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最少的錢，圓你的美國夢！ 
利用暑假到美國合法打工不再是不可能的夢想了～ 

 
<一> 計畫簡介 

美國國務院提供了風靡全球學生的 Summer Work and Travel Program--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計畫

( W&T 專案)，是美國聯邦政府為了宣揚美國文化、爭取全球知識青年的認同而規劃的國際學生交換

方案。經美國國會立法通過後由國務院執行。再授權特定的民間非營利組織擔任合法擔保機構

(Sponsor)。W&T 專案專門為 18 歲至 28 歲的大專院校學生安排設計，主要在鼓勵全世界各國的青年

學子能在學校放暑假時至美國打工旅遊，以親身體驗與深入了解美國文化，增進對美國的認識，並且

得以提昇美語能力，建立與美國人或其他國際友人之間的情誼。 

大多數的大專院校學生而言預算有限，所以 W&T 專案在設計規劃之初，特別准許參加本專案的學生

在美國停留時期，得以先從事短期打工，來體驗了解美國文化、融入美國日常生活、學習美語並建立

友誼。在賺取了打工所得的薪資後，再用來支付接下來於美國旅遊所需的花費。 

參加 W&T 專案的學生以 J-1 簽證赴美，可以從事的短期打工最長為 4 個月，工作完成後，還可以合

法停留美國 30 天的時間，在美國從事觀光旅遊。 

學生打工地點包括有飯店、餐廳、速食店、大賣場、主題樂園、國家公園、零售店、超市、百貨店、

觀光景點、渡假勝地等。工作項目以服務性質的勞務工作為多，每週工作約 30～40 個小時，時薪約

7.25～10 元美金，扣除食宿與娛樂開支後，所剩或許不多，但在美打工旅遊的時間肯定是充實、有意

義令人難忘的經驗。 

參加美國暑期打工的學生們一定要謹慎仔細選擇美國政府核可認定的推廣單位機構（Sponsor），這

些 J-1 簽證的 Sponsor 提供專業、保障、安全的服務。因為名額有限，同學最好能在前一年上學期開

學後，開始準備申請作業，年底前完成申請步驟。 

 
<二> 報名資格 
美國打工旅遊專案（W&T）是一項能夠令人充實自我與擁有美好回憶的難得經驗，有意參加此項活

動的同學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  18 - 28 歲，現正就讀於五專(專四以上)、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在學學生或應屆畢業生。 

2. 中等或以上英語溝通能力（英文能力必須經過檢測，依不同的工作類別，而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3. 具有自信心、獨立性、責任感與敬業的態度。 

4. 無重大疾病史、無犯罪紀錄 (須檢附良民證)。 

 



<三>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申請費用 
 

初步報名申請費: NT$ 6,000 
英文測試費: NT$ 850 (含筆試與口試) 

美國 Sponsor 執行費: US$ 1,025 約 NT$ 32,900 
TOTAL: NT$ 6,000+850+32,900=NT$ 39,750 

申請學生總費用: NT$ 39,750
 另代收 SEVIS 費用: US$35  
 已自行確認工作的學生可減免執行費 NT$4,000 

 
三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 歡迎洽詢 

 

繳 費 方 式 
 

A. [ 銀行匯款 / ATM 轉帳 / 郵局匯款 ] 
以下為菁展國際文化交流的銀行帳戶資料： 
銀行帳號： 

代號:  013 
帳號:  016-03-006260-8 
國泰世華銀行(光復分行 ) 
戶名:  菁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B. 親洽公司繳款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15 號 11 樓 
  學生所繳交執行費用包含 : 

 英文面談與測試、協助完成英文履歷表、工作分析諮詢、接受美國機構工作安排 (含 Job Fair)、
美國打工期間醫療保險、 核發 DS-2019、行前說明會、Sponsor 線上說明會、在美期間 24 小時

Sponsor 服務與美國暑期打工旅遊中英文手冊。  學生須另外支付的費用包含 :  台灣—美國來回機票、美國境內交通費、護照申請規費、SEVIS 費、美國簽證規費，其他旅遊及

個人食宿費用；突發狀況的緊急處理費也需另外支付。 
 

獎 學 金 

所有學生凡於 12/10/2010 前繳清所有費用者，可於完成打工返台後領取菁展獎學金 NT$1,500。 
 
 

免 費 英 文 課 

所有菁展的學生每人可參加約 20 小時的免費英文課，讓大家出國前把握更多開口說英文練習機會! 
 



