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初步報名表 

      ** 本表用於報名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同學之初步審核。初審通過，菁展將與你確認面試時間。 
 

** 於本表簽名之同學視同已經讀過並確實了解與遵守 2011 年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同意書之各項規定。 

** 面試前須繳交報名費 6,000 元及英文面談測試費 850 元共 6,850 元整。面試未通過，6,000 元當場退還。 

   通過面試後報名費 6,000 元不退回。 

** 若還有名額，每年 3 月 15 日起報名的學生另於進行面試前加收 1,500 元的急件處理費。 

** 面試當天請準備好學生證、護照、與白底大頭照 2 張。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英文姓名(護照)： 英文別名： 

出生日期：19 _____ 年 _____月 _____ 日 出生城市： 

電話： ( 0    ) 手  機：09 

學校：                  大 學 科  系：                    年  級：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 緊急聯絡人電話： 

現在住址：  

永久住址：  

E-mail：(請勿留校方之 email 以免被擋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健康狀況:   □佳      □可      □差 

(有任何重大疾病史，請務必據實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  照：□無  □有（期限至__________ 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 

是否曾經到過美國?   □是        □否  美簽是否被拒簽過?   □是        □否 

如何得知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訊息 (可複選)：□學校海報/說明會 □Google 或 Yahoo 等搜尋引擎  

□菁展官網或部落格 □PTT □ Facebook □同學親友介紹 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英文程度：聽     ___ 優      ___ 中等       ___普通      ___ 待加強 

            說     ___ 優      ___ 中等       ___普通      ___ 待加強 

曾打工留遊學：國家_____________何時  _______年______ 月     為期_____________月 

代辦機構 : _______________ 

一同報名同學姓名 : (未於初步報名表上填寫一同報名同學姓名者，不得享團報優惠)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參加 Work & Travel 計畫，是否已經得到父母同意?  □是      □否 

 

申請學生姓名(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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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菁展美國暑期打工旅遊同意書 
1. 同學須經過家長同意及了解此同意書之條款，並在本同意書下方簽名才受理報名。 

2. 英文測試及面談前須填寫初步報名表並繳交英文測試費 NT$850 及初步報名費 NT$6,000。 

3. 英文測試與面談 -- 做完英測及面談後，英測及面談費 NT$850 概不退還。 

 學生未通過英測及面談，退還初步報名費 NT$6,000。 

 學生通過英測及面談，因工讀名額有限，為保障參加學員以及代辦機構雙方權益，初步報

名費 NT$6,000 在通過英測後即無法退還，亦不得轉讓他人或保留。 

面談通過者須於通過測試後十四天內繳交第一階段執行費 NT$ 22,000。(未繳交第一階段執行費

則不得分配工作，並取消資格，不退任何費用。) 

4. 若通過英文測試後遭發現學生身份不實或不符合參加資格，菁展將直接取消學生的參加資格，

並且不退任何費用。 

5. 同學自行選擇工作機會期限為 2 月底，於 3 月 1 日起將由菁展為學生選擇工作機會，不得異議。 

6. 通過面談並完成申請作業及文件提交的學生，不得以無適合工作而要求退費。 

7. 申請作業 : (若因資料不齊影響申辦進度，同學須自行負責) 

  線上及書面填寫正式申請表格 (含與美方 Sponsor 之間英文同意書詳閱與簽名) 

  護照影本 

  良民證 (英文版) 

  英文履歷附照片 

  在學證明 (含學生證影本) 

8. 美國工作確認 (確認信簽名或線上簽名) 

9. 學生在台灣有重大病例史，而導致出國打工發生病變(昏倒、抽蓄、筋攣、癲癇等)或因不適任遭

雇主資遣，則學生將自行負責，不退任何費用。 

10. DS-2019 表格所有資料，將以學生填寫為主，如因學生檢查不周而導致資料錯誤，學生應自行

負責，菁展將不負責補發 DS-2019 之任何費用。 

11. 學生在工作確認後，須於菁展指定期限內繳交執行費餘額 NT$10,900 並由菁展代收 SEVIS 費

用美金 35 元，逾期不繳，資格將遭取消，不退任何費用。DS-2019 與 SEVIS 收據將於同學將所

有費用繳交完成並且確認所有資料後三周內寄達台灣。 

12. 學生選配工作後要求更換雇主，美國 Sponsor 將加收處理費用美金$50。如因美國雇主自行取消

而導致學生需更換工作，則不加收處理費美金$50。 

13. 學生必須全程參加行前說明會，美國 Sponsor 要求所有同學一定要參加並簽到，否則得取消參

加資格，不退任何費用。 

14. 美國簽證申請之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菁展亦不負責替同學申請簽證。 

15. 學生若於美國境內有任何違法犯紀之行為，美國 Sponsor 將取消其暑期打工計畫資格，學生之

簽證立即失效並需自費返回台灣。 

16. 學生需負責自己所有行為，在美國打工有任何生活方面問題，應自行與雇主溝通、協調及適應

環境，菁展將無義務幫學生處理以上問題。 

17. 若工作與合約書不相符，應先與雇主溝通，溝通無效則通報美國 Sponsor 處理，菁展將從旁協

助。學生於受雇期間之班表及職務內容與菁展及 Sponsor 無關，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不得以工

作上的糾紛要求菁展及 Sponsor 退費或負任何法律責任。 

18. 學生需自行安排機票訂位及行程規劃，學生在美國之食衣住行須自行負擔，若雇主或 Sponsor

指定住宿地點，而學生欲變更住宿地點，須取得雇主或 Sponsor 同意。 

 

 

 

我已閱讀、了解並同意本頁內容。 
 

簽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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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取得工作和通過 J-1 簽證前請勿開票，若同學於取得簽證前先行開票，若因簽證未通過或其他因

素素導致需更改或取消機票，同學需自行負責更改或取消機票之手續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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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英測及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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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測及面談費 NT$850 及初步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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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除英測及面談費 NT$850 及初步報名費

NT$6,000，其餘全額退還。(不包含機票與簽證等相關規費) 。 

(4). 因 J-1 簽證被拒無法成行者 (檢附證明)，除英測及面談費 NT$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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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測及面談費 NT$850、初步報名費 NT$6,000、 SEVIS 費用 US$35 及簽證

相關規費皆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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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到達美國後，若因英文程度不足無法勝任工作職務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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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與簽署此報名表與同意書之同時，我確實已閱讀、了解美國暑期打工內容並同意所有上述兩頁之全部條例。我

也了解美國暑期打工旅遊並不是留學團或遊學團，我須自行安排前往打工地點之交通並且為自己行為負責。 
 

以上資料均為本人屬實填寫，若有虛構填寫不實之處，本人                       願承擔所有法律責任，菁展

將直接取消學生參加資格，並且不退任何費用。因本同意書而涉訟者，簽署者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申請學生姓名(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15號 11樓 

 Email : wt@marigold.tw 

Website : http://www.marigol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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