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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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待家庭！透過YCE活動成為交換青年(15-22歲)的接待家庭絕
對會是個很棒的經驗，因為您與他人透過對話、文化活動及日常生活的參與一同分享彼此的文化。

本手冊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您理解接待家庭的角色與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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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接待分會提供詳細的訓練活動，進一部說明當地YCE活動的細微差異。若您的當地接待分會舉辦這樣的訓練
活動的話，請考慮參加這些全面的活動。

保護青少年

·	 所有參加國際獅子會YCE活動的接待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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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必須遵守所有有關青少年保護的當地法律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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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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的角色
身為接待家庭，您必須有意願且主動地與訪問的青少年分享您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並將他們納入您的家庭活動
中。

您應規劃多樣的文化體驗，可包含但不限於博物館、自然公園貨中心、當地旅遊、運動、音樂活動等等。

·	 也鼓勵您與其他接待家庭一起安排活動。 
·	 請留意，一整天(或好幾天)的行程對青少年來說可能不太適合。試著帶他們去您和您家人喜歡去的地方。
·	 強烈建議貴家庭中的每位家庭成員，在接待體驗前和/或後，都親自或在線上參與接待家庭訓練或社交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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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待家庭的期待
食宿

·	 您應給該青少年提供食宿。建議安排同年齡或同性別的青少年同房。飲食應均衡、健康。

交通

·	 一般來說，您應負責該青少年在交換期間的所有交通。交通可包含但不限於往返機場或火車站、往返其
他接待家庭或國際營、往返任何由您和/或接待分會所規劃的活動。 

財務職責

·	 文化活動的支出取決於您與該青少年、接待分會間的協議。 
·	 有些活動給參與的接待家庭提供補助或獎學金。 
·	 更多資訊，請務必聯繫當地的YCE主席或協調的接待分會。

資料保護及處理個人資料與社群媒體

·	 請確保您適當地保護所擁有的青少年資料，並符合當地資料保密法的規範。 
·	 我們建議您取得書面的同意書後再將該青少年在YCE體驗中與您拍的照片或影片放在社群媒體上。

選擇一位交換青少年

·	 每個YCE活動選擇青少年的條件有所不同。
·	 接待一位青少年取決於希望的年齡、性別、興趣和國籍，也取決於是否有符合這些條件的青少年。
·	 您的當地YCE主席會給您建議合適的青少年，或安排夠早的話，也可能尋找一位符合您要求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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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以前
通訊

·	 一旦搭配上一位青少年後，強烈建議您主動先與該青少年通訊。通訊能包含信件、圖片或任何您想與該青少
年分享有關您的家庭、生活和家中的事物。描述您的社區及您可能有興趣跟他們一起做的活動。

·	 幫忙準備他們的旅程(例如：幫助他們為天氣或活動做準備)。
·	 鼓勵您使用您打算在整個交換體驗中使用的語言與他們通訊。
·	 若發現彼此不合適的情況，請立即與接待的YCE主席聯絡。
·	 請注意青少年可能因其宗教或文化而有飲食上的限制。建議您在他抵達前先確認這些限制。

o 反之，若您的家庭因宗教或文化而有飲食上的限制，請務必在他們抵達前清楚地告訴他們。
·	 請記住，因為文化，某些溝通是與性別有關的。

o 例如，女性可能對與同性通訊感到較為舒服。

文化上之準備

·	 試著在該青少年抵達前了解他的生活及文化。您準備得越多，您就越能處理該青少年抵達時可能會面臨的文
化衝擊。

保險

·	 在該青年抵達前，輔導分會及青少年的家庭應負責適合他的醫療及旅遊險(當地選送的YCE主席應確定該青少
年有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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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活動參與人(如接
待家庭)應承擔法律賠償時，國際獅子會的一般責任險將進行處理。

·	 往往建議青少年投保除了國際獅子會的一般責任險外的額外保險。
·	 在青少年抵達前，確認這點非常重要。您的家庭、接待分會、輔導分會及YCE主席一起，需要根據規畫的當

地活動來決定保險是否足夠，並互相提供所有必要的細節，例如保險政策號碼、電話號碼、該青少年選擇的
保險公司之當地分部等。

·	 該青少年必須向接待複合區、區或分會註冊其保險，並建議攜帶保險、護照及飛機行程的影本，以免原件遺
失。

·	 更多資訊，請聯繫當地的YCE主席或協調的接待分會。

接待家庭的訓練及社交聚會

·	 強烈建議您經常與接待分會的當地YCE主席保持聯絡，以便協調事務。
·	 每位家庭成員都應參加一場或全部由當地YCE活動舉辦的訓練活動。
·	 有些YCE活動在青少年抵達或離開時，協調接待家庭活動。利用這個機會來與其他接待家庭建立關係。他們

