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宜大學 411 遊留學中心
遊學團攻略手冊-二部曲 (成團之後)
成團之後，我還該做些什麼呢?
要準備什麼?
要參加什麼說明會?
答案就在裡面！快快下載此份攻略，翻開來看看吧！
讓你從成團到出國準備一路順利！

靜宜大學 411 遊留學中心
FB 粉絲團：靜宜大學 411 遊留學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411studyabroad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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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養成收信習慣 & 加入 Line 群組
在接近報名截止日時，就請同學務必養成定期收信的習慣，並且保持信箱容量唷！
各項訊息將主要透過Email的信箱來聯絡同學，另外，411中心也會幫各團成立一個Line群組，
除了Email的通知之外，也會透過Line群組再次提醒。
請同學一定要收信，並且確認信箱沒有爆掉，才不會收不到通知！

2. 填寫並繳交各校報名表 & 相關要求資料
本校報名完成後，將提供同學各團所需要繳交的報名資料表等資料，請同學依照各校需求填寫每
間學校的報名資料表，並且繳交要求資料，如: 照片檔案、自我介紹等….。請同學準時繳交所需
資料，才能準時提供資料給姐妹校辦理後續申請手續。
填寫報名表時，有幾點基本注意事項：


所有資料都要以「英文」填寫； 如果前往日本，可以日文填寫報名表。



姓名資料請按照護照拼音填寫( First Name = 名; Family Name = 姓; Middle Name因為我
們沒有，所以不用填寫)



英文地址，請利用全國郵政資訊網上搜尋地址中翻英的功能。(State = 州， 我們沒有，所
以不用填寫; Post code = 郵遞區號)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中文地址英譯網頁
http://www.post.gov.tw/post/internet/Postal/index.jsp?ID=207



相關電話欄位，請加入國碼 (台灣 +886)，並去掉電話號碼的第一位數字0：




住家電話範例：+ 886-4-2652-6602 /手機電話範例: 886-978-978-978

緊急聯絡人姓名，也請根據護照拼音填寫，如果沒有護照，請參考外交部以下網站查詢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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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http://www.boca.gov.tw/sp?xdURL=E2C/c2102-5.asp&CtNode=677&mp=1

3. 辦理簽證 & 財力證明 (依各國要求)


簽證辦理：
簽證辦理業務，同學需自行處理，411 遊留學中心為輔導角色。遊學團多以短期觀光簽證方
式前往各國，無需申請學生簽證。如有例外，將由負責老師進行後續輔導。
NO

1

國家

美國

說明
依課程時數辦理不同簽證：
 修讀課程每週低於 18 小時：可以觀光免簽身分，辦理
ESTA 入境美國。
 申請 ESTA 簽證請見：https://esta.cbp.dhs.gov/esta/
 修讀課程每週多於 18 小時：需申請 F-1 簽證
 申請 F-1 簽證相關資訊請見：
http://www.ustraveldocs.com/tw_zh/tw-niv-typefandm.asp
凡持有我外交部核發之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其發照機關為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且護照內註明身分證字號
的台灣旅客前往加拿大旅遊、探親、遊學、參加會議或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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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均可享有停留期限最長 6 個月的非工作性質免簽證入境待遇。
免簽證國國民搭機赴加拿大或過境加拿大須先申請「電子旅行
證（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eTA）」。加拿大雙籍公民搭機
赴加拿大或過境加拿大須持有效加拿大護照。持有效美國護照
之加拿大公民，無須持用有效加拿大護照登機，惟仍須備妥適
當的身分證明文件。
「電子旅行證(eTA)」申請相關須知如下：


上網申請，網址：www.cic.gc.ca/english/visit/，須要護照
（須為外交部所核發、上載有身分證字號、效期 6 個月以
上）、信用卡及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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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申請處理費 7 加元（約為新台幣 160 元）。

 詳情請見：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CuItem=175
國人目前赴澳洲旅遊觀光、商務考察、探親訪友，最便捷的方
式為申請「電子旅行簽證」（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ty，簡稱
ETA）。我國人目前尚無法直接在澳洲移民及國境保護部專設的
官方網站線上申辦 ETA。現居台灣並在台設有戶籍國民，可直
接持我國護照前往澳洲辦事處所指定的國內 37 家旅行社申辦
ETA。絕大多數的申請案，都可以在提出申請當場立即獲得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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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十分便捷。國人申請 ETA，澳洲政府並無收取簽證費
（免費），但是國內代辦的旅行業者會收取數額不同的服務費。
日本政府自 2005 年 9 月 26 日起，對在台設有戶籍者(即護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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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5

