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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World Leadership Congress (WLC)？
(WLC)？
「The HOBY Youth Leadership」是 1958 年由美國資深藝人 Hugh O'Brian 所創立的公益
組織。Hugh O'Brian 於 1958 年前往非洲訪問時受到名醫史懷哲的精神感召，對於他在教育
方面的理念：「教育最重要的是培養青年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十分認同，返美後立即成立 HOBY
WLC 組織，其設立宗旨在於「發掘及培養青少年領導潛能進而為社會國家培植領導人才」，
經過五十餘年的發展，此一公益團體在青少年身心發展上卓著的績效，普獲社會好評與認同，
成為一個擁有 5200 個志工的知名社會團體。
每年一度的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是該組織的大型活動之一，參加研習營的學員除
甄選自美國五十州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青少年代表，研習的主要目的是鼓勵青少年勇於
挑戰、積極進取，以期透過此活動提供國際學生交流的機會，進而激發潛能，是一個項極具
意義的青少年活動。為了擴大台灣青少年與國際學生互動的管道，進而藉由溝通、討論、觀
摩學習培養積極進取、主動參與及領導統御的能力，出席會議的台灣青少年有機會與世界各
地的優秀青少年一同站上國際舞台。
HOBY 台灣主辦單位
台灣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美國教育基金會
美國教育基金會(Americ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 AIEF)為培養青
年學子對於領導和義工服務精神的瞭解，致力於推展青少年領袖活動，希望藉此能夠讓下一
代有機會增進視野，也能夠增加台灣在國際之能見度。美國教育基金會期盼藉由舉辦本項選
拔活動來提升台灣新世代的青少年對社會認同、關懷與付出的崇高信念、並體認志工服務對
個人及社會的價值。AIEF 美國教育基金會自 2000 年起主辦「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的
台灣代表甄選，由來自全台灣的國中、高中的優秀學生代表選出菁英代表赴美出席七月份於
的「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這項深具國際及外交意涵的活動，讓台灣的學生代表有機
會和來自美國及世界個國家 400 多位優秀青少年站在同一個國際舞台，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接
受自我挑戰、開闊國際視野、增進個人領導才能和團隊合作精神，進而將台灣的文化與精神
宣揚國際社會﹗
2011 HOBY WLC 台灣代表
台灣正邁向新經濟型態的國際化社會。歷年來，代表台灣出席的團員，在啟程前往美國
之前，都會積極蒐集與該屆會議主題相關的資料、 精心製作介紹台灣的簡報、並努力排演大
會的表演節目。這些可愛青少年，令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讓許多原本
不知道或不熟悉台灣的人，對台灣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會後團員們亦都能覺察到自己在社
會及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進而樂意在群體中擔負起領袖的角色，將關懷及愛心散
播給周圍的人，讓我們的社區更和諧更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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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資格：
1. 中華民國國籍，年齡十五足歲至十七足歲之在學學生。
2. 具備英語說、聽能力，能以英語與國際青少年溝通互動者。
3. 有服務熱誠，願為社會服務工作貢獻。
4. 具有領袖特質，願向自我成長挑戰者。
5. 品學優良，足為同儕楷模者。
二、報名方式：
1. 學校單位推薦優秀學生代表參加、性別不拘。
2. 由社會公益團體機構推薦。
3. 同學自行報名。
三、2011「HOBY 台灣營」日程計畫：
活動時間：2011 年 2 月 26 至 27 日（暫定）
活動地點：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嶺頭山莊福音中心（援 2010 年例）
活動概要：邀請具社會公信力、有代表性的主講者、曾任 HOBY 世界營台灣代表團
員等舉辦 2011「HOBY 台灣營」
，由營隊活動中選拔出表現優異者代表台灣出席「2011
HOBY 美國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
四、甄選過程：
1.第一階段：書面報名資料審查：

項目
英文成績
學業總成績
社團/幹部經驗
及義工活動證明

比重

分數

說明

50% 滿分 100 分
同上

最近一學年之成績
同上
最近一學年之社團或幹部經驗

50%

(請出示證明)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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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階段：USAT 英語考試
3.第三階段：受邀參加 2 月份 HOBY 台灣營
3.第四階段：甄選台灣代表 25 名
4.第五階段：美國 7 月份 HOBY 世界營
八、報名作業：
1.請參加人員填寫報名表，並備妥下列資料，依序以 A4 紙裝訂成冊，未依照規定者，恕
不受理報名。
a. 報名費 新台幣 3000 元 (USAT 英語考試、台灣營不另收費。報名費不退)
b.
c.
d.
e.

