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表
此申請表是為瞭解每位團隊成員的基本背景資料而設計，內容僅供多益獎學金計劃使用，並提供給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參考。
請以 PDF 格式打字填寫完畢後列印並簽名寄回。
申請組別

團隊名稱

□ 高中職組 □ 大專院校組 □ 綜合組
企劃案名稱

團隊聯絡人※請填寫兩位主要聯絡人
姓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

手機:

1

住家:
手機:

2

住家: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表 ※包含上述兩位主要聯絡人

#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目前就讀
學校、科系、年級

多益測驗
測驗日期

測驗成績
□LR □SW □S

1

□LR □SW □S

2

□LR □SW □S

3

□LR □SW □S

4

□LR □SW □S

5

□LR □SW □S

6
備註:1.日期請以 YYYY/MM/DD 格式填寫
2. LR: 多益英語測驗(聽力/閱讀)/ SW: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S: 多益口說測驗

申請規定
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是由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與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所提
供。所有的獎學金申請相關文件及證明(包含面試)的內容都必須屬實，若 ETS 或 ETS 臺灣區總代理發現申請者所提供資訊
有誤或捏造事實，將會撤銷獎學金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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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表
團隊成員簽名
請檢查申請表之各項填答皆屬實無誤後在下方欄位以正楷填寫團隊成員姓名並親筆簽名。
每位團隊成員簽名後即代表同意以下事項
1.

所有 ETS 授權給台灣地區多益獎學金計劃的申請規定。

2.

申請表的內容將經由 ETS 臺灣區總代理及多益獎學金計劃評審委員會審核。

3.

如獲選為得獎團隊，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將可以使用該團隊的申請資料以及執行公益計劃期間拍攝的影片/相片，用於宣傳、發表、
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圖書等用途。

正楷填寫團隊成員姓名

#

團隊成員親筆簽名

日期

1
2
3
4
5
6
請注意:

申請團隊務必在 2015 年 5 月 31 日前將以下申請文件寄至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 以完成申請程序。
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表 (此份表格請以 PDF 格式打字，列印並簽名後寄回)
多益獎學金計劃提案企劃書 (請以 A4 格式繕打，10 頁之內，一式兩份)
多益測驗成績單或證書影本 或 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成績單影本(每位申請成員皆須檢附)
提出離申請時最近一學期之學校成績單影本(每位申請成員皆須檢附)
由熟悉團隊成員的在校師長或曾推動公益組織活動的專家所撰寫的推薦函(至少一封，須使用 ETS 之推薦函表格)
※ 申請團隊成員必須提供兩年有效期間內的成績證明才能夠參與此次多益獎學金計劃申請。

所有申請文件務必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前寄至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
收信人:

ETS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

地址:

10665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 段 45 號 2 樓

若有任何問題請與多益獎學金計劃小組聯絡:
客服專線 +886-2-2701-7333 或 電子信箱 scholarship@toeic.com.tw
個資保護
所有申請者的申請資料會絕對保密並僅提供獎學金申請所用，若每位團隊成員皆同意參與此獎學金計劃，你們所提供的
資料將會留在 ETS 保留一年，以提供管理人員查閱，不予退還。
問卷
請問您從何種管道得知多益獎學金計劃?
□多益測驗官方網站

□多益情報誌 TOEIC OK News 粉絲團

□2014 多益獎學金計劃公益旅行節

□多益情報誌 TOEIC OK News 雜誌

□TOEIC WATCH 電子報

□其他

□多益獎學金計劃得主、親友

□學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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