<四>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申請流程 
 
 

 

繳交已簽名之初步報名表和中文同意書 

繳交報名費用 NT 6,000 

          及 

英文測試費用 NT 850 

未通過英文測試者 

退回報名費用 NT 6,000 

通過英文測試與面談二週內 

繳交初步執行費用 US $ 650 

工作確認後 

繳交執行費餘額 US $ 375 

          及 

代收 SEVIS 費用 US $ 35 

符合資格者，方可領取獎學金 

參加資格評估 

初步申請 

英文測試與面談 

通過面談 

填寫正式申請表 

參加行前說明會 

確認工作聘用通知 

收到 DS-2019 及相關資料 

辦理 J1 簽證 

規劃行程與機票確認 

開心赴美打工旅遊 

完成工作返台，領取獎學金 

工作選配或參加 Job Fair 



<五>申請時必備文件 
本人與家長已簽名之初步報名表 (及中文同意書)、有效護照影本、有效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初步報

名費 NT6,000 元與英文測試費 NT$850 元(含口試與筆試)。參加之學生若因英文測試未通過而無法成

行，則退回初步報名申請費 NT6,000 元。通過測試後，無論任何原因放棄參加本計畫，初步報名費

NT6,000 元與英文測試費 NT$850 元皆不退回，亦不得保留或轉讓。 
 

<六>關於退費方式 
通過面談並完成申請作業和文件提交的學生，若自行決定取消，應以書面告知。 
請詳加閱讀以下辦法以維護自身權益 。 
退費辦法如下: 
A: 工作未分發確認，DS-2019 未簽發，則美國 Sponsor 執行費總額扣除 NT$12,000，其餘退還。

B: 工作已分發確認，DS-2019 未簽發，則美國 Sponsor 執行費總額扣除 NT$20,000，其餘退還。

C: 工作未分發確認，DS-2019 已簽發，則美國 Sponsor 執行費總額扣除 NT$20,000，其餘退還。

D: 工作已分發確認，DS-2019 已簽發，則全額無法退還。 

E: 工作已分發確認，DS-2019 已簽發，遇下列情形，則於完成退費申請後退還部分執行費用 :

 (1). 因個人重病殘、直系親屬病故，檢附醫院證明，並經美方擔保機構核可，除英語面談與

測試費 NT$850、初步報名費 NT$6,000 及美方 Sponsor 處理  DS-2019 之手續費

US$225，其餘在 DS-2019 寄回給美國 Sponsor 完成退費申請之後退還。 
(2). 因自然災害、疫情、戰爭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美國政府需取消或變更計畫時，美國 Sponsor

執行費的總額扣除保證金 US$300，英語面談與測試費 NT$850 及初步報名申請費

NT$6,000，其餘退還。 
(3). 於出國前遭雇主取消工作亦無重新安排工作，則除英語面談與測試費 NT$850 及初步報

名申請費 NT$6,000，其餘全額退還。 
(4). 因 J-1 簽證被拒無法成行者 (檢附證明)，除英語面談與測試費 NT$850、初步報名費

NT$6,000 及美方 Sponsor 處理 DS-2019 之手續費 US$225，其餘在 DS-2019 寄回給美

國 Sponsor 完成退費申請之後退還。 
 
以上退費辦法，英語筆試與面談測試費 NT$850、初步報名申請費 NT$6,000 及 SEVIS 費
用 US$35 皆不退費。機票與簽證等相關規費皆由同學自行負責。 

F:  學生到達美國後因任何原因申請退出本計劃，全額無法退還，亦不得領取菁展獎學金。 

G:  學生到達美國境內後，若未能配合雇主合約所要求之工作內容及工作日期，無論是非自願性

離職(被開除)，或個人因素而須提早離職，都不能申請任何退費，亦不得領取菁展獎學金。 

如有其他問題請來電 (02) 2528 3670 或 email 至 wt@marigold.tw 

 

 

 

 

 

菁展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Marigol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5 號 11 樓 
TEL：(02) 2528-3670   FAX：(02) 2528-1231 

E-mail: wt@marigold.tw 
http://www.marigold.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