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 Q &A   

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相關問題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的緣由? 

 美國暑期打工旅遊 (WAT) 是美國國務院針對外國學生文化交流計畫之一 ; 即允許國外大專院

校學生於暑假期間在美國藉著合法打工以體驗美國文化。打工期間最長四個月， 所有計畫必須

事先安排，並從國務院指定贊助者 (Sponsor）取得 DS-2019，持 J-1 交換訪客簽證申請入境美國。

 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的參加資格? 

 年齡在 18~28 歲之間，具有學生身分：五專(專四以上)、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在學學生或應

屆畢業者。應具備中等以上英文會話能力，健康情形良好，且獨立，成熟，不怕吃苦。 

 在美國打工的時間與薪資是? 

 工作的時間每週約 25 - 45 小時，每小時的時薪約 US$ 7.25~11.00 元。如果是旺季的話，雇主會

給額外的時數，可能會有 1.5 倍的加班費， 但如果是淡季的話，則可利用時間做旅遊安排或在

當地找尋 Second Job。 

 在美國打工的工作性質是? 

 工作性質大多是非專業性的勞務工作，例如：飯店、餐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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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大多是：Housekeeper 房務整理、Front Desk
櫃台人員、Wait Staff 接待人員、Line & Prep Cooks 幫廚、Food Servers 餐廳工作人員、Rider 
Operators 遊樂園器材操作人員、Retail Sales 銷售員、Lifeguards 救生員等。 

 到美國打工地點是哪些地方? 

 遍布於美國二十多個不同的州，包括有: Florida, California, New Jersey, New York, New 
Hampshire, Wyoming, Alaska, Utah, Pennsylvania, Texas, Louisiana, Mississippi, Georgia, 
Maryland, Illinois,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Nabriska, Indiana, 等，都是夏天旺季需要

大量人力的觀光區。 

 當美國暑期打工旅遊結束之後，可以停留在美國旅遊嗎？ 

 是的，參加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計畫的學生可以有最多 30 天的時間進行美國境內的旅遊。但 30 天

之後（或之內），必須離開美國回到台灣，如果要再進入美國，則必須另外辦理觀光簽證，才可

再進入美國。 

 我可以重複申請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計畫嗎？ 

 是的，申請時只要是大專、大學在學的學生，每年都可以重複再次申請參加美國暑期打工。 

 參加美國暑期打工旅遊，何時應該買機票？ 

 雖然同學想提早買到較便宜機票，但一般建議同學等到美簽通過後再行開票，以免因為美簽未過

而導致無法成行，同學需自行另付給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取消機票的費用。 

 參加美國暑期打工旅遊會有醫療保險嗎？ 

 是的，在學生申請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計畫專案時，醫療保險便已經包含在內，若需要就醫時，請

跟保險公司聯繫並且到保險公司指定最靠近住家或工作地點附近的醫院或診所看診，也可以到藥

局買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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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打工出發時間?總共可以待在美國多長的時間? 

 依照 AIT 的規定，台灣學生可從事美國暑期打工計畫之時間為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共四個

月，工作結束後可在美國當地進行最多 30 天的旅遊。例如： DS-2019 和美簽期限至 9/19，則

同學在 9/19 結束工作後可以在美國旅遊 30 天，10/19 晚上 11:59 之前要搭機離境美國，在工

作結束後的 30 天內出境後不得再入境美國。 

 學生所繳交執行費用包含哪些？ 

 英文面談與測試、協助完成英文履歷表、接受 Sponsor 工作安排、參加 Job Fair、美國打工期

間醫療保險、 核發 DS-2019、菁展行前說明會、 Sponsor 行前說明會、協助辦理美簽、獲得在

美期間 24 小時 Sponsor 服務及美國暑期打工旅遊中英文手冊。 

 學生須自己另外支付的費用包含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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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報名就一定可以一起工作嗎? 

