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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恭喜成为国际狮子会青少年营及交换活动(YCE)的接待分会！ 

通过YCE活动成为交换青年(15-22岁)的接待分会绝对会是个很棒的经验，因为您通过对话、文化活动一同分享
彼此的文化，更同时向青少年介绍国际狮子会的一切。

本手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您理解接待分会的角色与责任。其中包含了必要的规定和期待，让所有参加的人都能有
良好的YCE体验。贵分会应与贵复合区或区YCE主席保持诚实开放的沟通，以充分了解当地YCE活动对接待分会
的要求。

青少年保护

·	 所有参加狮子会YCE活动的接待分会都应为所有参加的青少年们建立并维持一个安全的环境。
·	 请联系您的当地YCE主席，了解更多有关您如何能更完善地准备，报告并处理如虐待或骚扰等指控的事件。
·	 请联系您的当地YCE主席，了解更多有关您如何能更完善地准备，在如天灾、民事或政治动荡时的紧急情况

时，进行危机处理。
·	 除了国际狮子会提供的任何政策或程序外，接待分会必须遵守所有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当地法律和规范。

个人资料保护政策

·	 一般建议：
o 收集未成年人的资料时，应先取得家长的同意。
o 一旦使用了个人资料、收集数据的目的达成后，应销毁、删除和/或抹去该数据，以免被滥用。 

 在活动完成后，YCE主席应执行一套标准程序，例如具体时间长度，以保存YCE参与人的个人
资料(青少年及成人)。如此能减少之后被投诉的可能。

·	 同意
o 所有的申请书都应以清晰可辨别的语言声明个人资料是如何使用的。身为接待分会，您有责遵守任何

当地的资料隐私法并保护您因该职位而取得的资料。
o 我们建议贵分会自青少年、未成年人的家长/监护人取得书面的同意书后再将在YCE体验中拍的照片

或视频放在社群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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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营及交换活动
历史

在长达一夏季的美日狮友交换活动成功完成后，青少年交换活动于1961
年早期由狮子会国际理事会授权成立。而后于1974年授权青少年营活
动。两项活动都因为了促进国际狮子会的第一目标「建立并培养了解世
界各国人民的精神」而建立。

活动定义

YCE不含有旅游、学术研究或就业性质，而是鼓励青少年在体验新文化
的同时，用他们旅游的机会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文化。YCE活动由两大部
分组成：国际交换及国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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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分会的角色
财务职责

·	 一般规则
o 若贵分会需立即支付任何与青少年相关的非预期或大笔费用，贵分会应立即与YCE主席、协调狮友、

青少年家长/监护人及辅导狮子分会联络。
 应达成协议说明该费用该由谁负责。

o 每位青少年应携带个人经费以支付临时开销、小病之医疗费用、纪念品或接待者未计划之社交活动
等。 

 贵分会可建议青少年携带一些金额以用于个人开销。
·	 交换活动

o 有关交换活动的费用，请与当地YCE主席合作，决定贵分会具体的财务职责。
o 依贵YCE活动而定，有些接待分会可能支付或核销任何接待家庭在青少年访问期间的「计划开销」，

毕竟接待家庭已提供了食宿。
 「计划开销」的定义为当地文化活动的交通、观光客景点的费用、娱乐活动(运动、音乐等)或

用餐费用，但不限与此。
 建议您与接待家庭见面，建立核销的限制，或在接待家庭训练中谈及此事。
 有的接待复合区或区YCE活动给接待家庭提供补贴，但非强制。

·	 国际青少年营
o 若贵分会属于主办国际青少年营的复合区或区之一，所有相关的食宿及主办费用皆属于贵分会、复合

区或区的责任。
o 贵分会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来支持营队期间属于营队体验的特殊文化或教育活动。

 若贵分会收取营队费用，这些合理的费用可算是营队费用的一部分。
o 国际青少年营费用非强制，但有些分会选择收取营队费用以支付各种开销，如租金、保险或活动费

用。

©2019 国际狮子会  // 参与YCE的狮友协助建立 4



募款建议

 建立一个5-10分钟的简报，在PPT中使用大量的图片和故事，介绍当地附近的狮子会和当地的赞助商。
 有些复合区或区YCE活动在其政策中规定，各分会、区或复合区每年皆须捐款。

