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實施辦法
1.

主辦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臺灣區總代理 /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第三部門教育基金會

2.

獎學金設立宗旨:

為鼓勵台灣青年學子運用國際溝通力、社群組織力、創意企劃力推動關懷全球、關懷台灣的公益活動，
ETS 特委託忠欣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年在台灣啟動【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鼓勵青年學子
觀察生活周遭需要改善及關懷之處，提出改善之辦法並以「2015 年青年公益活動企劃案」呈現且付諸實
踐，運用「英語力」、
「組織力」及「創意力」推動公益活動，改變世界，從心點子出發。

3.

申請資格:
1) 申請團隊成員須由目前就讀於台灣，且為高中職(含)以上迄研究所之在學學生所組成。
2) 申請團隊人數須為三人(含)以上 (校內社團或另行跨校、跨組別組團皆可)。
3) 申請團隊成員須具有「多益英語測驗」或「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或「多益口說測驗」任一項測
驗成績，其測驗成績須達各申請團隊成員身份所要求之分數門檻。(詳如本辦法第 9 條所載)

4.

申請方式與流程:
1) 以團隊方式提出「2015 年青年公益活動企劃案」
，並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日)前(以郵戳為憑)將企
劃案及相關申請文件，寄至「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2 樓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
2) 申請團隊需邀請熟悉團隊成員的在校師長或曾推動公益組織活動的專家，擔任團隊公益企劃專案
之諮詢老師。
3) 獲選之團隊需於 2015 年 10 月 4 日(日)前提出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註: 相關表格可至多益獎學金計劃專區網站下載

提案申請

公佈獲選團隊

5.

書面審查

獲選團隊
執行公益活動企劃並
提出成果檢討報告

簡報面試

成果發表

提案說明:
觀察生活周遭需要改善及關懷之處，以公益活動企劃案提出改善之辦法，並付諸實踐。
1) 提案內容須包含公益活動主題、觀察到需解決的議題、改善辦法、行動時程、經費預算、組織及
成員介紹、預期效益。
2) 公益活動主題需和觀察議題一致，舉例：環保、醫療衛教、弱勢關懷、動物保育、陪伴照護、社
區營造、環境美化、文化傳承…等等。
3) 申請之團隊成員係指自開始即直接列名參與提案與執行該公益企劃的核心成員，至於間接地響應
該活動且參與該活動的老師或社會人士將不被定義為本辦法的獎勵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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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說明:
1)

成果檢討報告內容須包含下列各項：實際參與執行之志工人數與組織、活動服務對象及背景說
明、對服務對象所帶來的影響或改變、活動自我評量檢討報告、服務對象對活動的回響或評價、
活動實際支出之費用紀錄、團隊成員參與活動感想、諮詢老師活動評量與建言。

2)

檢附執行完成證明文件，例如活動日記、照片、志工時數證明、服務對象感謝狀或感謝信函、
第三單位的報導…等，做為該團隊是否完成執行計劃之依據。

3)

成果檢討報告須於 2015 年 10 月 4 日(日)前，寄至「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2 樓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以郵戳為憑)作為完成公益計劃執行之依據。

7.

評審流程及標準說明:
1) 將邀請第三部門教育基金會的專家、學者組成獨立的「多益獎學金計劃評審委員會」(所有評審
委員將被要求迴避擔任申請團隊之諮詢老師)，負責評選工作，第一階段進行書面審查，通過者
將受邀參加第二階段之簡報面試，評選出 15 個青年公益活動企劃案的獲選團隊，並頒發企劃獎
金。
2) 獲選團隊須於 2015 年 10 月 4 日(日)前提出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由評選委員會審查過後再頒
發執行獎金。
3) 活動企劃案評審標準: 根據企劃案之公益關懷性、議題獨特性與運用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組織
力與可執行性、影響力與持續性等項目進行評選。
4) 活動執行審查標準: 依據上述企劃案之同一評審標準，審查活動的執行成果。

8.

獎金頒發名額及金額:
1) 企劃獎金: 通過書面審查及簡報面試之 15 組獲選團隊將先行頒發企劃獎金新台幣三萬元整。
組別

獲選團隊名額

高中職組

5

大專院校組

5

綜合組

5

總計

15 組

2) 執行獎金: 獲選團隊完成執行公益活動企劃後，提出活動的成果檢討報告，經審查通過後可另
獲得執行獎金每組新台幣七萬元整。
3) 獎狀：獲獎團隊填寫於申請表之成員，經成績及資格驗證無誤者可獲頒獎狀乙張。
備註: 獲選團隊名額: 每組別預計獲選名額如上表所示，若任一組因未達評審之最低標準致團隊數目不足額時，
評審得將該名額移轉由合乎評審標準之團隊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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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多益測驗成績要求
1) 依照申請者身份，每位成員須提出「多益英語測驗」或「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或「多益口說測
驗」之成績(可自由選擇三項測驗中之任一項)。
2) 每位成員所需之最低多益測驗成績標準詳如下表。
申請者身份

多益英語測驗

多益口說測驗

多益寫作測驗

(聽力/閱讀)
高中職學生

450

100

100

大專院校學生

550

120

120

3) 需提出多益測驗成績單影本或多益測驗證書影本。(擇一即可)
4) 成績需在兩年有效期之內。
10. 申請文件說明:
1) 每一申請團隊共同檢附資料:

【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表
【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提案企劃書
 諮詢老師與推薦信
 申請團隊須邀請熟悉團隊成員的在校師長或曾推動公益組織活動的專家，擔任團隊公益企劃
專案之諮詢老師，並為申請團體撰寫推薦函。



須使用本專案規定之正式推薦函表格 (請於多益獎學金計劃網站下載，網址如本辦法後所示，
若篇幅不夠，可自行列印多份)

2) 每位申請成員皆需檢附資料:

 兩年內之多益測驗成績單影本或多益測驗證書影本
 目前就讀學校之最近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11. 申請組別之判定方式:
1) 高中職組: 目前就讀於高中、高職或五年制專科學校一至三年級之學生所組成團體
2) 大專院校組: 目前就讀於一般大學、技職院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以上之學生所組成團體
3) 綜合組: 目前就讀於研究所或跨越中學、大專院校不同組別之學生所組成之團體
4) 組別判定根據申請團隊所提出之最近一學期在校成績單為準，若遇升學情況，以升學前之歸屬
組別為準，例如 2015 年 9 月將從高中或高職升上大專院校之學生，申請組別為高中職組；2015
年 9 月從大專院校要進入研究所就讀之學生，申請組別為大專院校組
12. 成果發表說明:
預計於 2015 年 12 月舉行(實際時間另訂)，獲選團隊皆應出席並進行成果發表，活動形式及內容將另
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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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要時程說明:
提出公益活動企劃案

即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日)

書面審查

2015 年 6 月 1 日~2015 年 6 月 20 日

簡報面試

2015 年 6 月 21 日(日)

公佈企劃案獲選團隊名單及發放企劃獎金

2015 年 6 月 22 日(一)

諮詢輔導

2015 年 6 月至 7 月 (詳細日期將另行公佈)

提交企劃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2015 年 10 月 4 日(日)

成果發表

2015 年 12 月(詳細日期將另行公佈)

14. 其他注意事項
1) 活動時程將視狀況調整，以官方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2) 活動若有未盡事宜，本計劃小組得隨時修訂並於官方網站公告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聯絡方式:
專案網址: http://www.toeic.com.tw/scholarship2015/
申請表寄送地址: 106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2 樓
客服專線: (02) 2701-7333
Email: scholarship@toe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