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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南京）奖学金 
（以下所有部门奖学金均为税前金额） 

新东方（南京）高分奖学金登记与领取制度 

登记流程 

1、请下载官网中的“授权书”表格并填写完整； 

2、表格下载地址:http://nj.xdf.cn/gaofen/201207/168001184.html； 

3、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指定学习中心报名处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成绩单复印件、有效

听课证的原件或者复印件、申请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和授权书）； 

4、新东方（南京）学校客户服务部会集中核查您的申请材料，符合高分要求者，我们将在各项目集

中发放时间电话通知您领取奖学金。 

注意事项 

1、您需持新东方（南京）学校听课证，在收到成绩单一个月内带齐申请材料到指定报名处登记； 

2、您申请登记的奖学金项目应和新东方（南京）学校所学课程相对应； 

3、听课证有效期为 2 年，从开课当天开始计算，且考试日期需在参加培训日期之后； 

4、每张听课证仅限登记一次，且只能对应一次考试（例:上过两个班，且均在对应课程结束后参加考

试，两次同种类考试均满足高分登记，相同科目仅限登记一次）； 

5、中、高考高分登记将由中学部直接电话联系学员，无需至客户服务部登记； 

6、少儿部的奖学金以考试及学期为周期，由少儿部自行登记通知，无需至客户服务部登记。 

详情请参照官网公布的新东方（南京）各分项奖学金制度。 

领取制度 

1、确认获奖之后，将由新东方（南京）学校统一电话通知，获奖人或代领人需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到

指定地点领取，过期将自动取消奖学金领取资格； 

2、经工作人员核实身份无误后方可领取奖学金。 

新东方（南京）国外考试中心高分奖学金细则 

IELTS 

考试性质：全称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中文全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是一种较全面的、针对听说读写四项能力的、为打算到英语国家学习、工作或定居的人们设置的英语水

平考试。 

http://nj.xdf.cn/gaofen/201207/168001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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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每年有多达 48 个考试日期，考生可根据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考试日期和地点。考试时间总计约

2 小时 45 分钟。 

考试内容：分为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四部分。 

奖励标准 

IELTS 奖学金标准 

总分奖 

标准 奖励 

9 分 现金 1000 元+800 元课程抵用券 

8.5 分 现金 900 元+700 元课程抵用券 

8 分 现金 800 元+600 元课程抵用券 

7.5 分 现金 600 元+500 元课程抵用券 

7 分 现金 300 元+300 元课程抵用券 

单项奖 

标准 奖励 

听力或阅读 8 分（含）及以上 现金 400 元+300 元课程抵用券 

写作或口语 7 分（含）及以上 现金 400 元+300 元课程抵用券 

申请要求及发放时间 

1、学员在成绩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成绩单复印件、有效听课证的原件或者复印

件和授权书（四者缺一不可，如学生请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在新东方（南京）学校联网报名处（许府巷

报名处、新街口报名处、龙蟠报名处、湖南路报名处、鼓楼（高楼门）报名处、中山东路报名处）登记。

“授权书”在官网统一下载填写； 

2、学员登记奖学金项目时出示的听课证应为相应的新东方（南京）学校所学课程对应的听课证，同

时必须是参加新东方（南京）的常规培训课程（模考、点睛、单项课程除外）； 

3、听课证有效期为两年，且考试日期需在参加培训日期之后； 

4、每个学员每个奖学金项目只能登记一次，不能重复登记。如遇总分奖和单项奖重合，只发放较高

的奖项，不重复发放； 

5、学员登记时请确认所登记的个人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如因电话停机或者号码变更等个人原因无法

通知本人的，视为放弃； 

6、奖金将在每年雅思中国行活动期间集中发放，雅思中国行每年 5 月和 11 月各一次。具体时间另

行通知。 

其他事项 

1、授权书的签名栏位置须手工签名，委托日期为填写委托授权书的实际日期； 

2、奖金可由他人代领，代领时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获奖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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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考试性质：全称是 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是由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举办

的英语能力考试。 

考试时间：每个月有 3-4 次考试。 

考试内容：包含听力、口语、阅读和作文。 

 

SAT 

考试性质：全称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简称美国高考。其成绩

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考试时间：SAT 考试在每年 3 月、5 月、6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以及一月的最后一

个周六举行。其中，每年三月的考试仅在美国举行。考试时间是上午 8 点开始，大约到下午 1 点结束。 

考试内容：主要测验考生的写作、阅读和数学能力。 

 

新 GRE 

考试性质：即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全称是 Revised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包括 GRE 

General Test 和 Subject Test（又称 Advanced Test）。与之前的 GRE 相比，新 GRE 在考试次数、

题型和方式上都作了调整。新 GRE 是申请美国研究生入学的必要考试。 

考试时间：每位考生每月仅限参加 1 次考试，全年最多 5 次。 

考试内容：新 GRE 一般是指 GRE General Test，属于能力倾向性测试（Aptitude Test），包括语文、

数学和写作。还有一种考试叫 GRE Subject Test，旨在考察学生对特定专业的知识掌握情况，属于成绩

测试（Achievement Test）。 

 