保险

·	 YCE活动及相关参与人适用国际狮子会的一般责任险。意即，在意外或紧急情况发生时，若YCE主席或活动
成员应承担法律赔偿时，国际狮子会的一般责任险将进行处理。

·	 贵分会有责任确保青少年有足够的旅游、意外、生命、个人财产、健康、责任等保险，以支付在YCE活动期
间，任何及所有的意外事故。

o 在青少年抵达前，确认这点非常重要。贵分会、接待家庭、辅导分会及YCE主席应根据计划活动的风
险来评估是否需要更多保险。

o 为了青少年的最佳考虑，他们的保险最好支付医疗交通，万一青少年因医疗紧急情况需要转送回家。
·	 无论是否需要更多保险，青少年皆须给贵分会、辅导分会、接待家庭及YCE主席提供所有的具体细节，如电

话号码、或在需要保险公司处理的情况，青少年选取的保险公司之当地分部。
·	 贵分会可考虑从每个青少年或未成年人的家长/监护人取得免责同意书。

o 此应为青少年参加申请书的一部分。
·	 若贵分会主办国际青年营，贵分会应根据营队活动的性质来决定是否需要为营队本身额外投保。

o 此保险费用可由营队经费支付给营队筹办者。

沟通

·	 确保青少年、辅导分会、接待家庭、其他协调方及YCE主席间的无缝沟通。

活动宣传 

·	 撰写有关YCE活动的新闻稿，可请有兴趣接待青少年的家庭与贵分会联络。
o 请见附录A的新闻稿范例。 

·	 一封由贵分会写给潜在接待家庭的信能增加找到可信赖接待家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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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以前
具体的YCE活动规则

·	 除了这本手册中列的规则以外，贵复合区、区YCE活动能列出更多规则及期望。
·	 在青少年于贵国参与贵YCE活动期间，贵分会应对青少年负责。
·	 贵分会必须遵守由贵复合区、区YCE主席提供的YCE政策。

招募和筛选接待家 
如何招募

·	 潜在的接待家庭通常来自朋友、狮友同侪、青少狮同侪、现任接待家庭或社区中。
o 接待家庭不需要是国际狮子会会员。
o 曾参加过狮子交换活动的家庭是很好的潜在对象。  

·	 符合资格的家庭应对其他文化有兴趣，并喜欢与青少年聊天。
·	 接待家庭应有良好的声誉，且在家中有合适的空间可接待青少年。
·	 所有的接待家庭都应完成申请表。

o 请见附录B的接待家庭申请表范本。
o 此附录仅为范本。YCE活动可自由更改此表格，以符合其YCE活动中的具体需求。

·	 在审核申请表后，应与接待家庭面试。
·	 接待家庭应取得接待分会的背书后才可接待要来的青少年。

o 此外，有要来的青少年之辅导分会背书更好，但不强制。
·	 建议有接待家庭的备取名单，以备不时之需。
·	 YCE主席将做出接待家庭申请的最后决定。

筛选

·	 潜在接待家庭必须经过筛选。筛选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o 年龄：该家庭应有经验照顾与要来的青少年年纪相符的青少年。 

