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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祝賀貴分會成為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贊助分會的一員！成為青少年交換活動的贊助分會，對貴分會和青少年來說
大有裨益。這是讓青少年體驗不同文化，并了解國際獅子會的良機。.

這本《YCE贊助分會手冊》將指導貴分會了解自身作為贊助分會的作用與責任。本手冊介紹了為貴分會及參加交
換之青少年有成功的活動體驗，參與各方需要遵守的規則以及預期目標。建議貴分會與複合區或區青年營及交換
活動主席充分溝通，以便深刻理解當地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對貴贊助分會的要求。.

青少年保護

·	 所有參加活動的贊助分會必須努力為全部青少年參加者創造并保持一個安全的環境。
·	 請聯繫您當地的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了解報告流程和對虐待和騷擾控告等問題進行處理的流程。
·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有權禁止任何承認、被判定或被以其他方式發現曾在與青少年共同工作時涉及

身體、性和情感虐待或騷擾者進行義工服務。
·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可禁止任何被指控對青少年有身體、性和情感虐待或騷擾的成人與青少年產生

任何接觸。
o. 包括在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進行期間被指控者。

·	 請聯繫您當地的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了解在活動期間發生自然災害和/或國內騷亂或政治動亂的情
況下的危機管理流程。

·	 建議贊助分會遵守當地所有與青少年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

個人資料保護 

·	 原則上建議：
o. 收集未成年人個人資料應征得其監護人的同意。
o. 個人資料經使用并完成目標之後，應破棄、刪除和/或清除，以防止信息的不正當使用。.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應確保制定標準程序，比如就本活動參與人員（青少年與成人）的
個人資料在活動結束后的保存期限制定一個明確的時間。這將最大限度的減少事後可能產生
的投訴。

·	 獲得同意
o.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以清晰而無歧義的語言說明將會以何種方式使用何種個人資料。輔導分會有責任遵

守任何當地資料隱私保護法律，並保護所接收的資料。
o. 在社群媒體上公佈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的照片或影片時，建議事先征得青少年的書面同意，如對方是

未成年人，應征得其父母/監護人同意。

資料所有者的權利 
•......YCE活動的參加者享有受到保護的權利，包括要求刪除和修正個人資料，或要求和接收關於其個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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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
歷史

在長達一夏季的美國與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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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活動都旨在追求國際獅子會“增進國際了解，促進世界大同”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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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分會的職責.
總則

·	 貴分會是青少年與複合區/區.YCE主任委員/主席保持密切工作關係的紐帶。
o. 如果貴分會尚無複合區/區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任委員/主席，建議請貴區總監和主辦的.YCE主

席協商。..
·	 貴分會必須同時與當地的.YCE主席以及接待國的.YCE主席直接開展工作，進行一切安排。

財務責任

·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的經費由貴分會、參加交換之青少年、青少年的家人或上述人員共同負擔。
o. 如果您需要青少年自行募款，請向其提供正式收據以及其他可幫助他們對捐款者說明.YCE活動的

資料。
·	 如果出現需要立即為青少年支付預想之外或金額巨大的費用的情況，將立即通知該青少年的父母/監護

人、當地.YCE主席、負責協調的獅友和貴分會。
o. 貴分會、青少年、其父母/監護人、主辦分會以及複合區/區.YCE主任委員/主席應就如何支付該筆

費用達成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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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或接待家庭或主辦分會計劃外之

社交活動等。
·	 在某些情況下，贊助分會可選擇用其全部的.YCE活動經費來贊助某位青少年前去參加活動（支付航班和

青少年營費用等）。支持這類獎學金活動是貴分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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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	 如果.YCE主席或活動參加人員因某種損壞或傷害被認為需承擔法律責任，國際獅子會的一般責任保險很
有可能承保至這一領域。

·	 貴分會有責任確保青少年有足夠的旅行、意外、人身、個人財產、健康和責任等保險，以便應對在.YCE
活動期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及所有意外事故。

o. 該事項有必要在青少年出發之前確定。貴分會、接待家庭、主辦分會和.YCE主席應根據計劃開展
活動的風險，評估是否有必要追加保險。

o. 對青少年來說，最好能確保其旅行保險包括在出現緊急醫療情況時將其轉送回國的交通費用。
·	 無論是否需要追加保險，青少年都應向貴分會、主辦分會、接待家庭和.YCE主席提供其保險公司的詳細

資料，包括保險公司當地分公司的電話號碼等，以便應對可能出現的理賠。
·	 貴分會可以考慮請每位青少年簽署意外事故責任豁免同意書。未成年人由其父母/監護人簽署。

o. 這應作為青少年參加活動申請程序的一部分。

溝通

·	 確保在青少年、主辦分會、接待家庭和.YCE主席之間實現無障礙溝通。

活動宣傳

·	 撰寫一份有關.YCE活動的新聞稿，邀請對該活動有興趣的青少年聯絡貴分會。
·	 聯絡當地學校及大學，特別是外語或國際研究科系，向其提供.YCE活動相關資訊，用以招募年輕人。
·	 新聞稿範例請參見附錄A。.

