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一般高中合作學校申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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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目的

順應全球化的風起雲湧，如何能流利地以外
語應答已是當代年輕學子們所亟需學習的一
項重要技能。正因為英語仍作為世界共通的
語言之一，對於英語的掌握程度，仍不失為
與國際社會接軌與對話的必備能力。

英語辯論是一個以語言為基礎的技巧性整合
型活動——參與者在進行相互辯論之際，如
何從自身的生活與情境出發，針對每一個辯
論題目，做出具備系統與邏輯性的呼應，將
有助於訓練與改善參與者的外語批判性思考
能力；透過團隊的合作，亦能有效激發參與
者的領導特質，培養新世代的意見領袖。

受限於英語辯論在我推廣的程度和當地教師
們在英語辯論訓練機會上的缺乏，臺灣學生
往往難有實際參與英語辯論活動的機會；有
鑒於此，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旨在推廣
國際性的英語辯論，透過本基金會引進由美
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計畫和學術交流基金會
共同遴選出的頂尖辯士來進行對於我高中教
師和學生的第一線指導，藉此強化參與者之
英語表達能力，並精進其英語批判型思維能
力，以培養能和國際接軌的溝通協商人才。
本計畫除將引進美式公共論壇型辯論教育，
亦將辦理一系列之工作坊和相關活動，以擴
大訓練效應，全面性提升參與者的專業英語
辯論知能。

具體目標

提供學生邏輯推理和批判性思考的訓練，培養未來的領導者

增進學生對於國內外政策議題的認識，陶冶國際視野和分享多元民主價值

培養教師英語辯論知能，讓英語辯論課程可於未來在各校展開

深化並實踐英語教育，推動臺灣成為雙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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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申請對象 全臺有計畫於 110 年度推動英語辯論教育之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學術交流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 Fulbright Taiwan) 由美國國務院和
臺灣外交部、教育部共同成立，在臺執行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獎助計畫。傅爾布萊特計畫為當
今全球最具指標性地位的學術交流平台——透過獎助來自不同背景或領域之富有才華、熱情洋溢
的學生、學者、藝術家和專家，每位傅爾布萊特學人在學成歸國後，不只是將個人的教育和職業
知能大幅提升，更同時回饋在地社群，陸續成為各領域的領袖。

傅爾布萊特在臺灣執行多項獎助計畫，先後創造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獎助計畫，諸如與國內頂
尖大學合作的碩士學位計畫以及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亦於基金會下
設有美國教育資訊中心 (EducationUSA)，提供有意願赴美進修的臺灣學生或相關人才免費諮
詢；亦同步和國內教育單位合作，讓臺灣學子獲得正確且專業的留美訊息。

自 1946 年以來，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計畫已在全球運行七十載，催生出 60 位諾貝爾奬和
86 位普立茲獎得主。學術交流基金會迄今已在臺負責執行此計畫超過一甲子，遴選與獎助超過
一千六百餘名臺灣傑出人才赴美進行專業研究與交流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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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英語辯論指導原則

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教學時間

相關活動

各校須有至少一位負責英語辯論課程教師，並與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共同備課，以互相交
流和學習相關訓練技巧

該英語辯論教師和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應於訓練期間，在教室內提供彼此必要的協助

除了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的授課時間外，建議各校英語辯論教師應規劃於其他時間訓練學
生，以求最好的訓練效果

各校教學時間將於學校獲選後即進行協調分配，原則上各校應由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於每週至
少進行一次訓練，每個訓練時段的時長則由各校之辯論課程規劃來做相應調整。

為使學生能夠有更多練習的機會，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將定期辦理一系列工作坊和模擬練習
賽，請獲選學校之教師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本計畫預計舉辦全國性辯論比賽，藉以推選我學生代表臺灣參
加 美 國 National Speech & Debate Association (NSDA)
辯論大賽，遂希望獲選學校能以長期參與本計畫為目標，並盡
量鼓勵高一學生參與，以配合其參賽和升學時程。