 若同學的英文程度相當，且雇主有提供足夠的職缺，則可以選擇同一份工作機會，但最後是否錄

用，仍然要看雇主的決定。 

 英測會不會很難?大約具備什麼樣的程度才能夠過關? 

 菁展的英測並不難，主要是在測試同學是否能夠以英文與人溝通，即使有文法上的錯誤也不需要

太過擔心，一般來說，只要同學有國中以上的英文程度，加上敢開口，英測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除了代辦費跟機票外，我該帶多少錢去美國呢？ 

 一般我們建議同學準備大約 600 – 1000 元美金來支付到達美國第一個月之生活費，畢竟同學們要

等到第三周後才領的到第一份薪水。 

 什麼是 DS 2019 文件? 

 DS-2019 是申請美國交換訪客簽証的必要文件，由美國國務院授權的少數機構(Sponsor)才可核

發。該文件不接受學員以個人身分申請或者透過美國雇主取得。同學們必須持有 Sponsor 核發

的文件前往美國在台協會申請 J-1 交換訪客簽證。 

 何謂 J-1 簽證? 

 J-1 簽證是一種非移民簽證，簽發給來美國參加美國國務院批准的「交流訪問者計劃」

（Exchange-Visitor Programs）的各類外籍人士，提供美國和他國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機

會，增進瞭解，促進國際合作並發展友好關係。不同簽證在美國可以從事的事情也有所不同。而

一般的美國觀光簽證，其作用只是提供在美觀光旅遊，無法在美國擁有合法的身分進行工作。 

 SEVIS 的費用？ 

 在申請 J-1 簽證之前須繳交給美國政府的費用，SEVIS 是用來追蹤所有學生以及交換訪客資料的

電腦系統，以確保在美國停留期間的身分合法性。持 J-1 簽證到美國暑期打工的同學需繳交 SEVIS
費為$35 美金給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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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如果已經有美國觀光簽證，還需要再辦理 J-1 簽證嗎？ 

 是的，持有美國觀光簽證是不允許工作的，所以參加打工計畫的同學必須再申請 J-1 簽證。如果

聽到憑觀光簽證即可在美工作的訊息，絕對是不合法的機構。 

 J-1 簽證需要自己親自辦理嗎? 

 是的，學員必須線上填寫簽證申請表格後，準備面試 J-1 美簽的所有相關文件，再親自前往美國

在台協會 AIT 面談與辦理簽證手續，但菁展會從旁協助簽證的申請準備。 

 貴代辦及 Sponsor 能保證學生取得 J-1 簽證嗎？ 

 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有絕對的權利批准或拒絕簽發 J-1 簽證。所以菁展或美國 Sponsor 無法保

證學生可以取得 J-1 簽證，但菁展會從旁協助簽證的申請準備。 

 到了美國以後雇主會來接機嗎? 

 同學在選擇工作時，便會知道這份工作是否有提供接機的服務，一般來說如果雇主沒有提供接機，

那麼雇主會提供詳細的抵達資訊，告知你該如何從目的地機場前往工作地點 (ex. 搭灰狗巴士、

計程車、當地 Shuttle 或 bus 等資訊) 。 

 到美國之後的住宿租金問題? 

 大多數的雇主會提供或協助安排價位合理的住宿。通常的收費約每週美金 16 元至 100 元。也有

少部分的雇主會免費提供住宿。 

 到美國之後的住宿環境如果不滿意，怎麼辦? 

 國外環境跟台灣本來就是不一樣的，參加美國暑期打工就是要訓練各位同學適應不同的環境與學

習獨立，所以遇到問題請跟僱主及房東反應，方能及時處理。學生們住宿的環境大多是簡單的寢

室，不會有飯店般的住宿環境。 

 美國的宿舍門壞了你們會幫我們處理嗎? 

 請同學自行跟僱主或房東聯繫，可以藉此機會練習英文。例：Something wrong with my door!! 

Could you please take a look? (簡單吧 !!) 菁展或 Sponsor 可沒辦法幫你修理哦! 