報名表 附件一
身份證影本一份
原住民報名者需付戶口名簿影本
中華民國護照影本一份，(報名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f.
g.
h.
i.
j.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一份
500 字以內英文自傳 (不超過一張 A4 為準)
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
學校或師長推薦函一篇（中文或英文）(可選擇)
社團或幹部經驗證明書 附件三

k. 個人才藝表演影片 (可選擇)
2. 報名資料請寄：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37 號 5 樓-1「AIEF 美國教育基金會」收
3. 洽詢電話：02- 27058840，分機 13，房家偉 Jack Fang
其他詳細資料請上網查詢，網址：www.uscampus.com.tw 或 www.aief.org.tw
4. 一般申請者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5 日
5. 原住民申請者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1 年 01 月 15 日
6. 錄取通知將會以 email 寄送及網站公告，不以書面方式寄送通知。
7. 2011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活動時間(暫定)為 7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
8. 入選前往美國參加「2011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之所有代表，所有費用完全自理，
美國費用包括：全程機票費 (預估 NT48,000)、會議活動費 (預估 NT105,000)、醫療保險費
(預估 NT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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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1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代表報名表
編號： ˍˍˍˍˍ （主辦單位填寫）
姓

填表日期：

年

月

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護照上英文姓名)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英文暱稱)

照片黏貼處

住家電話：( _____ )______________行動電話：
傳

真：( _____ )______________

生

日：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性別： □男

□女

E - m a i 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郵遞區號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二 □三 □其他
護

照：

□中華民國護照，號碼
□無護照

有效日期：

是否為原住民同學: □是

是否同意由基金會安排志工服務 12 小時：□是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年級
月

□否

□否

稱謂：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本人關係：____________

______

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備註】

附件三
11、個人才藝表演影片 (可選擇)
二、所有報名資料請寄：
(106)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37 號 5 樓-1
「AIEF 美國教育基金會」
電話：(02)2705-8840，傳真：(02)2705-8225
聯絡人：分機 13，房家偉 Jack Fang
電子信箱:jfang@aief.org.tw

一、報名所需文件（請用 A4 紙依序裝訂黏貼）
1、報名表 附件一
2、報名費 新台幣 3000 元
3、身份證、中華民國護照影本一份
4、原住民報名者需付戶口名簿影本
5、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一份
6、500 字以內英文自傳一篇(以不超過 1 張
A4 為準)
7、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一張(黏貼於報名表上)
8、師長推薦函一篇（中文或英文）(可選擇)
9、學業成績證明（中文）附件二
10、社團/幹部/社工經驗證明，以 1 頁證明為準

三、報名日期截止日期為 2010/12 /15
四、其他詳細資料請上網查詢，網址：
www.uscampus.com.tw www.ai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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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二

2011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代表

成績證明書
請填寫下表各項成績分數或等第，並請附 99 年度之學期正式成績單（影本）
，未
附成績證明者，該項成績不予計分。

項次

分數

備註

英文成績
學校總成績

茲證明上列所填資料正確無誤，並附成績證明如後。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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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三

2011 HOBY 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代表

社團/幹部/社工經驗證明書
請依序列出國中以上曾擔任社團/班級幹部/義工社工經驗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如社團通訊錄影本）或請師長簽章認證。

項次 社團、活動、社工經歷

起迄時間

師長簽章

備註

茲證明上列所填資料正確無誤。

申請人：
備註：以一頁之證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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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