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與經費需求

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由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計畫和學術交流基金會共同進行甄選，每校將獲
安排 1 名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到校進行訓練。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因到校訓練產生之往返交
通費、住宿費等均由參與學校支應 ( 詳見第 6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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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學校應配合事項

申請及甄選

各校英語辯論指導教師於全程應參與由基金會舉辦之辯論教學訓練工作坊至少兩次

每月報告：各校應填答英語辯論訓練課程月誌，以便基金會即時了解各校學生需求

計畫執行成效回饋：各校應於各學期末提交期末總結回饋，以供未來計畫改善和學校再次申
請之參考

各獲選學校須協助辦理各項英語辯論相關研習活動與競賽

各校須負擔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之由臺北出發之來回高鐵費用，每學期大約為 20-22 週。
以高雄為例，臺北至高雄之來回高鐵費用為 2,980 元，若授課 22 週，預估需 65,560 元；
臺北至臺中來回費用為 1,400 元，預估需 30,800 元。此外，因到校訓練而必須衍生之相關
交通費（例如：火車、計程車資等）和住宿費（或協助安排校內宿舍），亦提請由各校負擔

完成填寫計畫申請書，
並由校方核章
* 計畫申請書如附件

注意事項：現已參與本計畫且希望申請
第二年計畫之學校，請填寫附件二「計
畫申請書（第二年）」，並於上述收件
截止日期前，以電子檔方式寄至學術交
流基金會之計畫承辦窗口

請將電子檔寄送至學術交流基金會
 * 送件資訊詳見簡章第 8 點

收件截止：110年 5月 21日（五）
逾期將不予受理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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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辦法與評選標準

錄取名額

10 所，惟仍視本年度各申請學校辯論課程計畫內容和美籍辯論教練人數而有所調整。

甄選委員：由學術交流基金會遴聘專家學者進行甄選

評選標準：
1. 學校對於 110 學年度英語辯論訓練課程的規劃與執行
2. 學校對於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的需求性及必要性 
3. 學校英語辯論教師與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協同教學的意願
4. 學校能提供給美籍英語辯論指導教練的支援服務
5. 學校是否能協助辦理各項英語辯論相關各項研習與競賽

聯絡方式及送件資訊

學術交流基金會
公關暨媒體事務高級專員
張大鏞先生 Astin Chang

承辦窗口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02-2388-2100#193

02-2388-2855

achang@fulbright.org.tw

贊助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為美國國務院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中的指標性實驗計畫，
因此我們積極尋求外部經費贊助，以利計畫永續推動，紮根臺灣的英語辯論教育。

若有意願贊助此計畫，請撥冗填妥計畫申請書中的意見調查，以利後續聯絡，感謝
您的支持與協助。



附件一

110 學年度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計畫申請書

學校名稱

學校辯論教師簽章

教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以上請由本人親自簽章，如為代理者皆不受理。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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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

校名

學校資料

全校班級數與學生人數 (以 109學年度資料為主 )

縣
市

以下皆為必填

聯絡人

傳真

地址

普通班
年級

班級數 學生數 學生數班級數

註 1：其它特殊班係指如資優班、體育班、美術班及音樂班等，不計列分散式資源班。

10

11

12

其它特殊班 1

電話
Office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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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英語辯論訓練教師資料

中文姓名

序號 1 2

英文姓名

任教單位

任教科目

主要任教
科目年資

辯論指導
年資

參與過之
相關研習

特殊表現
或其它
優良事蹟

        年        月
110 學年度  有／無  參與辯論課程

        年        月
110 學年度  有／無  參與辯論課程

聯絡方式 Office:

Mobile:

Email:

Office:

Mobile: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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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辯論課程調查

近三年英語辯論訓練課程相關資料

學年度

學年度

109

109

年級
(10/11/12)

年級
(10/11/12) 辯論課程形式 辯論題目

普通班
參與人數

特殊班
參與人數 上課形式 上課時間（週次與時段）

參與人數、上課形式（例如：社團、選修課程、特殊訓練等）與時間

辯論課程形式 ( 例如：Model United Nations, policy debate, public forum debate 或其它
形式，若無特定形式請填無 ) 與內容