 到美國之後的住宿有網路/廚房嗎? 

 住宿處不一定會有網路或廚房，但有些僱主或房東可能會提供。如果宿舍沒有網路的話，可以到

附近速食店、飯店、咖啡廳或圖書館等地方使用網路。 

 在美國打工的時間和內容跟 Job Offer Letter 上的敘述不相符怎麼辦? 

 同學們工作的時間每週平均約 25 - 45 小時，但是遇到旺季時可能僱主會要求同學加班至一周 50 
小時以上；淡季時則可能一週只工作 20 小時。工作上，同學應在合理範圍內盡力配合僱主。若

時數屬於常態性過少的話，請跟雇主反應，或尋求美國 Sponsor 協助，亦可找尋 Second Job 。
雇主有權利視情況調整同學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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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申請此計劃到辦完簽證買好機票大約需要多少費用? 來回美國的機票大約需要多錢?  

 菁展的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費用一共約 4 萬元，另外代收 SEVIS 費用 US$35；同學辦理 J1 簽證

規費是 US$131。台灣--美國的來回機票 range 較大，可能從 NT 28,000 ~NT 50,000 不等，但

平均值約台幣 38000~42000 元，開票日期、目的地、航空公司、行程規畫不同，票價自然不同。

 我在美國打工 2.5 個月，可以把包括代辦費用的所有花費賺回來嗎? 

 一般來說，大部份的同學賺的錢，扣除了吃住等基本生活開銷後，以都不買東西的狀況下，也不

見得能將所有的花費全部都賺回來，當然也有同學不僅打平費用，還多存了好幾萬元的零用錢帶

回台灣。請同學記得，參加此計畫最重要的目的並不在賺錢，而是讓自己更獨立成熟、拓展你的

國際觀與體驗美國生活文化，你賺到的經驗才是最珍貴的。 

 學生如何取得社會安全卡？ 

 部分雇主會協助學生辦理社會安全卡。包括如何到社會安全卡辦公室的交通，也會提供申請本卡

所需要使用到的文件。如果雇主沒有提供交通工具協助辦理，請至社會安全局網站查詢最近之辦

理地點及相關說明。 

 在台灣是否就能確定工作地點以及工作內容? 

 基本上在台灣就會確定工作的雇主身分，但是確切地點與內容有時會因為某些因素而變更， 在此

方面雇主會視情況做適當的調整與安排。 

 在美國打工的薪水收入要繳稅嗎? 

 要的，參加此計畫的同學一樣是要繳稅的，一般來說，雇主會先從你的每張 Paycheck 中，預扣

約 7% ~ 20% 不等的 income taxes 稅金(依州別與雇主不同有所調整)，待隔年 2 月時，同學們

收到由雇主寄來的 W-2 表格，如同學當時有溢繳稅金，此時便可以進行退稅的動作。 

 在美國買東西可以退稅嗎？ 

 同學在美國購物是不能退稅的，能退稅的是你們的部分 income taxes 。美國消費不但無法退稅，

除銷售金額外，還要再加當地的消費稅。因為消費稅是各州自行訂定，當然也是各州自己收為該

州的收入之一，所以無法退稅。 

 美國暑期打工旅遊期間的薪水收入何時辦理退稅？ 

 同學們在美國暑期打工領薪水時，會發現薪資當下被扣掉 15%左右的稅金 (稅金視州別與雇主不

同，被扣掉的比例也會不同!大約是 7~20%的範圍)；這些被扣掉的稅金會在同學回台灣後的隔年

3-4 月份讓同學申請部份的退稅。雇主於隔年 2 月的時候，會寄給同學 W-2 表格 (如同台灣的扣

繳憑單)。同學收到 W-2 之後，就可以開始著手辦理退稅作業。申請辦理退稅的同時，必須填寫

1040NR-EZ 表格，將 W-2 浮貼在上面寄回美國。亦可付費找專業退稅公司處理。 
   
如有其他美國暑期打工旅遊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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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arigol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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