 虽然不强制，但接待家庭中有与该青少年年龄相符的儿童更好。
o 性格：接待家庭应有包容心、对其他文化有兴趣、开放的心胸、有耐心、有能力与青少年沟通和/或

能明智地与青少年相处。
o 语言能力：若一位以上的家庭成员会讲该青少年之语言及/或英语(大部分YCE活动要求英语为首选语

言)，则会很有帮助，有时此点为必要之一。
 有些情况下，青少年只会一两句YCE活动要求的接待语言。因此，了解接待家庭是否有能力

接待有限语言能力的青少年非常重要。
o 对YCE活动及政策之认知：接待家庭应对YCE活动和/或接待青少年有所认知。这样的特点能确保交

换体验更成功。 
 若考虑选用非狮友家庭，则应告知其狮子主义之范围及目标，以及YCE活动和政策。 

o 生活条件：接待家庭应足以提供额外一人之住宿而不会造成不舒适或财务负担。
o 家庭选择：依照青少年之国籍、语言、宗见、性别和年龄来选择家庭。
o 可用时间：确保接待家庭的行程中有时间能与青少年度过足够的美好时光，这点很重要。
o 在筛选面试期间应找出任何特殊兴趣，以达到更佳的配对。
o 请不要为了填满额度而选择接待家庭。
o 建立检查清单或问题列表对筛选过程中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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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训练

·	 为接待家庭提供有趣且有意思的训练。
o 与YCE主席合办该训练。
o 接待家庭训练通常以面对面会议、与有经验的家庭开会或在线网络研讨会的方式进行。

·	 训练主题可包括但不限于：
o 接待家庭的角色
o 接待家庭的规则与规定
o 对接待家庭的期待
o 解释文化差异并为其做准备
o 与前接待家庭见面以分享接待经验

·	 为接待家庭举办活动让他们在青少年抵达前互相认识
o 利用如Whatsapp、Facebookc或Instagram等社群媒体来开启群体对话，激发创意

沟通 

与交换青少年沟通

·	 协助青少年与其接待家庭的初步接触。
·	 申请表中，每位青少年都应亲自写了一封给接待家庭的介绍信。

o 信中应表达他们的：兴趣、学业及嗜好；家庭成员和社区；先前的旅游经验；对此交换的期待；和一
张他们的照片。

·	 接待及辅导分会至少须于6周前同意访问及旅行日期。
o YCE体验的行程及接待国家的往返方式也须于此时确定。

·	 若有可能的话，任何计划变更都需经过讨论且相互同意。 
o 临时的变化应立即告知所有的相关方(贵分会、辅导分会、YCE主席、协调各方及接待家庭)。  

与辅导分会及YCE主席沟通

·	 复合区或区YCE主席开始应开启有兴趣的青少年、贵分会及辅导分会间的初步沟通。
o 若YCE主席没有联系资料，则可由总监协助。

·	 贵分会应彼此讨论、沟通青少年将参加的YCE活动之后勤，包含文化活动日程、营队日期、待在接待家庭的
日期及交通细节等。

·	 YCE主席应包含于大部分贵分会、接待家庭及青少年间的沟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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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期间
交换青少年抵达

·	 根据接待家庭和青少年间在青少年抵达时的安排，贵分会可派人去机场或火车站接该青少年。 
o 责任包括安排青少年的抵达和离开；行李遗失时的计划；航班或火车误点；或安全问题。

文化活动及交通

·	 接待分会应在分会会议中安排「国家简介」，让该青少年参加分会会议时介绍其国家。
o 若贵复合区或区将举办国际青少年营，则该青少年可在营队时做「国家简介」。因此，用此机会邀请

分会会员到营队中看他们的报告。
·	 鼓励贵分会组织并安排其他让青少年可参与的活动，如会议或服务方案。 

o 这是个让青少年接触并理解身为狮友和青少狮的意义。
o 若必要的话，为贵分会举办的活动提供当地交通方式。

延长旅程、个人要求、未经许可的交换青少年访客

·	 青少年不得自行延长个人旅行或不出席YCE活动，即使是拜访亲戚或好友，除非在至少一个月前得到以下各
方的书面许可：青少年之父母/监护人、辅导分会、辅导YCE主席、接待YCE主席、营队主任(若适用)、接待
分会、接待家人及协调狮友(若适用)。

