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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中交換學生計畫 
 

一、緣起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潮流，而台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學生的

未來必定是在國際的舞台上發光並與國際人才競爭與合作。因此具備國際

視野與國際移動力 (具備專業能力、外語能力、多元文化素養)，成為掌握

永續發展、國際化、全球議題和世界局勢演變的世界公民，是現代青少年

不得不正視的課題。 

 

藉由到美國猶他州 Davis學區的優質高中交換學習一年，使我們的青少年

得以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國際友人網絡、培養國際宏觀思維及不同文化環

境的生活適應力及自立能力，為未來的生涯做更佳的準備。 

 

二、交換地點 

1. 猶他州 

依據 2010美國聯邦調查局統計，猶他州為排名前 12最安全的州之

一。由於當地居民大多為基督徒，生活嚴謹，受高等教育人口也居全美

各州之冠。猶他州內有 7座國家公園和其他許多美麗的自然景觀、

Great Salt Lake大鹽湖是西半球最大的鹽水湖，也是世界第四大閉鎖

湖，豐富的生態研究環境、豐富的印地安原住民文化，更是 2002年冬

季奧運比賽主辦地。單純又富教育氣息的環境，非常適合高中學生定點

學習。 

 

2. Davis學區 

大衛斯學區位於猶他州鹽湖城北部 20分鐘的法名頓地區，為學生提供

良好的“學習第一”的教學環境。學生在學校可以獲得基礎學習技能、體

驗公民責任感、為往後接受高等教育和發展個人事業做好準備。家長對

於孩子教育的投入，教職工對教育的使命感和對學生的責任感，社區對

教育資源的支持，都是 Davis學區得以不斷發展完善的不竭動力。 

 

法明頓被《財經雜誌》評選中獲美國最美小城排名第 14位。這裡有以

9座過山車聞名的瀉湖遊樂園。地區人口 21,599人。 

 

學區內高中數量: 8 

學生人口: 男女混校 

學生人數: 70,000 

年級: 10-12 

師生比例: 1:25 

建校年份: 1911 

ESL項目: 否 

IB項目: 是 

是否頒發畢業證書: 否 

宗教背景:無 

 

外語課程: 中文 法語 德語 西班牙語 

藝術課程:  

設計與視覺傳播 油畫 商業廣告藝術 工作室藝術 陶藝 素描 珠寶 合唱 樂

隊 爵士樂 吉他 管弦樂隊 瑜伽 舞蹈 啦啦隊 演講與辯論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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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課程: 

英語、幾何、微積分、生物、化學、物理、歷史、外語、資訊技術、運

動科學、設計與視覺藝術、旅遊、創業 

AP 課程:  

藝術史 生物 化學 英語語言與寫作 外語 音樂理論 物理學 心理學  統計學 

美國政府 歷史 工作室藝術 微積分 AB 微積分 BC 

運動:  

籃球 棒球 越野 橄欖球 高爾夫球 足球 壘球 游泳 網球 春季徑賽  排球 摔

跤 

課外活動及俱樂部:  

啦啦隊 舞蹈 戲劇 美國國家高中榮譽生會 

 

3.  學區內高中 

Davis學區內高中, 經美國 NewsWeek雜誌評選為全美前 15%優良高中 

- Viewmont High School 

- Davis High School 

- Bountiful High School 

- Woodscross High School 

- Layton High School 

- Northridge High School 

- Clearfield High School 

- Syracuse High School 

 

三、美國高中交換學生申請 

1.  入學條件 

A. 滿 14-17歲(現屆高一至高三)學生 

B. 必須要住在 Davis學區內的家庭 

C. 學生必須要會說和了解英文。標準：學校成績單和學校英文老師

書面證明已通過適當的英文檢定，或是寄送英文檢定成績單。必

須要通過英文檢定。 

D. 財務證明。財務證明中必須顯示足夠整年的學費及相關費用金

額。 

E. 過去從未參加過 F-1美國高中交換學生的課程。 

F. 學生必須於開學前抵達。 

 

2.   申請需求文件 

A. 申請表 

B. 同意函 (家長同意函、寄宿家庭同意函★、學生同意函) 

C. 學校成績單 

D. 出生證明 

E. 疫苗注射紀錄 

F. 結核病試驗 (TB Test, 可在 Davis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檢測)★ 

G. 英文檢定成績單。例如：ELTIS成績單，或學校英文老師書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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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健康/意外保險證明 

I. 護照、簽證、I-94美國入境表格副本 

J. 財務證明 

 

3.   申請相關費用：18,500美元 

A. I-20作業費 50美元 

B. 年度高中學費 

C. 學校額外參與活動的費用（約美金$100） 

D. 寄宿家庭費用 

E. 全年度輔導協助費 

� 美國當地機場接送機 

� 每週一次輔導地話 

� 每月一次學校訪視見面 

� 每月一次家長學生概況報告（書面） 

�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四、交換計畫後續升學規畫 

1. 高一前往者︰ 

A. 回原校重讀高一 ※建議！ 

B. 通過原校考試接高二  

C. 美國私立高中  

2. 高二前往者： 

A. 回原校重讀高二 

B. 通過原校考試接高三 

C. 美國私立高中  

3. 高三前往者： 

A. 返國可以同等學歷直接報考大學入考試 

B. 回原校重讀高三或進補習班 

C. 申請美國州立大學 

年滿 18歲、獲原校畢業證書者，可申請美國州立大學，完成 4年 

大學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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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流程 

 

         
 

 

 

 

填申請表 

• 填妥、收集上述需求文件(除★外)提供給協會

窗口 

• 為截止日

付訂金 

• 提出申請文件後 5日內以匯款方式繳付 

• 交換學習活動費用總金額 10% 

辦簽證 

• 收到美國高中發出之入學資料(I-20)後即可辦

理 

• 填寫美簽辦理相關資訊 

• 準備有利文件 並於面談日至美國在臺協會面

行前準備 

• 購買機票 

• 行前說明 

• 行李準備 

出發 

• 開學前抵達 

• 入學準備 

• 適應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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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會介紹 

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簡稱 TIYEA)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

團體，以開展全國青少年國際視野為目標、為成為國際人作準備、帶領國

際學生認識台灣，為全國青少年開創對外文化、學術、語言交流門戶為主

旨。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TIYEA)與世界接軌，目前與協會合作的國家

有美國、加拿大、歐洲、亞洲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等

地。 

 

協會協助台灣學校聯繫國外學校安排校際交流、協助國外學生來台進行服

務學習活動、夏令營、推展國際交流培訓計劃等各項教育服務。 

 

七、報名與諮詢 

          

         聯絡資訊: 

         台灣國際青少年交流協會 

         田珊珊 

         Tel: 03-3568101 

         Cell: 0918-375663 

         Email: cathy@tiyea.org 

         Web: www.tiye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