也許能為您在接待期間提供良好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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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期間
抵達

·	 制定具體的計畫，計畫與該青少年在機場或火車站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o 確保該青少年也知道這些計畫，並有機票/火車票和當地貨幣。

·	 請意識到該青少年抵達時可能很敏感。對某些青少年來說，他們可能會對不同的氣味、服飾和語言感到突然
的文化衝擊。

·	 強烈建議與該青少年通訊的人也前往接機。
o 若不便，請確保該青少年有前往接機的人的照片和姓名。

·	 與該青少年事先準備一個計畫，萬一航班誤點、遺失行李或有安全問題。
·	 該青年抵達時，要求他立即打電話、寫電子郵件或用社群媒體告訴他的父母或監護人，告知他們他的安全。

時差

·	 別忘了，若該青少年的旅程跨了時區，他可能會有時差問題(跨越的時區越多，時差問題就越嚴重)。
·	 他們抵達的前一兩天，試著不要安排太多活動，讓他們的身體有機會能適應當地時間。

思鄉之情

·	 在該青少年感到思鄉前，給他幾天的時間適應當地環境。
o 規劃不需要花太多體力，但與當地文化相關的有趣活動，如看電影或玩桌上遊戲。

·	 思鄉的跡象：孤僻、沉默寡言或情緒化、時常談論家中事務、嗜睡、明顯的體重增減、急性憂鬱症或其
他不正常行為等等。

·	 以盡可能自然的方式讓該青少年覺得他們屬於您家庭的一部分，這點相當重要。這能讓他們更有安全
感，有「家」的感覺。

·	 若情況惡化，請與當地YCE主席聯絡。
·	 請留意該青少年的精神信仰。若與您的不同，您也許能藉由給他可禮拜的地方列表，或在家中設置適合

他實踐其精神信仰的地方，來歡迎他。這也能幫助他減少思鄉之情。

語言

·	 請記得，該青少年可能不會說您的語言。
·	 直到該青少年對新語言熟悉適應以前，盡量有耐心、慢慢地說並避免使用俚語。
·	 請注意，當該青少年點頭過度時，可能表示他們不懂。

意外/疾病或緊急情況

·	 接待該青少年期間可能會有醫療緊急的情況。
·	 請確保您有該青少年的保險影本，以免需要即時反應。該青少年應隨身攜帶保險影本。
·	 該青少年的申請表格中指出，您或YCE主席有權為該青少年尋求醫療服務。

o 應立即與選送和當地的YCE主席聯絡。
o 表中也指出誰有責任支付保險不支付的醫療、意外或疾病的費用。

·	 YCE主席應負責告訴青少年的家長相關訊息。
·	 申請表中更包含了最終的疾病、過敏和飲食不耐等情形。

o 請在他們抵達檢查並備妥他們所需的處方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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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活動

·	 給該青少年導覽一下！讓他們看他們的床(或房間)。告訴他們怎麼使用家電。告訴他們家中的規定。您也許
可以給他們一張貴社區的地圖和一張列出他們應該知道且有關房子的重要代碼和密碼。

·	 請注意，您應視他們為家庭的一部份，而非訪客。因此，若對他們有任何家事或義務上的期待，請明確地告
訴他們。

·	 確保您提供了可放置如錢和重要旅行文件等重要物品的地方。
·	 鼓勵該青少年與您分享他們的飲食文化，像是他們文化的餐點或餐桌禮儀等。這是個幫助解決思鄉之情的好

方法，也能培養理解和期待的精神。
·	 送給該青少年一個歡迎禮物是個絕佳的辦法來歡迎他進入您的家中，但禮物應在合理的價格範圍內。
·	 請記得，不要讓該青少年獨處過長的時間。比如，若家中其他青少年需要上學，而家中的監護人需要工作

時，請務必為該青少年做出其他安排，讓他不會感到孤單。
o 為他規劃一個有趣、有活力且充滿文化的活動行程。 
o 這可包含與同區域的其他接待家庭一起進行活動，讓他不會感到孤單。

·	 當該青少年參與跟其他青少年一起的活動時(像是青少年旅遊或營隊)，他們應該與其他人互動，不應該與家
人溝通。

接待分會

·	 整個接待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意見或疑慮都可跟接待分會反應。
·	 強烈鼓勵青少年參與接待分會的活動，像是會議或服務方案。

對交換青少年的期待

·	 尊重並遵守家規。
·	 遵守他們拜訪的國家、州/省或該城市之地方法律及規定。
·	 禁止青少年在參加YCE活動期間使用機動車。
·	 嚴禁在YCE活動期間使用毒品。
·	 菸酒的使用取決於當地法律對青少年的年齡限制、接待家庭的規定及當地YCE活動的規則。
·	 應勸阻談戀愛。
·	 YCE活動期間嚴禁任何不速之客(如與YCE活動無關的朋友或家人)。