·	 未核准之访客：不论是个人或团体，YCE活动主办人没有义务招待未核准之访客或为其安排行程。
o 仅在访客日时欢迎接待家庭拜访。

·	 个人要求：青少年不可要求入学、参加训练或工作。
·	 也应拒绝长期留宿、操作机动车辆等要求。

与接待家庭不符合或需要离开青少年交换营

·	 若接待家庭与该青少年间产生严重的困难，应由贵分会或YCE主席谨慎处理。贵分会干部和YCE主席应准备
安排将该青少年转往另一个符合资格的接待家庭。

o 若情况非常严重，有必要安排该青少年返家。 
·	 若某接待家庭在答应接待青少年后退出本活动，或该青少年需要移至新的接待家庭的话，贵分会或YCE主席

有义务提供符合资格的接待家庭备案。

意外/疾病或紧急情况

·	 任何有关青少年的疾病或意外都需要分会干部、国际营主任(若意外在营队时发生)、任何协调狮友(若适用)
及YCE主席等地及时关注。

·	 若发生严重疾病或意外时，YCE主席应尽可能立即与青少年之家长/监护人联系，并提供完整信息，包含医生
诊断信息及建议处置方法。

o 所有青少年申请表上应附上家长/监护人必要之医疗及手术同意书，万一其家长/监护人于紧急状况时
连络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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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后
问卷调查

·	 建立并提供一系列有关YCE活动体验的问卷给：
o 交换青少年
o 接待家庭 

·	 这将有助于贵分会改善下一年的活动。

国际狮子会会员跟进

·	 为接待家庭举办感谢活动，如晚餐或郊游。
·	 将如何成为狮子会或青少狮会会员的信息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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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新闻稿范例

新闻稿范例

(分会名称) 为交换青少年寻找接待家庭
(分会名称) 狮子会正在(城市名称)寻找于(输入接待家庭的接待起讫日期)，有意敞开其心胸及家门并分享文化的
接待家庭，接待参加狮子会青少年营及交会活动(YCE)的交换青少年。YCE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进一步推广国际狮子会的使命「建立并培养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 

本YCE季度，(YCE主席名字)需要为即将来的(要来青少年数目)名青少年安排住宿。  

接待家庭不必是狮子会会员。家中也不需要有小孩或青少年。接待家庭需要负责交换青少年的食宿。来访的年轻
人有自己的零用钱，而其他活动将由您自由裁定。  

若您有兴趣成为接待家庭，请洽： 

(区YCE主席)，电话是(电话号码) 或寄信至(电子邮件)或访问(若适用，YCE活动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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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旨在由潜在的 YCE 接待家庭完成。接待狮子会的职责是维护好 YCE 接待家庭记录， 
为了安全之目的。完成的表格应当由主办狮子会保留在案。表格不应该寄送给国际总部。

请附上：• 一张近照 • 一封描述家庭和社区的介绍信

I. 接待家庭数据

服务/监护人的姓名	

地址	 城市						 州/省	 国家	 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	 电邮	

父母/监护人	1	职业	 父母/监护人	1	商业电话	

父母/监护人	2	职业	 父母/监护人	2	商业电话	

国籍：	

父母/监护人	1:			 父母/监护人	1	是否是狮友？								是								否	 分会名称	 区代码	

父母/监护人	2:			 父母/监护人	2	是否是狮友？									是							否	 分会名称	 区代码		

生活在家庭的姓名、年龄和性别：

家庭所讲语言	

家庭的宗教信仰/偏好	

家庭的兴趣、爱好

家庭是否位于								城市地区								乡村								小城市								其他	 镇/城市的人口	 通常的温度	

家中宠物	 家中是否有吸烟？										是										否

以前接待经验（包括详情）
II.接待家庭偏好

我们偏好：								女性;								男性;
					

任意								 吸烟者								不吸烟者	

年龄	 国籍和/或其他爱好	

如果要求具体的青少年，完成下面信息：

姓名	

地址	

城市	 州/省	 国家	

赞助分会	 我们能够接待的时间长度	 最早抵达日期		 最晚离开日期	 首选抵达/离开的机场	
	 我们确认，在访客停留期间，父母/监护人将停留在家中。为了公平对待参与的青少年和其他接待家庭，我们明白我们必须放弃与青少
年的联络，如果	他	或她与另一个接待家庭访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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