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舊金山州立大學介紹
◆舊金山州立大學

1. 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屬於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系
統，學校就坐落於舊金山大都會區的心臟地帶，交通便利，緊鄰許多科技公司、金融機構等知
名企業總部，如：Twitter，Pinterest , LinkedIn, Dropbox, Wells Fargo, Yelp, Airbnb 和 Uber. 

對學生未來的就業或是企業實習，皆提供很好的機會。

2.    校區附近交通便利，有捷運、輕軌列車，學校並有免費接駁車接送學生往來市區。

3. 商學院：獲得AACSB(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認證，為全球前5%最佳商學院。
電子商務系排名全美Top15。
職能治療研究所排名全美Top20。
具有全美最佳廣播電視、電影科系之一：電影系為全美Top 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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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州立大學課程費用說明

費用:  USD$2,800 (費用會因報名人數而增減)

學校補助: NT$10,000

★費用包含:

* 兩週食宿費用
* 舊金山大眾交通工具無限制搭乘月票*1
* 機場接送
* 保險
* 課程費
* 中華大學三學分費用:  

1.通識課程-藝術感知:音樂風情-現代音樂導論 (2學分)
2.英文自主學習(1學分) 

* 課程材料費用
* Orientation 
* 兩週30小時課堂教學
* 兩週16小時的校外教學和文化活動
* 兩週4小時大學教授或各行業專家的客座講座
* 舊金山海灣遊船，或當地體育比賽等活動
* 參觀舊金山各個街區、地標、商業大樓、美術
館、博物館和當地大學(包含入場費和交通費)

* 老師隨行與諮詢

★費用不包含:

* 新辦護照、ESTA (美國電子旅遊許可證)

等費用
* 機票
* 行李超重費用、旅遊期間可能產生的小費
* 學生個人當地消費（郵電、禮品購買、個
人娛樂等）

* 課表內各類課後參訪與娛樂活動安排費用
未列之額外付費活動

* 宿舍洗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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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簡介

• Fun, 2 weeks, 3 credits program in summer

• Improv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 Classes are held at downtown and main campus

• Explore the music, arts, culture,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of the City

• Visit many neighborhoods, companies & universities



學習目標與課程介紹

1. 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強化國際競爭力，體驗學習舊金山的人文與文化，加強日常英語的溝通能力。

2. 此課程內容以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為主，透過實地走訪海外的教學方式，介紹二十世紀的機會音樂、

噪音主義、具象音樂、簡約主義…等音樂類型。

3. 本課程以現代音樂及表演藝術為主題，以音樂與生活的聯結為核心，擴展學生音樂的視野，培養中華

大學學生在音樂領域知識上的多元學習。

4. 課程設計著重在讓學生實際走訪，領略多元的音樂文化，引導學生討論在海外上課時期所見所聞的音

樂型態，以及各類型的表演藝術等所衍伸的相關議題為方向，讓學生以主動參與的方式，培養地球村

時代的世界觀與人文涵養，拓展學生在音樂領域上的視野。

5. 落實全人教育、拓展專業知識之外的宏觀視野，期待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脈動的深切關懷。



舊金山州立大學課程介紹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Week 1:

Discovering SF history

- Introduction to program

- Downtown Campus tour

SF Bay Cruise

-Main Campus tour

-Language for daily life

-California history

-Lecture and discussion

- Mission Dolores trip

-Mission-style burrito lunch

-Discuss trip

-Practice making 

“small talk”

Week 2:

Cultural innovation

-Famous landmarks

-SF neighborhoods

North Beach trip -History of the Haight-Ashbury

-Music and social change

-Haight-Ashbury visit

-Golden Gate Park

-SF travel tips

-Giants baseball 

game!

Samples Two-Week Calendar -

* This is a sample schedule that is subject to change



舊金山州立大學課程介紹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Week 1:

Industry and 

entrepreneurship

- Local industries

-Workplace idioms

- Autodesk tour Asking for information

Campus visit and guest speaker 

prep

UC Berkeley trip Guest speaker from the 

tech industry

Week 2:

Culinary innovation

Intro to SF food -Ferry Building 

Farmer’s Market trip

- street performances 

and busking

-American Chinese food

-Lecture and discussion

Concert Hall visit Closing ceremony

Class party

* This is a sample schedule that is subject to change

Samples Two-Week Calendar -



英文自主學習1學分

參加海外英文遊學申請英文自主學習1學分之辦法如下:

1.「英文自主學習」學分認可者，須於遊學的前一學期期末網路初選時間結束之前，檢附「英語自主學習
計畫申請書」，並向本校語言中心提出下一學期之「英文自主學習」學分認可申請。

2. 學生需在海外遊學出發前指定一位校內語言中心的專任教師為指導老師，並與指導老師討論英文自
主學習課程計畫書。並檢附電子檔案給指導老師。

3. 遊學後並檢附「英文自主學習課程書」、「海外英文遊學日誌表(含學習課程內容)」、海外
遊學英語簡報、學習時數證明及學習通過證明於期中考週前送語言中心審核。

4. 海外遊學回國之後，需向指導老師做英語簡報，以便指導老師總評學習分數。

5. 遊學期間上課時數少於 36 小時者不予認可任何學分，36 小時(含)以上未達 72 小時，視
為通過校訂必修英文(三)或英文(四)之 2 小時一學分課程。

6. 網址: http://www.lc.chu.edu.tw/ezfiles/71/1071/img/839/19771938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