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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恭喜成為國際獅子會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YCE)的接待分會！ 

透過YCE活動成為交換青年(15-22歲)的接待分會絕對會是個很棒的經驗，因為您透過對話、文化活動一同分享
彼此的文化，更同時向青少年介紹國際獅子會的一切。

本手冊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您理解接待分會的角色與責任。其中包含了必要的規定和期待，讓所有參加的人都能有
良好的YCE體驗。貴分會應與貴複合區或區YCE主席保持誠實開放的溝通，以充分了解當地YCE活動對接待分會
的要求。

青少年保護

·	 所有參加獅子會YCE活動的接待分會都應為所有參加的青少年們建立並維持一個安全的環境。
·	 請聯繫您的當地YCE主席，了解更多有關您如何能更完善地準備，報告並處理如虐待或騷擾等指控的事件。
·	 請聯繫您的當地YCE主席，了解更多有關您如何能更完善地準備，在如天災、民事或政治動盪時的緊急情況

時，進行危機處理。
·	 除了國際獅子會提供的任何政策或程序外，接待分會必須遵守所有有關青少年保護的當地法律和規範。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	 一般建議：
o 收集未成年人的資料時，應先取得家長的同意。
o 一旦使用了個人資料、收集資料的目的達成後，應銷毀、刪除和/或抹去該資料，以免被濫用。 

 在活動完成後，YCE主席應執行一套標準程序，例如具體時間長度，以保存YCE參與人的個人
資料(青少年及成人)。如此能減少之後被投訴的可能。

·	 同意
o 所有的申請書都應以清晰可辨別的語言聲明個人資料是如何使用的。身為接待分會，您有責遵守任何

當地的資料隱私法並保護您因該職位而取得的資料。
o 我們建議貴分會自青少年、未成年人的家長/監護人取得書面的同意書後再將在YCE體驗中拍的照片

或影片放在社群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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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
歷史

在長達一夏季的美日獅友交換活動成功完成後，青少年交換活動於1961
年早期由獅子會國際理事會授權成立。而後於1974年授權青少年營活
動。兩項活動都因為了促進國際獅子會的第一目標「建立並培養了解世
界各國人民的精神」而建立。

活動定義

YCE不含有旅遊、學術研究或就業性質，而是鼓勵青少年在體驗新文化
的同時，用他們旅遊的機會來分享他們自己的文化。YCE活動由兩大部
分組成：國際交換及國際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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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分會的角色
財務職責

·	 一般規則
o 若貴分會需立即支付任何與青少年相關的非預期或大筆費用，貴分會應立即與YCE主席、協調獅友、

青少年家長/監護人及輔導獅子分會聯絡。
 應達成協議說明該費用該由誰負責。

o 每位青少年應攜帶個人經費以支付臨時開銷、小病之醫療費用、紀念品或接待者未計劃之社交活動
等。 

 貴分會可建議青少年攜帶一些金額以用於個人開銷。
·	 交換活動

o 有關交換活動的費用，請與當地YCE主席合作，決定貴分會具體的財務職責。
o 依貴YCE活動而定，有些接待分會可能支付或核銷任何接待家庭在青少年訪問期間的「計畫開銷」，

畢竟接待家庭已提供了食宿。
 「計畫開銷」的定義為當地文化活動的交通、觀光客景點的費用、娛樂活動(運動、音樂等)或

用餐費用，但不限與此。
 建議您與接待家庭見面，建立核銷的限制，或在接待家庭訓練中談及此事。
 有的接待複合區或區YCE活動給接待家庭提供補貼，但非強制。

·	 國際青少年營
o 若貴分會屬於主辦國際青少年營的複合區或區之一，所有相關的食宿及主辦費用皆屬於貴分會、複合

區或區的責任。
o 貴分會可以收取合理的費用來支持營隊期間屬於營隊體驗的特殊文化或教育活動。

 若貴分會收取營隊費用，這些合理的費用可算是營隊費用的一部分。
o 國際青少年營費用非強制，但有些分會選擇收取營隊費用以支付各種開銷，如租金、保險或活動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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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建議