籌款

·	 準備5-10分鐘的演講，充分運用照片和故事製作幻燈片，向當地分會和社群介紹相關資訊。
·	 部分.YCE活動每年可收到來自複合區或區內每個分會的捐款（這是他們的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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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E活動開始之前..
YCE活動的具體規定

·	 除本手冊中記載的內容之外，貴分會可以提出更多的規定和要求。
·	 所有贊助分會都必須遵守.YCE活動政策。

青少年的招募和篩選 
如何招募

·	 一般可通過家庭、朋友、獅友、青少獅尋找有意向參加活動的青少年。
o. 參加的青少年不需要是獅友或青少獅。

 參加的青少年的父母不需要是獅友或青少獅。
o. 年齡在15歲到22歲之間（各活動年齡要求不同）。
o. 這是鼓勵青少獅會員在其學校或社交圈招募青少年的良好機會。

·	 符合活動條件的青少年應對其他文化感興趣。
·	 此青少年應有良好的信譽。
·	 每位潛在參加的青少年都應填寫申請表。

o. 參加活動的青少年申請表的範例請參見附錄.D。
·	 在申請表審查完畢後，應對青少年進行面試。
·	 建議為有需要的活動準備後補青少年名單。

篩選

候選青少年由貴分會負責篩選。篩選標準包括但不限於：

·	 年齡：每位青少年都應符合其申請的YCE活動的年齡規定。
·	 教育：在篩選過程中應考慮青少年的學習表現（或記錄）及其在特別領域的學習。

o. 青少年應真誠希望能經由一份國際經驗擴展自己的教育。
·	 語言能力：每位青少年均應具備使用申請參加之.YCE活動的官方語言進行基本溝通的能力。
·	 態度:.申請者應表現出成熟、思想開放、獨立、自信的性格，並且有意願和致力於學習不同國家的不同生

活方式。
·	 健康：國際獅子會鼓勵殘障青少年申請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應採取一切可能的努力，安排殘障青少年

的居留，使其從活動體驗中受益。只要符合其申請的.YCE活動的要求，殘障青少年即可參加。
o. 貴分會應了解青少年是否有特定病症，是否對某種食物、物質（花粉、灰塵或皮毛）或藥物過

敏，是否有對醫療或特定衛生狀況的長期需求或潛在需求，是否因宗教原因有飲食限制。
·	 特長:.一些特別營可能需要具備音樂或運動等才華方可申請。
·	 性格參考：青少年應提供兩個以上良好性格之證明。

o. 這是部分活動要求。
·	 經濟能力：如有財務協助，應提供給明顯有財務困難的申請者。
·	 過去的參加記錄：從未參加過.YCE活動者應獲得優先考慮。
·	 對.YCE活動的知識：青少年及其父母必須熟悉.YCE活動活動之目的與目標。
·	 申請者之動機：青少年應具有增進國際了解及學習不同生活方式之意願。
·	 父母/監護人的同意簽名：青少年的父母/監護人必須以書面形式確認其完全同意.YCE活動的政策。

o. 父母/監護人必須理解，對於青少年遭遇的保險沒有擔保的任何緊急狀況、疾病、事故或計劃外費
用，父母/監護人應承擔最終財務責任。

·	 一切涉及到特殊利益的問題都應在篩選面試中解決。
o. 篩選問題請參見附錄B。

·	 貴分會篩選青少年不應僅為完成配額任務。
·	 篩選青少年的過程是促進青少獅參與的絕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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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頓好參加交換之青少年，并與 YCE主席合作

·	 貴分會需要與當地.YCE主席合作，幫助將青少年安排到其想參加的活動中。
o. 這就包括了貴分會要背書支持青少年參加.YCE活動，并對他們進行篩選。.
o. 當地YCE主席擁有對青少年參加.YCE活動的最終批准權。

