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色科技大學 2011年 秋季簡章

英語教學碩士
M.A. in English with TESL Concentration

前言與學校簡介

在這競爭的時代，英語教學永遠是炙手可熱的行業！
各行各業對英語能力的要求不曾停止，這帶動了英語教學的成長風氣，也使它一直是需
求最高的行業之一。外行者不斷向外探索，期望加入這新興的領域；同行者精益求精，以成
為優越的佼佼者，我們為期一年的英語教學碩士課程便是您最好的選擇！
本校是美國及各地教育部所承認之著名州立大學，位於美國阿肯色州，民風純樸友善，
治安良好，四季分明且美國文化氣息濃厚，創校百年，校風優良，已培育了各行各業中無數
的英才。學校教授大都出自美國名校，不僅教學經驗豐富，而且教學態度更是專業且嚴謹。
此校是一所中型大學；校園占地517英畝，有六十幾棟建築物，其中圖書館不僅藏書豐富，且
亦配備有最現代化的個人研究室、試聽室及寬頻的校園網路。學校的國際學生來自于不同國
家，為促進文化的交流，學校精心設計了一系列的活動，讓留學生除了學習美國文化之外，
更能從多元文化的活動中，與不同文化背景的留學生建立良好的友誼及獲得珍貴的文化經驗。

學術 評 鑒


# 榮獲 2011 U.S. News & World Report雜誌評選為美國南部第一名級優良大學。
# 榮獲NCA（美國教育部中北部聯盟，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認可之殊榮。
# 榮獲NCATE(美國師範教育評鑒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認可之殊榮。
# 在Barron’s 2007年大學排行榜 (Profiles of American Colleges 2007)中，被列入最具
競爭力(The Very Competitive) 的大學之一。

課程概要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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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與文件





























**美國及各地教育部認可之大學畢業者皆可申請。
**在美國校本部上課，全部課程可於一年內完成，節省學員留學所需的時間與金錢。
**申請時，無須提供TOEFL與GRE成績。
**課程已經事先設置與排妥，由淺入深，免去學員冗長排隊選課的麻煩。



上 課 日 期：Fall Semester : Aug. 20 – Dec. 13, 2011
Spring Semester: Jan. 12 – Apr. 30, 2012
Summer Session: May 14– June 15, 2012
上述的課程日期僅供參考, 詳細的上課日期以校方在Orientation期間公佈為主

抵 校 日 期 : 2011年8月19日(暫訂日期)
申請者需為美國及各地教育部認可大學畢業者, 且GPA在2.5或以上。

申請必備文件如下所示（煩請將各項正本文件備齊再送件）。
1. 請用正楷填妥入學校報名表與留學申請表

2. 最高學歷畢業英文成績單正本兩份。（成績單需彌封，於送件時繳交）若為專科
插班大學畢業者，需另繳專科英文成績單正本兩份（作法同上）
3. 有效期限6個月內的英文財力證明正本（約US$25000以上之銀行存款）由本人或
親友(請另繳交英文財力贊助聲明書）出示
4. 護照影本（護照有效期限至少6個月）
5. 欲攜帶家眷前往就讀者, 請附上家眷之護照影本，財力證明之金額也需提高。
6. 課程同意書與具結書
7. 申請者若曾經或目前在美國學校（含語言學校）就讀者，請務必告知並附上所有
的成績單正本、I-20 影本與F-1簽證影本，以便學校辦理SEVIS Transfer手續。
8. 申請者如持有有效TOEFL iBT80/IELTS 6.0成績，請於申請時附上成績證明正本

費用概估
1. 申請費：US$150 (Non-refundable)於報名時繳交
2. 課程費用：約US$22800（分三期繳交，詳情請參考本課程費用簡介）
3. ESL費用：約US$1700 (此ESL為預估金額, 校方會在Orientation 期間確認費用)見附註1

( *上述課程與ESL費用為預估金額, 校方會在今年5月才能確認相關課程費用之漲幅，若有
異動，則屆時會另行通知。)

附註說明

1. 申請時，若英文程度未達TOEFL iBT80/IELTS 6.0者，則抵校後需另自費參加校方指定之
英語能力檢定測試與英語課程(ESL)。英語課程(ESL)與碩士課程同步進行。與英語課程
有關的費用均抵校後自行繳交予校方。
2. 欲申請學校住宿者, 請至校方網站(http://www.atu.edu/reslife/ )瞭解膳宿選擇並按校方
規定自行填妥網上申請表與繳交宿舍申請費。
3. 校方一年舉辦三次畢業典禮, 分別是在每年的5月中旬, 8月中旬與12月中旬。秋季入學的
學員,屆時完成學業是安排參加隔年8月中旬的畢業典禮。 詳細的畢業典禮時間與細節請
依校方屆時公佈的資訊為準。
4. 課程費用不包括：在美膳宿費、交通費、畢業典禮申請相關費用、活動費、學生赴美來
回機票、 機場來回接機費用、簽證費、機場稅、Miller Analogies Test考試費用、 校內
英語檢定費用、宿舍申請費、書籍講義費、個人旅遊及花費、醫療保險費、其它個人需
要之服務及語言課程等費用。上述費用皆由學員自理。