 建立一個5-10分鐘的簡報，在PPT中使用大量的圖片和故事，介紹當地附近的獅子會和當地的贊助商。
 有些複合區或區YCE活動在其政策中規定，各分會、區或複合區每年皆須捐款。

保險

·	 YCE活動及相關參與人適用國際獅子會的一般責任險。意即，在意外或緊急情況發生時，若YCE主席或活動
成員應承擔法律賠償時，國際獅子會的一般責任險將進行處理。

·	 貴分會有責任確保青少年有足夠的旅遊、意外、生命、個人財產、健康、責任等保險，以支付在YCE活動期
間，任何及所有的意外事故。

o 在青少年抵達前，確認這點非常重要。貴分會、接待家庭、輔導分會及YCE主席應根據計畫活動的風
險來評估是否需要更多保險。

o 為了青少年的最佳考量，他們的保險最好支付醫療交通，萬一青少年因醫療緊急情況需要轉送回家。
·	 無論是否需要更多保險，青少年皆須給貴分會、輔導分會、接待家庭及YCE主席提供所有的具體細節，如電

話號碼、或在需要保險公司處理的情況，青少年選取的保險公司之當地分部。
·	 貴分會可考慮從每個青少年或未成年人的家長/監護人取得免責同意書。

o 此應為青少年參加申請書的一部分。
·	 若貴分會主辦國際青年營，貴分會應根據營隊活動的性質來決定是否需要為營隊本身額外投保。

o 此保險費用可由營隊經費支付給營隊籌辦者。

溝通

·	 確保青少年、輔導分會、接待家庭、其他協調方及YCE主席間的無縫溝通。

活動宣傳 

·	 撰寫有關YCE活動的新聞稿，可請有興趣接待青少年的家庭與貴分會聯絡。
o 請見附錄A的新聞稿範例。 

·	 一封由貴分會寫給潛在接待家庭的信能增加找到可信賴接待家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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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以前
具體的YCE活動規則

·	 除了這本手冊中列的規則以外，貴複合區、區YCE活動能列出更多規則及期望。
·	 在青少年於貴國參與貴YCE活動期間，貴分會應對青少年負責。
·	 貴分會必須遵守由貴複合區、區YCE主席提供的YCE政策。

招募和篩選接待家庭 
如何招募

·	 潛在的接待家庭通常來自朋友、獅友同儕、青少獅同儕、現任接待家庭或社區中。
o 接待家庭不需要是國際獅子會會員。
o 曾參加過獅子交換活動的家庭是很好的潛在對象。  

·	 符合資格的家庭應對其他文化有興趣，並喜歡與青少年聊天。
·	 接待家庭應有良好的聲譽，且在家中有合適的空間可接待青少年。
·	 所有的接待家庭都應完成申請表。

o 請見附錄B的接待家庭申請表範本。
o 此附錄僅為範本。YCE活動可自由更改此表格，以符合其YCE活動中的具體需求。

·	 在審核申請表後，應與接待家庭面試。
·	 接待家庭應取得接待分會的背書後才可接待要來的青少年。

o 此外，有要來的青少年之輔導分會背書更好，但不強制。
·	 建議有接待家庭的備取名單，以備不時之需。
·	 YCE主席將做出接待家庭申請的最後決定。

篩選

·	 潛在接待家庭必須經過篩選。篩選項目包括但不限於：
o 年齡：該家庭應有經驗照顧與要來的青少年年紀相符的青少年。 

 雖然不強制，但接待家庭中有與該青少年年齡相符的兒童更好。
o 性格：接待家庭應有包容心、對其他文化有興趣、開放的心胸、有耐心、有能力與青少年溝通和/或

能明智地與青少年相處。
o 語言能力：若一位以上的家庭成員會講該青少年之語言及/或英語(大部分YCE活動要求英語為首選語

言)，則會很有幫助，有時此點為必要之一。
 有些情況下，青少年只會一兩句YCE活動要求的接待語言。因此，了解接待家庭是否有能力

接待有限語言能力的青少年非常重要。
o 對YCE活動及政策之認知：接待家庭應對YCE活動和/或接待青少年有所認知。這樣的特點能確保交

換體驗更成功。 
 若考慮選用非獅友家庭，則應告知其獅子主義之範圍及目標，以及YCE活動和政策。 

o 生活條件：接待家庭應足以提供額外一人之住宿而不會造成不舒適或財務負擔。
o 家庭選擇：依照青少年之國籍、語言、宗見、性別和年齡來選擇家庭。
o 可用時間：確保接待家庭的行程中有時間能與青少年度過足夠的美好時光，這點很重要。
o 在篩選面試期間應找出任何特殊興趣，以達到更佳的配對。
o 請不要為了填滿額度而選擇接待家庭。
o 建立檢查清單或問題列表對篩選過程中將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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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訓練

