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色科技大學2011年 秋季簡章

教 育 碩 士
M. Ed. i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前言與學校簡介

留學不再遙不可及，一年的碩士課程讓您脫穎而出！
我們精心規劃的一年密集「教育碩士課程」，讓您實地學習到美國各級學校的教育制度，
帶領您一窺世界最新的教學方法與理論，並讓您完成留學美國的夢想。十多年來，我們不僅
為國人開發了一個取得高學歷之不可多得之機會，更提供學生優質的碩士課程與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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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占地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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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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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教授課程內容, 有機會安排參觀美國其它各級學校的教育制度與教學方法。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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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資格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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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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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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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秋季 M. Ed. Program Course Information
Master of Education

教 育 碩 士 班 課 程 說 明
1. EDFD 6003 Educational Research
教育研究法
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procedures, including formulation of research
problems, research designs,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2. EDFD 6053 At‐Risk Child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特殊教育
A seminar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risk studen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utiliz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t‐risk student in
the regular classroom.
3. EDFD 6403 Soci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 Education
教育社會學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various social group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various
societies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4. EDFD 68833 Workshop: Human Development
專題研討: 人類發展學
Prerequisite: Permission of instructor. The workshop will require the equivalency of
fifteen clock hours of instruction per credit hour.
5. EDMD 6303 Survey of Instructional Media
視聽教育
A survey of current media research, educational media formats, and utilization of
mediated materials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6. ENGL 5703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分科教材法–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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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DFD 6043 Current Issues in Human Learning
教育心理學
A detailed study of some current issues in human learning which reflects the concerns of
classroom teachers as they apply psychology to teaching. Course is designed to serve
both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teachers.
8. EDMD 6133 Production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學媒體發展與操作
Prerequisite: EDMD 5033 or approval of instructor. Advanced applications techniques,
and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production of comple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nits using
digital images, electronic presentations, and web‐based materials.

9. EDMD 6163 Internet Resources
資訊教育
An introduction to resource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tools needed to
navigate within a worldwide network of computers, made up of thousands of
autonomous networks which are separately administered.
10.ENGL 5723 Teaching People of Other Cultures
多重文化英語教學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Arkansas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signed for
prospective ESL teachers. May not be taken for credit hour after completion of ENGL
4723.
11.EDFD 6313 Principl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課程發展與設計
A study of the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or
teachers at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s. The course considers the
theoretical concerns of curriculum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involved in carry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12.EDFD 6703 Guidance in Education
輔導原理與實務
Designed to provide the classroom teacher with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vide classroom assistance in areas related to the school’s guidance program.

* * 學校有權更改課程，恕不另行通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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