2011年秋季ATU碩士班費用簡介
1. 申 請 費：US$150 於報名時繳交 (Non Refundable）
2. 課程費用約US$22800 *見註
* 第一期繳費日期: US$14800（請於2011年 7月15日前繳交）
* 第二期繳費日期: US$ 5270 （請於2011年 12月1日前, 直接繳交予於校方）
* 第三期繳費日期: US$ 2730 （請於2012年 5月1日前, 直接繳交予於校方）
3. 英語課程ESL費用：約US$1700 *見註

4. 國際學生醫療保險費: 約US$480 /一學期 (抵校後自行向校方繳交) *見註
5. 抵校後之其它費用包括: 英語能力測試費、宿舍申請費(*見註 )、機場接送
費、在美膳宿費、交通費、畢業典禮申請相關費用、活動費、學生赴美來回
機票、簽證費、機場稅、書籍講義費、個人旅遊及花費、醫療保險費、其它
個人需要之服務等費用。以上費用需學員自理

附註：
上述課程、ESL與國際學生醫療保險費用皆為預估金額, 校方會在今年5月才能確認相關課
程費用之漲幅，若有異動，則屆時會另行通知。本課程費用包含:碩士課程學費、本留學代辦單
位的招生與行政作業費用。本留學代辦單位僅代收第一期課程費用，第二期與第三期的課程費用
請直接在抵校後繳予校方。上述第二期與第三期的繳費日期為預估日期, 詳細的日期請依學校屆
時公佈為主。

若申請時無TOEFL iBT80/IELTS 6.0者，皆需另外自費加修學校規定之英語(ESL)
課程。(ESL)課程費用請於抵校後自行繳交予校方。
欲申請學校住宿者, 請至校方網站(http://www.atu.edu/reslife/ )瞭解膳宿選擇
並按校方規定自行填妥網上申請表與繳交宿舍申請費。
申請: 請洽詠瑞留學
02 2731 6060
02 2361 0300
info@urwinner.net
www.urwinner.net

總公司: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37號4F-1 (忠孝東路/
復興南路口/一樓為華南銀行) (捷運5號微風出口第
一棟) 頂好花園大廈
台北車站補習及辦事處: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1號7
樓之3 (天成飯店/M3出口第二棟)

英語教學碩士班 課程說明
(Mater of Arts in English with TESL Concentration)
1. ENGL 5023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語學習理論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as a
guide to the effective teaching of English to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LEP) students.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023.
多重文化英語教學
2. ENGL 5723 Teaching People of Other Cultures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Arkansas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signed for
prospective ESL teachers.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723.
英語結構學
3. ENGL 6013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study of the grammatical system of English through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 traditional,
structural, and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專題研討:英語學研究
4. ENGL 5083 Seminar in English Language‐‐Academic Writing
Course content will vary. May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083 or ENGL 5083
if course content varies.
5. ENGL 6083 Seminar in Linguistics ‐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專題研討:語言學研究
Course content will vary. May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ENGL 6083 if course content varies.
英語教學
6. ENGL 5703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different levels of English grammar, oral
communication, comprehension skills, reading, and composition to foreign students.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703.
英語教學測驗法
7. ENGL 5713 ESL Assess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ol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evaluating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ESL students.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713.
英研所研究導論
8. ENGL 6003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duate Stud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deas, methods and resources appropriate to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after completion of LA 6013.
9. ENGL 6023 Compos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 study of composi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pedagogy.

寫作理論與應用

10. ENGL 6883 Workshop
專題研究
Prerequisite: Permission of instructor. The workshop will require the equivalency of fifteen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per credit hour.

* * 學校有權更改課程，恕不另行通知 * *
申請: 請洽詠瑞留學
02 2731 6060
02 2361 0300
info@urwinner.net
www.urwinner.net

總公司: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37號4F-1 (忠孝東路/復
興南路口/一樓為華南銀行) (捷運5號微風出口第一
棟) 頂好花園大廈
台北車站補習及辦事處: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1號7
樓之3 (天成飯店/M3出口第二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