·	 貴分會和當地YCE主席負責安排從家出發至活動舉辦地之間的往返交通。
·	 貴分會應熟知合作夥伴的工作地點的文化，以便更好地為青少年體驗.YCE活動做準備。

為青少年舉辦啟動儀式

為青少年舉辦有趣而鼓勵參與的活動啟動儀式！啟動儀式是貴分會幫助青少年緩解思鄉情緒，讓他們對即將開始
的活動感到興奮的方式。啟動儀式的主題可包括但不限於：

·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的規定及規則
·	 在交換活動之前、期間和結束后

o. 對青少年的期望
o. 如何準備行李/應攜帶物品
o. 旅行中的延誤或物品丟失的應對計劃
o. 思鄉情緒

·	 旅行證件
o. 護照
o. 簽證
o. 防疫
o. 海關規定

·	 文化上之準備
o. 接待國的食品、宗教與文化
o. 請參加活動的青少年為主辦分會和接待家庭準備適當價值的禮物

·	 準備關於自己國家的演講
o. 當青少年在國外期間，需要做一次關於自己國家的演講。很多青少年會帶一些糖果之類的小物品

在現場發給聽眾。.
o. 這一演講應在青少年出發參加活動之前準備好。

·	 YCE活動的所有參加人員（接待家庭、主辦分會、贊助分會和.YCE主席、協調的獅友）各自的職責
o. 與接待家庭、主辦分會以及青少年自己家庭的溝通

·	 與過去活動參加者會面

溝通 
與參加交換之青少年溝通

·	 促進青少年與其希望參加的.YCE活動主席初次接觸。
·	 每位青少年應向其接待家庭寫一封介紹自己的書信，附上自己的家庭照片。介紹內容應包括自己的興

趣；學習情況和愛好，家庭成員和家鄉社區；旅行經歷；以及對本次交換活動的期待。
·	 主辦分會和贊助分會應提前六週就訪問時間、旅行和活動的後勤事項達成一致。
·	 如需更改計劃，應共同討論并達成一致意見。

o. 如果在活動開始前最後一分鐘必須進行不可避免的更改，應立即與所有相關方（青少年、主辦分
會、贊助分會、YCE主席、負責溝通的獅友和接待家庭）進行溝通。.

·	 贊助分會確認事項清單請參見附錄C.

與主辦分會和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溝通  

·	 有意向的贊助分會和主辦分會的初次溝通應通過複合區/區YCE主任委員/主席進行。.
o. 如果YCE主任委員/主席的聯絡資料不詳，應與該區總監進行溝通。.

·	 在與接待方的YCE主席或國際營主管人進行溝通和確認之前，不應做任何行程安排。
o. 在做行程安排之前，應由主辦分會選擇好接待家庭。

·	 YCE主席將對青少年的出發做最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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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E活動期間
青少年的出發  

·	 在獲得青少年及其父母/監護人的同意后，貴分會可派一名會員送青少年去機場。.
o. 貴分會應負責青少年的回國安排，并為應對行李丟失或航班延誤等問題做好計劃。
o. 青少年的出國和歸國由貴分會負責安排。

青少年的額外旅行要求或個人要求

·	 青少年不得延長個人旅行或離開青少年營，即使是訪問親近的朋友或親戚也不允許，除非提前至少一個
月獲得下列所有各方的書面批轉：青少年父母/監護人、贊助分會、輔導方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接
待方YCE主席、營主任、主辦分會、接待家庭(若適用)。

·	 個人要求：青少年不得要求進行入學註冊、訓練或受雇用。.
·	 禁止要求長期食宿及操作機動車輛。

事故/疾病或緊急狀況  

·	 若發生嚴重之意外或疾病，應盡一切努力，立即連絡青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並向其提供診斷及醫師之建
議處置等全面信息。.

o. 所有青少年應於申請書后附上父母/監護人對必要之醫療及手術的同意書，以免出現緊急時其父
母/監護人無法連絡的情況。.

·	 如緊急情況發生，應立即聯絡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

青少年與接待家庭無法融洽相處或出現搬離的需要  

·	 無法融洽相處：若接待家庭與青少年間的關係産生嚴重的困難，應由主辦分會和接待青少年營及交換活
動主席處理此事。一般來說，這意味著主辦分會需要將該名青少年轉移到另一個接待家庭。.

o. 若情況非常嚴重，有必要安排該青少年返家。在這種情況下，接待方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將
會聯繫貴分會，以便對該青少年返家做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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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結束后..
青少年的問卷調查   

·	 安排青少年前往貴分會介紹其在活動期間的經歷
·	 對青少年的此次活動從開始到結束的經歷進行問卷調查.

