住宿在紐約市曼哈頓(堪
稱全美房價最貴的地方之一)，除了週間的餐點都可於學校餐廳用餐外，課後活動的門票費用也都包含在團費內。
此外，其他相關的行政費用也都差很多，包括飛機航班(本團是搭乘價格最高的直飛班機，不中停或轉機)、旅館等
級(本團不住汽車旅館、必定是大型國際連鎖飯店)、所含小費(本團除了旅館床頭小費外，其餘司機導遊餐廳的小費
都包含在團費)，再綜合以上所有費用後，其實參加紐約團的費用反而是最划算的。歷屆參加過的同學及家長在活
動結束後的滿意度都非常高，並且覺得物超所值，每年都有許多之前參加同學的弟弟妹妹、朋友指名報名呢！

紐約大學遊學專家 — 紐約國際留遊學
專注紐約大學活動多年，經驗豐富，團隊大多是紐約大學校友，對紐約及紐約大學的熟悉度都最高，能給學生的幫
助及引導也最多。除了是政府合法立案的公司，也是留學公會的會員，同時也是高中、大學指名合作的對象。我們
不必做最大，但要做到做專業。遊學紐約、遊學紐約大學，您可以放心交給我們。紐約大學遊學專家、紐約遊學第
一品牌 —「 紐約國際留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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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全程領隊

紐約國際留遊學將安排有豐富海外經驗的領隊全程陪同學生。領隊將確保團組的安全，並
在日常學習和生活提供必要的指導和協助。在紐約期間，紐約大學亦會安排輔導員、助教
及工作人員陪同照顧。在出發前將也會安排行前說明會，給予學員行前指導，確保同學能
充分了解活動期間的相關注意事項。

住宿部分

於紐約期間，同學將入住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心紐約大學學生宿舍，2~6人一間房間，配有
獨立衛浴、空調、網路等。宿舍有24小時的校園警衛，安全無虞。備有洗衣機及烘衣機，
每次各2美金。同學亦可利用交誼空間討論作業及準備課程。(宿舍由NYU全權安排。)
旅遊期間，將入住旅遊地的飯店，2人一間。

交通部分

統一搭乘中華航空班機經濟艙，由桃園機場(TPE)來回紐約甘迺迪機場(JFK)。
接送機及團體旅遊期間，將安排冷氣巴士，同學無需再自行負擔費用。
在紐約期間，搭乘紐約市地鐵或公車。同學須衡量用量，購買紐約地鐵卡(MetroCard)。
建議購買：MetroCard一週無限票，每週美金31元，可無限搭乘地鐵及公車。

用餐部分

在校期間每週安排紐約大學餐廳10餐(Meal Plan)加上餐費美金30元(Dining Dollar)，會
直接儲值在紐約大學學生證中，同學可以自行用餐。
團體旅遊時，統一安排三餐。週末於紐約活動時，依活動需要請自理。

活動梯次
第一梯次 (28天)
7/01-7/28

費用部分

第二梯次 (30天)
7/22-8/20

超級早鳥優惠 (4/30前)

早鳥優惠 (5/15前)

省8,000

新台幣 261,800 元
省3,000

新台幣 268,800 元 省8,000

新台幣 273,800 元
省3,000

新台幣 256,800 元

團費包括：紐約經濟艙來回機票、紐約大學註冊費、學生活動費、課程費用、紐約大學宿
舍費、紐約大學餐費、團體旅遊餐費、飯店費用、行程表列活動費用、領隊費用、導遊及
門票、團體旅遊遊覽車、1000萬旅遊平安險、美國簽證處理(ESTA)等。
護照、個人花費、行李超重費請自理。 兩人以上合報另有優惠喔。
・可填寫線上報名表或至官網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回傳到報名信箱 ycl268@nyu.edu
・請附上護照及身分證影本以利機票作業程序及紐約大學註冊事宜。(護照效期需有6個月以上)
・請將訂金30,000元匯到指定台幣帳戶以完成報名。註明學生姓名及留存收據以茲證明。

報名程序

・尾款請於2018・4/30(第一梯)、5/25(第2梯) 前繳清，以完成紐約大學註冊及學籍確認。
・課程開始前須依據NYU規定上網完成線上英語分班測驗。出發前會舉辦行前說明會。
・匯款方式及說明請上官網下載，或來電 (02) 8771-8335 全台皆可報名
・官方網站：http://www.universal-edu-group.com
・詢問電話：(02) 8771-8335・郵件信箱：ycl268@nyu.edu
・辦公室：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1號12樓1231室

諮詢方式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822號7樓 (歡迎來電預約說明會)
・Line Account: @universaledu
・Facebook: 紐約國際留遊學
・Google搜尋：紐約大學遊學

Li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