GMAT 

考试性质：全称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中文名称为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目

前已经被广泛地用作工商管理硕士的入学考试，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申请攻读 MBA 时最被普遍要求申请者

所提供的一个考试成绩。 

考试时间：全年都有考试，京沪穗考试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四，其他城市每月 3 号后特定工作日举行。 

考试内容：GMAT 考试由分析写作、数学和语文三部分组成。 

奖励标准 

总分奖 

新 GRE TOEFL SAT GMAT 奖励 

一等奖 

（335 分以上） 

一等奖 

（115 分以上） 

一等奖 

（2250 分以上） 

一等奖 

（750 分以上） 

现金 1500 元及 1500 元

课程抵用券 

二等奖 

（330-335 分） 

二等奖 

（111 分-115 分） 

二等奖 

（2201 分-2250 分） 

二等奖 

（721 分-750 分） 

现金 800 元及 800 元课

程抵用券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1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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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要求及发放时间 

1、学员在成绩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成绩单复印件、有效听课证的原件或者复印

件和授权书（四者缺一不可，如学生请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在新东方（南京）学校联网报名处（许府巷

报名处、新街口报名处、龙蟠报名处、湖南路报名处、鼓楼（高楼门）报名处、中山东路报名处）登记。

“授权书”在官网统一下载填写； 

2、学员登记奖学金项目时出示的听课证应为相应的新东方（南京）学校所学课程对应的听课证，同

时必须是参加新东方（南京）学校的常规培训课程（模考、点睛、单项课程除外）； 

3、听课证有效期为 2 年，且考试日期需在参加培训日期之后； 

4、每个学员每个奖学金项目只能登记一次，不能重复登记。如遇总分奖和单项奖重合，择较高奖项

发放； 

5、学员登记时请确认所登记的个人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如因电话停机或者号码变更等个人原因无法

通知本人的，视为放弃； 

6、奖金将在每年北美高峰论坛活动期间集中发放，北美高峰论坛每年 5 月和 11 月各一次。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其他事项 

1、授权书的签名栏位置须手工签名，委托日期为填写委托授权书的实际日期； 

2、奖金可由他人代领，代领时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获奖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 

 

 

新东方（南京）成人类高分奖学金细则 

 

四六级 

考试性质：全称 College English Test，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英语考试。 

考试时间：笔试在每年 6 月和 12 月各一次，口试在笔试前进行，每年 5 月和 11 月各一次。 

三等奖 

（325-329 分） 

三等奖 

（108 分-110 分） 

三等奖 

（2150 分-2200 分） 

三等奖 

（700 分-720 分） 

现金 600 元及 600 元课

程抵用券 

单项奖 

标准 奖励 

TOEFL 听力/阅读/写作:30 分 现金 200 元及 200 元课程抵用券 

TOEFL 口语 28 分 现金 200 元及 200 元课程抵用券 

GRE、GMAT 写作:5 分（含）及以上 现金 200 元及 200 元课程抵用券 

GRE 数学 169 分（含）及以上 

SAT 数学 800 分 

GMAT 数学 50 分（含）及以上 

现金 200 元及 200 元课程抵用券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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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由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完型填空、写作和翻译五个部分组成。2013 年 12 月改革后，不再

考查完型填空。 

  

研究生入学考试 

考试性质：教育主管部门或招生机构为选拔研究生而组织的相关考试的总称。  

考试时间：初试一般在 1、2 月份，春节前 1、2 个星期。考试要持续 2 天，进行 4 门考试，每门考试 3

个小时，也有进行两天半的考试专业；复试一般在 5 月 1 日前后，一般是等额面试，少数热门的专业会

选择差额复试。 

考试内容：国家统一考试科目一般包括外语、政治、专业课和综合。 

 

专四/专八 

考试性质：全称 Test for English Majors-4/8 ，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八级考试, 考察全国综合性大学

英语专业学生。 

考试时间：每年四月份的第 3 个周六。 

考试内容：听写、完形填空、写作等。专八题型为阅读理解、改错、写作等。 

 

中级口译 

考试性质：《上海市外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培训与考试项目是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共同设立的上海市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的高层项目之一。

又称 SIA(Shanghai Interpretation Accreditation)。 

考试时间：每年的 3 月、9 月进行笔试，笔试后 1 个月左右进行口试。 

考试内容：根据口译特点，以测试口译水平为主要目标，从听、说、读、译（笔译、口译）等四个方面

对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进行全面测试。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

测试相结合的方式，如在第一阶段笔试中，客观试题约占笔试试卷总分的 35%，主观试题约占笔试试卷

总分的 65%。 

 

高级口译 

考试性质：英语高级口译考试，是英语口译岗位资格证书考试项目中的高层次项目，具有大学英语六级

和同等英语能力水平的考生可以报考。 

考试时间：笔试在每年 3 月中旬和 9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或星期日举行，口试时间在每年的 5 月或 11