108

108

107

107



4

其他相關資訊

1. 請說明過往英語辯論課程設計。

2. 辯論比賽得獎榮譽

3. 請說明與他校英語辯論活動相關之交流狀況。

4. 請說明過往實施英語辯論訓練所遇到的困難和未來可能解決的方法。

5. 請說明其他可供評審委員參考之資訊。（例如：英語相關活動和社團如英語戲劇社、英語朗讀
和演講比賽、模擬聯合國會議、中文辯論 …… 等與英語辯論相關之活動）

學年度

109

獎項與得獎學生姓名

10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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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英語辯論課程計畫

年級
(10/11/12)

年級
(10/11/12) 辯論課程形式 辯論題目

普通班
參與人數

特殊班
參與人數 上課形式 上課時間（週次與時段）

預計參與人數、上課形式（社團、選修課程、特殊訓練等）與時間

預計安排辯論課程形式 (Model United Nations, policy debate, public forum debate 或其
它形式，若無特定形式請填無 ) 與內容

其他相關資訊

1. 請說明英語辯論訓練課程設計。

                                                            
  
 
2. 請說明參與此英語辯論訓練計畫之動機。
                                                            

3. 請說明預期參加此英語辯論計畫可帶來之效益。
                                                            

4. 請說明其他可供評審委員參考之資訊。（例如：英語相關活動和社團如英語戲劇社、英語朗讀
和演講比賽、模擬聯合國會議、中文辯論 …… 等與英語辯論相關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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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英語辯論教練之經費補助
1. 學校  是／否  補助交通費（如高鐵、臺鐵、計程車等）

2. 若因課程需要，學校  是／否  補助住宿費 

3. 學校  是／否  補助鐘點費

1. 學校  有／無  意願協助辦理小型的英語辯論研習

2. 學校  有／無  意願協助辦理區域型的英語辯論比賽

英語辯論研習

贊助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為美國國務院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中的指標性實驗計畫，
因此我們積極尋求外部經費贊助，以利計畫永續推動，紮根臺灣的英語辯論教育。

學校是否有意願贊助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 是     □ 否    
如有意願贊助，請提供聯繫承辦窗口與聯絡資訊：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附件二

110 學年度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計畫申請書（第二年）

學校名稱

學校辯論教師簽章

教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以上請由本人親自簽章，如為代理者皆不受理。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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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

校名

學校資料

縣
市

以下皆為必填

聯絡人

傳真

地址

電話
Office

Mobile

學校英語辯論訓練教師資料

中文姓名

序號 1 2

英文姓名

任教單位

任教科目

主要任教
科目年資

辯論指導
年資

參與過之
相關研習

特殊表現
或其它
優良事蹟

        年        月
110 學年度  有／無  參與辯論課程

        年        月
110 學年度  有／無  參與辯論課程

聯絡方式 Office:

Mobile:

Email:

Office:

Mobile: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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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英語辯論教練之經費補助
1. 學校  是／否  補助交通費（如高鐵、臺鐵、計程車等）

2. 若因課程需要，學校  是／否  補助住宿費 

3. 學校  是／否  補助鐘點費

1. 學校  有／無  意願協助辦理小型的英語辯論研習

2. 學校  有／無  意願協助辦理區域型的英語辯論比賽

英語辯論研習

贊助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為美國國務院全球傅爾布萊特計畫中的指標性實驗計畫，
因此我們積極尋求外部經費贊助，以利計畫永續推動，紮根臺灣的英語辯論教育。

學校是否有意願贊助傅爾布萊特英語辯論計畫？  □ 是     □ 否    
如有意願贊助，請提供聯繫承辦窗口與聯絡資訊：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電子信箱



www.fulbright.org.tw

2F., No.45 Yanping S. Rd.,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011
100011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45 號 2 樓

T 886-2-23882100

F 886-2-23882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