·	 為接待家庭提供有趣且有意思的訓練。
o 與YCE主席合辦該訓練。
o 接待家庭訓練通常以面對面會議、與有經驗的家庭開會或線上網絡研討會的方式進行。

·	 訓練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o 接待家庭的角色
o 接待家庭的規則與規定
o 對接待家庭的期待
o 解釋文化差異並為其做準備
o 與前接待家庭見面以分享接待經驗

·	 為接待家庭舉辦活動讓他們在青少年抵達前互相認識
o 利用如Whatsapp、Facebookc或Instagram等社群媒體來開啟群體對話，激發創意

溝通 

與交換青少年溝通

·	 協助青少年與其接待家庭的初步接觸。
·	 申請表中，每位青少年都應親自寫了一封給接待家庭的介紹信。

o 信中應表達他們的：興趣、學業及嗜好；家庭成員和社區；先前的旅遊經驗；對此交換的期待；和一
張他們的照片。

·	 接待及輔導分會至少須於6週前同意訪問及旅行日期。
o YCE體驗的行程及接待國家的往返方式也須於此時確定。

·	 若有可能的話，任何計畫變更都需經過討論且相互同意。 
o 臨時的變化應立即告知所有的相關方(貴分會、輔導分會、YCE主席、協調各方及接待家庭)。  

與輔導分會及YCE主席溝通

·	 複合區或區YCE主席開始應開啟有興趣的青少年、貴分會及輔導分會間的初步溝通。
o 若YCE主席沒有聯繫資料，則可由總監協助。

·	 貴分會應彼此討論、溝通青少年將參加的YCE活動之後勤，包含文化活動日程、營隊日期、待在接待家庭的
日期及交通細節等。

·	 YCE主席應包含於大部分貴分會、接待家庭及青少年間的溝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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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期間
交換青少年抵達

·	 根據接待家庭和青少年間在青少年抵達時的安排，貴分會可派人去機場或火車站接該青少年。 
o 責任包括安排青少年的抵達和離開；行李遺失時的計畫；航班或火車誤點；或安全問題。

文化活動及交通

·	 接待分會應在分會會議中安排「國家簡介」，讓該青少年參加分會會議時介紹其國家。
o 若貴複合區或區將舉辦國際青少年營，則該青少年可在營隊時做「國家簡介」。因此，用此機會邀請

分會會員到營隊中看他們的報告。
·	 鼓勵貴分會組織並安排其他讓青少年可參與的活動，如會議或服務方案。 

o 這是個讓青少年接觸並理解身為獅友和青少獅的意義。
o 若必要的話，為貴分會舉辦的活動提供當地交通方式。

延長旅程、個人要求、未經許可的交換青少年訪客

·	 青少年不得自行延長個人旅行或不出席YCE活動，即使是拜訪親戚或好友，除非在至少一個月前得到以下各
方的書面許可：青少年之父母/監護人、輔導分會、輔導YCE主席、接待YCE主席、營隊主任(若適用)、接待
分會、接待家人及協調獅友(若適用)。

