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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傑出分會＂獎 (2019 年 4月底前) 

目標對象: 分會 

獎勵概述: DCP 5 分傑出分會獎(或更高者),根據世界總部網站正式公布之傑出分會名單 

獎勵計算日期: 4/30/2019 

獎金: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1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通知發出二星期內，但不得晚於 7/8/2019 

2. “總會長傑出分會＂獎 

目標對象: 分會 

獎勵概述: DCP 9 或 10 分之總會長傑出分會獎,根據世界總部網站正式公布之總會長傑出分會名單。 

獎勵計算日期: 6/30/2019 

獎金: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2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通知發出二星期內，但不得晚於 7/8/2019 

3. “優選傑出分會＂獎 

目標對象: 分會 

獎勵概述: DCP 7 分之優選傑出分會獎,根據世界總部網站正式公布之優選傑出分會名單 

獎勵計算日期: 6/30/2019 

獎金: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1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通知發出二星期內，但不得晚於 7/8/2019 

4. “傑出分會＂最佳進步獎 

目標對象: 分會 

獎勵概述: 上年度沒有達到 DCP 5 分以上的分會, 而本年度有達到傑出分會(或以上)標準 

獎勵計算日期: 6/30/2019 

獎金: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1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通知發出二星期內，但不得晚於 7/8/2019 

5. “三項教育成就榮銜＂獎 

目標對象: 會員 

獎勵概述: 在 7/1/2018 到 6/30/2019期間得到三個(含)以上的教育獎 

獎勵內容: 世界總部三項教育成就榮銜徽章 

申請時間: 總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宣佈 

6.   在分會使用關鍵時刻 – 表揚獎 

目標對象: 分會會長 

獎勵概述: 請會員填寫關鍵時刻自評表並且和幹部團隊收集和分析所得到的資訊。在每一個月設定好要

改善的項目。將「分會關鍵時刻總結表」在第二次的幹部訓練交給部執行長。 

 
獎勵內容: 分會會長別針 – 給分會會長 

申請時間: 在 2019第二次幹部訓練 

7.  Pathways 成就獎–7/1/2018-12/31/2018  

目標對象: 會員 

獎勵概述: 

 

依照美國總會網站資訊顯示的教育成就, 有在 4/15/2019 前完成任何一個途徑的 Level 1 

依照美國總會網站資訊顯示的教育成就, 有在 4/15/2019 前完成任何一個途徑的 Level 2 

獎勵內容: 2019年 4月 15日 前完成 Level 1: Pathways 別針 

2019年 4月 15日 前完成 Level 2: 書籍[TED大師ｘ11 位世界演講冠軍：                                 

教你 30秒說動人心]  

申請時間: 總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在 4/15/2019 後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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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thways 成就獎  

目標對象: 會員人數低於 12人(含 12人)的分會 

獎勵概述: 會員人數低於 12人(含 12 人)的分會: 100%的會員在 4/30/2019 前完成 Level 1的破冰演

講[2019年 4 月加入的新會員例外] 

獎勵內容: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1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在 4/30/2019 後宣佈。 

 

9.  Pathways 成就獎 

目標對象: 會員人數高於 16人(含 16人)的分會 

獎勵概述: 會員人數高於 16人(含 16人)的分會: 40%的會員在 4/30/2019 前完成 Level 1 [2019年 4

月加入的新會員例外] 

獎勵內容: 頒給各分會新台幣 1000 元 

申請時間: 總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在 4/30/2019 後宣佈。 

 

總會長的表揚 

10.  區執行長卓越獎 

目標對象: 區執行長 

獎勵概述: 在 4/15/2019 達到以下全部項目:  

1)在 10/1/2018-3/31/2019 & 4/1/2019-9/30/2019 期間有 100%的分會續會籍 (要保持分會

有效會籍) 

2) 在網上申報完成 100%第一次和第二次區執行長分會訪視報告 

3) 100%的分會使用關鍵時刻 (第一頁的第五項有詳細的內容) 

獎勵內容: 世界總會商店的 20 美金抵用卷– 請參考 https://www.toastmasters.org/shop  

(可以透過台灣總會商店訂購減少運費) 和一個 Toastmasters 會員的別針 

申請時間: 總會長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在 4/15/2019 後宣佈。 

分會會在第二次的幹部訓練受到表揚。 

11.  分部卓越獎 

目標對象: 部執行長 

獎勵概述: 在 4/15/2019 達到以下全部項目: 

1) 在 10/1/2018-3/31/2019 & 4/1/2019-9/30/2019期間有 100%的分會續會籍 (要保持分

會有效會籍) 

2) 分部的分會數量沒有淨損失 

3) 40%的分會達到 Distinguished 

獎勵內容: 世界總會商店的 50 美金抵用卷 – 請參考 https://www.toastmasters.org/shop  

(可以透過台灣總會商店訂購減少運費) 和一張含晚宴的 2019年度大會門票 

申請時間: 總會長會依世界總會資訊在 4/15/2019 後宣佈。 

 

備註：所有金錢獎勵，請填寫 2018-2019 總會墊款請償單，並附上行政收據 從 7/1/2018－6/30/2019（場

租、印費／文具等，收 據金額不得低於請款金額），於獎項公布後一個月提出申請， 但最遲不得超過 

7/8/2019。   

 

下一頁：墊款請償單標本 

 

 

 

https://www.toastmasters.org/shop
https://www.toastmasters.org/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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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cher for Reimbursement Sample 墊款請償單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