韓國

6

泰國

登載有持照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者)實施免簽證措施，每次可停
留 90 天。日方予我國人免簽證措施，原則上僅適用於「觀光」
目的(含休閒、運動、探親、參觀、講習、開會、業務聯絡等活
動)。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PsSdhP
目前持中華民國普通護照之國人來韓觀光可以免簽證入境停留
90 天。申辦其他簽證請逕洽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韓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kr
須辦理觀光簽證，鑒於泰國機場移民單位對於落地簽證及機場
入境之管制趨於嚴格，國人赴泰宜先辦妥簽證，倘需辦理落地
簽證，務請向「泰國駐台貿易經濟辦事處」確認申請泰國落地
簽證條件。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aGSj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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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訪印尼目的：訪印尼目的包含：旅遊、探親、社交、從事藝術
及文化活動、政府公務、演講或參加研討會、參加國際會展、
參加總公司或分公司會議與轉機等目的。我國人持普通護照赴
印尼觀光，可獲得 30 天免簽證待遇，但不可延長，也不可轉換
簽證種類。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Q2stqR

歐盟區

我國人赴歐免簽證待遇非表示國人可無條件進入申根區停留。
國人以免簽證方式入境申根區時，移民官通常可能要求提供：
旅館訂房確認記錄與付款證明、回程機票以及足夠維持旅歐期
間生活費之財力證明等，建議國人預先備妥並隨身攜帶。另

(冰島/德國/奧地
利/法國/西班牙)

外，移民官將視國人計劃在歐洲從事的活動性質，另要求檢視
其他證明文件，例如：入學（進修）許可證明、學生證或相關
證件、英文投保證明(可要求投保的保險公司開立)，即可在 90
日內徜徉歐洲。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vdcsXS

英國

從 2009 年 3 月 3 日起，中華民國護照（內載有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持有人可以免簽證赴英國停留（少於和包含）六個月。
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g4tK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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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境外學生如 陸生、僑生、外籍生 等身分，簽證辦理需依照該國規定辦理。


免簽並不表示 100%可以進入該國，在各國海關查驗處，仍有被審查之必要。所以，不論是
否以免簽方式前往各國，都會建議同學準備好去回程機票、校方邀請函等資料以佐證備查。
另外，如果前往歐盟地區者，還必須有合乎歐盟規定之"英文投保證明"，請同學特別注意。



財力證明：



(財力證明並非每團皆須具備，需根據學校或者國家規定，多數為美國要求。是否需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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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財力證明，會於確認成團之後，告知同學)



財力證明即是存款證明，到存款戶頭的銀行或郵局辦理即可，只要告訴銀行是要出國留
遊學用，就會發給證明。存款證明並沒有規定何時存入，因此可將存款轉到同一個戶頭
後再開證明。財力證明所需金額，需視各學校要求，並且由於資料須繳交給國外證明，
因此財力證明須開立英文版。 財力證明申請時間基本上當天去就可以當天核發，非常
快速！(如使用父母的帳戶開立財力證明，則需另外請父母於財力證明上以英文背書，
證明此筆金額將提供給參加同學使用)



財力證明只需繳交副本回 411 遊留學中心，財力證明的正本，請妥善保存，在往美國
在台協會辦理美簽面試時，需要攜帶前往。

4. 購買機票


機票的訂購，為求同學方便，411 遊留學中心將會請配合旅行社代為報價&預訂，主要為求
整團統一出發，另外也希望為同學爭取學生票或者團體票優惠，不過，同學也可以自行訂購
機票，但需配合以下條件：



同學如需自行訂購機票，需等待整團機票時間確認後，才能根據團體的行程時間購買。 因
此，我們還是會建議同學統一購買，減少延後訂票的價差。如同學欲自行訂票，請務必配合
團體行動時間 (需與團體行程同時 or 提早到達，回程需與團體同時 or 晚返國，才能配合
團體時間行動)



同學自行訂購機票前，請與各團負責老師確認團體行程時間，並於機票訂購之後，請將個人
的行程表提供一份給老師，務必要雙方都有彼此的航班資訊。另外在出團前，一定要與老師
確認好在國外機場會面時間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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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遊留學中心僅將各遊學團資料提供給旅行社代為訂票，後續確認開票、付清機票款項，
或同學有個人要求等，請主動自行與旅行社聯繫接洽。

5. 行前說明會


出發前，各帶團老師會擇日舉辦行前說明會，行前說明會除了幫助同學先認識同團夥伴及帶
團老師之外，也會盡量邀請之前參加過的學長姐分享經驗，讓同學能預先對行程有所了解，
另外，也會提醒不同國家所需注意的事項等。



如同學參加的團，人數較少，沒有帶團老師。 411 遊留學中心將會招集本團同學，一起為
同學做基本介紹。



行政契約書：行前說明會中，會簽立行政契約書，契約書上除說明出團時間、行程包含項
目、團費等資訊外，也一併列出參團同學之責任及義務，以保障雙方權利。



接駁車登記：在行前說明會，各帶團老師也會統計搭乘接駁車往返桃園機場的人數，請同學
務必配合老師作業，以免延誤訂車時間。如無利用接駁車的同學，將給予單程-300 元；雙
程- 600 元的退費。 如本團中乘車人數過低(低於 5 人)，除特殊時段外 (如凌晨，無可利用
的大眾交通工具)，否則將不予訂車 ，由同學自行前往機場集合，退費標準則與無利用接駁
車的同學相同。



接駁車登記名單根據出發前帶團領隊所提供為準，411 遊留學中心將根據同學需求安排接駁
車。 如出發後，同學臨時欲搭乘接駁車，需根據接駁車搭乘狀況而定，有空位才可安排，
並不退費。 因接駁車都是根據同學當初登記的需求而預定，如同學臨時改不搭乘接駁車，
亦將不予退費。