月左右的休息日举行。 

考试内容：以测试口译水平为主要目标，从听、说、读、译（笔译、口译）等四个方面对考生的语言运

用能力进行全面测试。考试采取客观试题与主观试题相结合、单项技能测试与综合技能测试相结合的方

式。如在第一阶段笔试中，客观试题约占笔试试卷总分的 25%，主观试题约占笔试试卷总分的 75%。考

试时间为 180 分钟，口试包括口语和口译两部分，约 25 分钟。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5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57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7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4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4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7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4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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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标准 

四级 六级 奖励 

600 分（含） 580 分（含） 现金 200 元+400 元课程抵用券 

非艺术类考研 艺术类考研 考研政治 考研数学 奖励 

80 分（含） 60 分（含） 80 分（含） 120 分（含） 现金 200 元+400 元课程抵用券 

考研总分 奖励 

360 分（含） 现金 800 元+1000 元课程抵用券 

考研英语+考研政治 奖励 

160 分（含） 现金 400 元+800 元课程抵用券 

专业四级 专业八级 奖励 

75 分（含） 70 分（含） 现金 200 元+400 元课程抵用券 

BEC 奖学金标准 

BEC 高级一次通过，全 A 现金 600 元+400 元课程抵用券 

BEC 中级一次通过，全 A 现金 400 元+300 元课程抵用券 

中级口译 高级口译 奖励 

180 分以上（含） 200 分以上（含） 现金 200 元+400 元课程抵用券 

 

申请要求及发放时间 

1、学员在成绩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成绩单复印件及有效听课证的原件或者复印

件和授权书（四者缺一不可，如学生请提供学生证复印件），在新东方（南京）学校联网报名处（许府巷

报名处、新街口报名处、龙蟠报名处、湖南路报名处、鼓楼（高楼门）报名处、中山东路报名处）登记。

“授权书”在官网统一下载填写； 

2、学员登记奖学金项目时出示的听课证应为相应的新东方（南京）学校所学课程对应的听课证，同

时必须是参加新东方（南京）的常规培训课程（模考、点睛、单项课程除外）。如需申请考研总分奖的学

员，必须报读英语、数学、政治中的至少任意两门课程（模考、点睛、单项课程除外）； 

3、听课证有效期为两年，且考试日期需在参加培训日期之后； 

4、每个学员每个奖学金项目只能登记一次，不能重复登记。如遇总分奖和单项奖重合，只发放较高

的奖项，不重复发放； 

5、学员登记时请确认所登记的个人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如因电话停机或者号码变更等个人原因无法

通知本人的，视为放弃； 

6、高分学员将优先获得新东方大学生项目的兼职实习的机会； 

7、奖金将在每年考研巡讲活动期间集中发放，考研巡讲在每年的 4 月和 10 月各一次。具体时间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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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1、授权书的签名栏位置须手工签名，委托日期为填写委托授权书的实际日期； 

2、奖金可由他人代领，代领时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获奖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新东方（南京）优能中学高分奖学金细则 

 

申请对象 

凡报读新东方（南京）优能中学精品班和个性化课程的学员。 

 

奖励标准 

新东方（南京）将在每年中考和高考成绩公布之日起十日内公布各科奖学金分数线，届时官网、微

博等官方平台将一并公布。  

 

申请流程及要求 

1、申请学员必须是参加本年度中考或者高考的学生； 

2、分数公布之后，将由新东方优能中学工作人员统一和学员联系，统计分数，并告知达到高分线的

同学参加新东方高分学员颁奖活动。奖金定在每年 7/8 月份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统一发放，具体时间和地

点另行通知。届时学员携带本人身份证、成绩单、学生证复印件及有效听课证的原件或者复印件（四者

缺一不可）前来领奖； 

3、每个学员均可以申请单项奖和总分奖，取最高奖发放，不重复发放； 

4、学员登记时请确认所登记的个人联系方式准确无误，如因电话停机或者号码变更等个人原因无法

通知本人的，视为放弃。 

 

其他事项 

1、授权书的签名栏位置须手工签名，委托日期为填写委托授权书的实际日期； 

2、奖金可由他人代领，代领时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获奖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新东方（南京）泡泡少儿高分奖学金细则 

 

为鼓励参加 POP 少儿英语学习的学员取得的好成绩，对于高分奖励具体规则如下: 

 

一、学校同步学习奖励: 

条件 1:小学 1-4 年级学生，在学校英语考试成绩 100 分（满分）；  

条件 2:小学 5-6 年级学生，在学校英语考试成绩 98 分及以上（满分为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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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如满分为 120 分，则 5-6 年级学生在学校英语成绩为 118 分； 

2.以上成绩是指在（教育局认可可以颁发学历证明的）小学获得的期末考试成绩； 

3.可通过期末试卷、期末试卷复印件、有准确成绩的成绩单、本次期末考试的免考证书等获得奖学金（200

元课程现金抵用券）。  

 

二、剑桥考级考试奖励标准  

少儿部剑桥考级奖学金标准 

标准 奖励 

15 盾 现金 100 元+200 元少儿课程抵用券 

13 盾—14 盾 现金 100 元+100 元少儿课程抵用券 

11 盾—12 盾 100 元少儿课程抵用券 

具体登记细节及颁奖流程详情可咨询任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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