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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CI) 

自費研修計畫 

 

一、 計畫內容 

本校與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UCI)簽定以下自費研修計畫： 

(一 ) 學士班 : 本校大二以上在校生（不含延修生）可申請參加 UCI Academic Study 

Abroad Program(ASAP)選修相關學分就讀 1~２學季 (quarters)，修習後經考試成

績合格，UCI 將核發學分研習證明。學生應於出國前經本校系所確認欲修習之科目

是否可獲得抵免，並完成「出境進修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紙本申請；返國後自行

憑成績單至本校註冊課務組辦理學分抵免作業。  

(二 ) 請注意，ASAP 學生無法選修該校以下各院課程 : UCI School of Law, Paul Merage 

School of Business, Sue & Bill Gross School of Nursing, 以及 School of 

Medicine。  

(三 ) 碩士班 : 本校各研究所碩二在校生（不含延修生）可申請參加 UCI Accelerated 

Certificate Programs(ACPs)選修相關學分１學季（quarter），修習後經考試成績合

格，UCI 將核發 17~19 個學分之研習證明。學生應於出國前經本校系所確認欲修習

之科目是否可獲得抵免，並完成「出境進修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紙本申請；返國

後自行憑成績單至本校註冊課務組辦理學分抵免作業。  

ACPs 課 程 包 含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 Hotel 

Management,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Embedded Systems Design 

Engineering, Data Science & Predictive Analytics for Business Professionals ,  

Digital Marketing, Globa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e,以及 Media & Global Communications。  

本校學生完成 ACPs 修習學分後，亦可自費繼續參加 UCI 安排之為期 1 學季的無薪

業界實習。實習企業多為位於加州橘郡或洛杉磯附近的中型科技公司，實習時間每

周為 20~40 小時，結束後授予六學分。  

(四 ) 上述兩種計畫成績合格後發給 UCI 推廣教育部學分研習證明，並非學位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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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標準 

自費研修  留美時間  取得證明  學業成績 GPA 英文能力  

學士班  

ASAP 
1~２學季  

學分研習證明  

(非學位 ) 

平均成績為 3.0 以上  

(美國 4.0 制度 ) 

TOEFL 80 或  

IELTS 6.5 

碩士班  

ACPs 

1~2 學季  

(研習+實習 ) 
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  TOEFL 71 

註一 :學生於 UCI 修習 ASAP 或 ACPs 時，成績須達到 C (2.0 分 )以上才會核發研習證明。  

註二 :每一學季 (quarter)等於三個月。秋季約 9 月中~12 月中，春季約３月底到６月中。  

三、 申請方式 

填寫線上申請書，填妥後，連同護照影本、在校成績單 (英文 )、英文能力證明影本 (英文 )、

財力證明 (英文，金額至少需美金 27,600)，於本校公告之截止日前送至國際處，由本處

初審學生申請文件後，合格者彙整寄至 UCI 審核，學生並另行支付美金 200 元申請費

用給 UCI 。英文能力正本應由考試機構另行寄至 UCI (機構代碼 B166)。  

學士班線上申請書 http://info.ip.ce.uci.edu/app-ASAP-form。  

碩士班線上申請書 http://info.ip.ce.uci.edu/app-ESL-certificate。 

四、 申請流程 (以秋季班為例．實際時程請注意本處公告) 

時間 內         容 

4 月初 辦理說明會，會後開始收件 

4 月底 報名繳件至國際處 

5 月中 
國際處完成申請學生資料初審，並將薦送學生名單寄送給 UCI 

同時學生繳交美金 200 元申請費用給 UCI 

6 月底 

 UCI 決定入學學生名單，並將結果通知學生及國際處．未獲錄取者，申

請費用無法退還 

 國際處召開行前說明會，輔導赴美學生 

7 月 
 UCI 寄送錄取學生錄取信函與入學相關文件給學生 

 學生辦妥簽證相關的赴美手續 

９月 UCI 開學 

http://info.ip.ce.uci.edu/app-ASAP-form
http://info.ip.ce.uci.edu/app-ESL-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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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每學季預估費用 (1 Quarter) 

自費 

研修 
申請費 學費 保險 

學生 

服務 

書籍 

等雜費 

加選 

實習課程 
小計 

學士

班  

200 

7,790 

585 250 400 

無 9,225 

碩士

班  
6,715~7,225 2,040 10,190~10,700 

註一:上述金額以美元計，「不含」住宿、生活費及來回機票。數值為參考值，實際收費依 UCI 規定。 

註二:上述學費已扣除 UCI 給予我校學生之減免優惠 (ASAP 減免 5%，ACPs 減免 15%)。 

註三:學生赴美一定要有保險，可至 UCI 加保學生保險，每一學季保費美金 585 元。 

六、 獎學金 

1.教育部「學海飛颺」國外研修獎助計畫。每年三月初至國際處申請，實際時程請注意本處公告。 

2.依「國立宜蘭大學學生赴國外研修獎補助要點」申請相關補助。 

七、 Q&A 

Q: 【學費】去 UCI 自費研修，UCI 學費是繳給宜大嗎？ 

A: 在 UCI 自費研修期間，學費均直接繳交給該校，可使用現金，美元支票，信用卡或美元匯

款。惟本校學生出國期間，仍須繳交本校學雜費以保留本校學籍。 
  

  

Q: 【選課】請問在 UCI 要如何選課呢？ 

A: UCI 推廣教育部開學後將有專人協助學生選課，並會舉辦新生入學說明會。 

Q: 【生活】請問抵達機場後，要如何前往 UCI？ 

A: 學生可自行前往學校，或預約接機服務。從洛杉磯國際機場(LAX)機場每人單程收費美金９

０元，從橘郡 John Wayne airport(SNA)機場每人單程收費美金 50 元。機場接送預約請

參見 http://ip.ce.uci.edu/arrival-housing/airport-pick-up-dates/ 
  

Q: 【生活】請問是否可以申請校內住宿？ 

A: UCI 提供校內學生宿舍及接待家庭等多種住宿選擇，詳情請參見

http://ip.ce.uci.edu/arrival-housing/university-apartments/ 

 

http://ip.ce.uci.edu/arrival-housing/airport-pick-up-dates/
http://ip.ce.uci.edu/arrival-housing/university-a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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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相關連結 

(一) 學分抵免事宜：請洽本校註冊課務組  

(二) ASAP 學士班課程  

(三 ) ACPs 碩士班課程 

(四 ) 生活相關資訊  

九、 本校國際處承辦人員 

【自費研修畫申請】 

國際處國際學生組陳珮瑄小姐  

電話 :(03)935-7400 分機 7182 

電子郵件 :pschen@niu.edu.tw 

【教育部學海飛颺國外研修獎助計畫申請】 

國際處國際學生組汪書琦小姐 

電話 :(03)935-7400 分機 7264 

電子郵件 :scwang@niu.edu.tw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450.php
http://ip.ce.uci.edu/programs/university-preparation-programs/asap/
http://ip.ce.uci.edu/programs/certificate-internship-programs/accelerated-certificate-programs-acps/
http://ip.ce.uci.edu/arrival-housing/airport-pick-up-d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