轉換接待家庭

·	 請記得，有些青少年可能在YCE體驗期間待過一個以上的接待家庭。
·	 請尊重下一個接待家庭，減少與該青少年的聯繫，讓他們有完整的交流體驗。

o 反之，若您是下一個接待家庭，請記得，對該青少年來說，這樣的轉換可能是個很大的改變。
·	 與其他接待家庭通訊、協調來規劃不同的活動，並找出轉換接待家庭的時間。

國際青少年交換營

·	 與轉換接待家庭相似，有些青少年可能在您接待中去參加營隊。
·	 請確保您知道營隊的流程及開始和結束的時間，以安排該青少年的交通。
·	 僅在訪客日時歡迎接待家庭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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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結束或延長旅程

·	 提早結束的定義如下：
o 該青少年因醫療或家中緊急狀況而需離開。

·	 延長旅程的定義如下：
o 在YCE活動日期前或後，該青少年自由旅行的期間。

·	 有些活動嚴禁延長旅程。
·	 若您的活動允提早結束或延長旅程，請務必與當地YCE主席或協調接待分會聯繫，以得知該如何處理這些情

況的資訊。
o 大多數的提早結束和延長旅程都會在抵達前就公告，而該青少年和其家人會事先填好表格。 
o 選送的YCE主席應知道這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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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接待分會或YCE主席謹慎處理。
o 若情況非常嚴重，有必要安排該青少年返家。 

·	 若貴家庭或另一個接待家庭在答應接待青少年後退出本活動，該青少年將由接待分會或YCE主席移至新的接
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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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後 
離開

·	 您應試著前去送機。這能幫助他們舒緩回家的過渡期。

他們一離開後

·	 一旦該青少年回家後，記得要保持聯絡。
·	 了解如何成為獅子會或青少獅會會員。
·	 記得跟當地的主辦分會分享您的經驗，包含問題、意見和疑慮。改善活動的唯一方法是您的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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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全球YCE獅友對您參與本活動大喊一聲「謝謝」！因為有你，
獅子會離「建立並培養了解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的目標又更

近了一步。



接待家庭檢查清單

在交換青少年抵達前

我已與當地的YCE主席或主辦分會一起：

�	 n 完成我家的面談和篩選
�	 n 安排接待分會的國家簡介(若適用)
�	 n 安排接待分會的許多活動，包含青少年可參加的服務方案
�	 n 有面對醫療、政治/民間動亂或天災等緊急情況的計畫

�	 n 告知選送/接收的YCE主席、接待分會及輔導分會這些計畫
�	 n 了解我身為接待家庭的財務責任
�	 n 參加接待家庭訓練及接待家庭社交活動

我為交換青少年在我家中準備了：

�	 n 一張床
�	 n 一間房間 
�	 n 放貴重物品的地方
�	 n 食物
�	 n 文化活動行程
�	 n 一張家規、鑰匙、密碼和代碼的表 
�	 n 期待青少年該做的家事列表

關於交換青少年，我已經：

�	 n 與該青少年通訊 
�	 n 告訴他我們的文化、該期待什麼及該打包什麼
�	 n 了解他們的文化
�	 n 確保他們有以下文件的正本：醫療險和旅遊險的卡片、旅行文件(航班及/或火車資訊、護照)
�	 n 與該青年建立在機場或/和火車站的接機計畫
�	 n 制定應付他們抵達時遇到誤點、行李或安全問題的計畫

關於交換青少年抵達和停留，我已經：

�	 n 確認航班時間
�	 n 確認航班狀態
�	 n 確認火車時間(若適用)
�	 n 確認火車狀態(若適用)
�	 n 要求該青少年與其父母/監護人聯絡，告知其安全抵達
�	 n 提供調時差的時間
�	 n 告訴他們家規和期望
�	 n 讓他們知道有緊急狀況時的計畫
�	 n 分享讓他們期待的有趣活動列表
�	 n 協助該青少年與接待分會間，與國家介紹和活動相關的溝通
�	 n 準備好接送該青少年至新接待家庭或國際青少年營
�	 n 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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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交換青少年離開時

關於該青少年離開及離開後，我已經：

�	 n 確認航班時間
�	 n 確認航班狀態
�	 n 確認火車時間
�	 n 確認火車狀態
�	 n 討論並制定該青少年從我家離開的計畫
�	 n 一旦該青少年回到家後，繼續與其通訊
�	 n 接收資訊並了解如何成為獅子會或青少獅會會員
�	 n 與當地的接待分會或當地YCE主席分享我的經驗，包含問題、意見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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