·	 未核准之訪客：不論是個人或團體，YCE活動主辦人沒有義務招待未核准之訪客或為其安排行程。
o 僅在訪客日時歡迎接待家庭拜訪。

·	 個人要求：青少年不可要求入學、參加訓練或工作。
·	 也應拒絕長期留宿、操作機動車輛等要求。

與接待家庭不符合或需要離開青少年交換營

·	 若接待家庭與該青少年間産生嚴重的困難，應由貴分會或YCE主席謹慎處理。貴分會幹部和YCE主席應準備
安排將該青少年轉往另一個符合資格的接待家庭。

o 若情況非常嚴重，有必要安排該青少年返家。 
·	 若某接待家庭在答應接待青少年後退出本活動，或該青少年需要移至新的接待家庭的話，貴分會或YCE主席

有義務提供符合資格的接待家庭備案。

意外/疾病或緊急情況

·	 任何有關青少年的疾病或意外都需要分會幹部、國際營主任(若意外在營隊時發生)、任何協調獅友(若適用)
及YCE主席等地及時關注。

·	 若發生嚴重疾病或意外時，YCE主席應盡可能立即與青少年之家長/監護人聯繫，並提供完整資訊，包含醫生
診斷資訊及建議處置方法。

o 所有青少年申請表上應附上家長/監護人必要之醫療及手術同意書，萬一其家長/監護人於緊急狀況時
連絡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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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後
問卷調查

·	 建立並提供一系列有關YCE活動體驗的問卷給：
o 交換青少年
o 接待家庭 

·	 這將有助於貴分會改善下一年的活動。

國際獅子會會員跟進

·	 為接待家庭舉辦感謝活動，如晚餐或郊遊。
·	 將如何成為獅子會或青少獅會會員的資訊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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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新聞稿範例

新聞稿範例

(分會名稱) 為交換青少年尋找接待家庭
(分會名稱) 獅子會正在(城市名稱)尋找於(輸入接待家庭的接待起訖日期)，有意敞開其心胸及家門並分享文化的
接待家庭，接待參加獅子會青少年營及交會活動(YCE)的交換青少年。YCE活動將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
進一步推廣國際獅子會的使命「建立並培養了解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 

本YCE季度，(YCE主席名字)需要為即將來的(要來青少年數目)名青少年安排住宿。  

接待家庭不必是獅子會會員。家中也不需要有小孩或青少年。接待家庭需要負責交換青少年的食宿。來訪的年輕
人有自己的零用錢，而其他活動將由您自由裁定。  

若您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洽： 

(區YCE主席)，電話是(電話號碼) 或寄信至(電子郵件)或訪問(若適用，YCE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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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Bernard Condensed - Regular

Youth Camps
& Exchange

本表格旨在由潛在的 YCE 接待家庭完成。接待獅子會的職責是維護好 YCE 接待家庭記錄， 
為了安全之目的。完成的表格應當由主辦獅子會保留在案。表格不應該寄送給國際總部。

請附上：•	一張近照	•	一封描述家庭和社區的介紹信
I. 接待家庭資料

父母/監護人的姓名	

地址	 城市						 州/省	 國家	 郵遞區號	

家庭電話	 電郵	

父母/監護人	1	職業	 父母/監護人	1	商業電話	

父母/監護人	2	職業	 父母/監護人	2	商業電話	

國籍：	

父母/監護人	1:			 父母/監護人	1	是否是獅友？								是								否	 分會名稱	 區代碼	

父母/監護人	2:			 父母/監護人	2	是否是獅友？								是							否	 分會名稱	 區代碼		

生活在家庭的姓名、年齡和性別：

家庭所講語言	

家庭的宗教信仰/偏好		

家庭的興趣、愛好

家庭是否位於								城市地區								鄉村								小城市								其他	 鎮/城市的人口	 通常的溫度	

家中寵物	 家中是否有吸煙？										是									否

以前接待經驗（包括詳情）

II.接待家庭偏好我們偏好：								女性;								男性;								任意								吸煙者								不吸煙者	

年齡	 國籍和/或其他愛好	

如果要求具體的青少年，完成下面資訊：

姓名	

地址	

城市	 州/省	 國家	

贊助分會	 我們能夠接待的時間長度	 最早抵達日期	 最晚離開日期	 首選抵達/離開的機場	

	 我們確認，在訪客停留期間，父母/監護人將停留在家中。為了公平對待參與的青少年和其他接待家庭，我們明白我們必須放棄與青少	
年的聯絡，如果他	或她與另一個接待家庭訪問時。	

獅子會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 (YCE) 接待庭申請表格

YCE1402										09/18	CH 1

附錄 B：接待家庭申請表範本

接待家庭申請表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