行前說明會時間，皆由各帶團老師視情況辦理，建議同學皆盡量出席，避免遺漏相關資訊。
如果是校外參加者或者時間無法配合，會建議同學能有代理人代表出席聆聽，畢竟，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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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在口頭說明時會更詳細唷！

6. 海外旅遊平安保險 & 其他保險


旅遊平安保險是每位同學出國前皆必須購買的保險。411 遊留學中心為了同學方便，將會請
配合廠商協助辦理，保險公司將會視出團時間，計算同學的保費，並協助開立英文的保險證
明。不過，411 中心僅為協助角色，同學需要自行了解投保內容。 如需要辦理理賠，亦由
同學自行與保險公司聯繫處理。



如果同學要自行投保也可以，不過須確保由搭機起飛當天到返國當天，都有涵蓋在投保日期
內。並且請要求保險公司提供英文版的保險證明，請同學將影本繳交至 411 遊留學中心，
正本請妥善保存，出境時請攜帶 (尤其前往歐洲國家同學，英文保險證明文件請務必隨身攜
帶)。



如果是校外參加者，為了避免後續收款或申請理賠等等手續不便，會建議校外參加者於自己
居住地附近辦理投保，方便手續進行，當然如果你有親友在本校就讀，可以協助辦理後續手
續，還是可以跟我們一起投保唷！



由於我們所投保的費率，都是以團體出發和返國的時間計算，如果同學有提早出發或延後返
國的情況，請自行投保，並一樣需要提供英文版的保險證明影本繳交至 411 遊留學中心或
各帶團老師。



各家海外旅遊平安險包含的內容不同，多數僅包含意外險以及醫療險。如果同學希望對自己
隨身財物更有保障或者避免因飛機誤點導致的損失等，建議同學自行找保險公司投保旅遊綜
合險 或 旅遊不便險等，投保前請先詳細了解保險內容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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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O！行前準備，出發囉！


基本上，以上步驟完成後，也差不多要準備行李出發囉! 行李當然根據季節、個人需求會有
所變動。以下提醒大家一些基本需備物品及注意事項：
1.) 電壓：請檢查所攜帶電器是否有符合國際電壓，INPUT(輸入電壓) : AC 100-250V 或
100V-240V 或 110V-220V 這類字樣。
一般來說，目前筆電、相機、手機的充電器多數都有符合，如果符合，就不用另外購買
變壓器。只需要根據各國的插座形狀買不同的轉接插頭。
2.) 基本必備：筆電、相機及基本藥品(如止痛藥，腸胃藥，感冒藥，面速力達母)
3.) 隨身行李：貴重物品，如:護照、現金、筆電、相機等，建議以隨身行李攜帶!
4.) 托運行李：尖銳物品 (如雨傘、指甲刀)、超過 100ML 液狀、凝膠、噴霧類(沐浴乳、牙
膏、化妝水、定型噴霧)請放置於托運行李中。
※ 詳細規則及行李重量，請見各航空公司網頁說明。
※ 電池及行動電源：請放置於”隨身行李”!!! (充電器沒有關係)
5.) 氣候：我們僅能提供一個大致資訊，建議同學出國前要留意目的地的氣候狀況，並且在
於國外期間，也要注意當地的即時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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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程之後


(回程之後，同學們可能還是有些許事項需要處理….)

繳交照片：在國外的生活總是多采多姿，希望同學能夠以分享及經驗傳承的心態，選擇你所
認為的特色照片(課程、生活、設施等皆可) 繳交回 411 遊留學中心(411ifamily@gmail.com ;
信件標題請標註：2018 夏季遊學團_XXX 大學活動照片)。除了可提供未來學弟妹作參考之
外，同學們也有機會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現在學校相關遊留學文宣或網站上喔！



學分抵免：姐妹校遊學團學分抵免計算方式，通過 36 小時語言課程，可有機會申請 2 語文
學分抵免。如果你想要申請學分抵免，請備妥以下文件:
1.) 課程大綱 (Course Outline): 記載課程內容、課程時數 [請同學於國外上課時妥善保存，
不要隨意丟棄!!
2.) 成績單(影本)
3.) 學分抵免表：Download http://www.411.pu.edu.tw/downs/archive.php?class=106
4.) 請將以上資料送回 411 遊留學中心做初步審核。抵免課程是否成功，需根據外語教學中
心或者各系上做認定。



海外移地助學金義務：如果你是有申請上海外移地獎助學金的同學，更是千萬不要忘了你該
盡的義務!!
1.) 於回國一個月內繳交心得(300 字以上)及照片(3 張以上，原檔)
2.) 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必須報名參加相關語言檢定考試或抵免 相關學分。
3.) 回國後，需至 411 遊留學中心服務 10 小時 (請盡早來安排服務時數)
4.) [請同學於時間內完成義務，尤其大四同學，請於每年 4 / 30 前完成，若無完成義務，國
際事務處將通知註冊組，有可能影響同學的畢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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