成為獅友或青少獅   

·	 確保向青少年及其家人進行介紹，成為獅友或青少獅能更多地參與國際獅子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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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全球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獅友衷心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因為
您的貢獻，獅友們向著“增進國際了解，促進世界大同”的目

標又進了一步。



附錄A：新聞稿範例

（分會名稱）招募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參加人員

(分會名稱).正在(貴城鎮或市的名稱).為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招募參加人員，期待心態開放的青少年參與。本活動
將團結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共同推動實現國際獅子會“增進國際了解，促進世界大同”的使命。.

（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表示，本季參加交換活動的青少年尚有（數目）名空缺。..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不需要是獅友或青少獅。參加交換之青少年應承擔其機票、旅行平安險和消費費用。.

有意加入的青少年請聯絡：.

(區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電話號碼).或.(Email)

©國際獅子會2019//青年營及交換活動參與獅友協助製作 9



附錄B：對報名青少年進行篩選的問題範例
對報名青少年進行篩選*的問題範例

1...通過參與本次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您希望實現什麼樣的目標？
2...請描述您的家庭文化和國家文化。
3...這一跨文化交流活動對您的個人成長有何幫助？.
. a..對您的職業發展有何幫助？
4...您此次旅行的經費何來？
5...您有什麼愛好？
6...您過去有出國經驗嗎？何時？何地？多長時間？為什麼出國?
7...您會講那些語言？程度如何？.

*注：上述問題僅供參考。可根據您的具體活動需要更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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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贊助分會確認事項清單...
已收到以下資訊：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的姓名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的地址及聯絡方式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的旅行證件：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的護照號碼
�	 旅行平安險保單號碼
�	 簽證
�	 其他必須的旅行證件

�	 行程細節
�	 出發日期
�	 航班號
�	 出發時間
�	 出發列車資訊
�	 返程日期
�	 航班號
�	 返程時間
�	 返程列車資訊
�	 抵達時間.

�	 已告知區或複合區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主席活動情況。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于_____參加啟動儀式。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已收到參加者手冊。
�	 參加交換之青少年所需經費來自：

�	 本人
�	 家庭
�	 分會
�	 其他：___________

�	 父母/監護人已簽署擔保賠償協議，并已向主辦分會提交該協議。
�	 青少年有充足的經費參與其申請的活動。

�	 (保險公司名稱)
�	 （保單號碼）



附錄D：參加活動的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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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Bernard Condensed - Regular

Youth Camps
& Exchange

本表格由潛在的 YCE 參加者完成。YCE 主席的職責是保護好 YCE 參加者的記錄並遵循地方法律和標準獲取父母的同意。完成的表格應該由 

YCE 主席保留在案；表格不應該寄送給國際總部。

 請附上：  • 申請人的近期護照照片或政府發放的身份證的照片

  • 申請人的家庭照片  • 申請人給接待家庭的介紹信

 I. 由申請人填寫完成 
A. 個人資訊 

出生日期          生日      性別  

地址   城市       州/省  國家  郵遞區號 

家庭電話   電郵 
如何資助本交換活動？要具體。 

您是否居住在：        鄉村        小城市        大城市 您是否曾經出國旅行過？        是      否     

您以前是否參加過 YCE ？        是      否     何時？ 

您的首要語言是什麼？  可使用的其他語言 

您上哪所學校？   學習的領域 

你是否為青少獅會會員？        是      否        您是否吸煙？        是      否 
 
請列舉您可能因身體限制或個人信仰而有的任何活動或飲食限制：  

 

B.目的地偏好 

第一     第二     第三 

      鄉村        小城市       大城市       無偏好 首選的交換日期： 從   到  
 

C.同意活動條款 

我同意遵守獅子會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的政策。我明白，在活動期間禁止非授權的延期個人旅行或缺席。我的參加屬於非旅遊、正式教育
或就業。在接待家庭逗留期間，我將不駕駛機動車輛。若我本人嚴重違反活動政策，將由主辦獅子會幹部任意處置，可能會導致我的訪問
即刻終結，費用自理。 
 
我明白，透過 YCE 活動，我可能會在各種會議、方案和活動中被攝像或拍照。我還明白，我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提供給贊助分會、主辦分
會和 YCE 主席，用於管理活動之目的。因此，我同意分享我在本表格上提供的資訊用於上述目的。 

簽名   日期 
 
 

獅子會青少年營及交換活動 (YCE) 青少年參加者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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