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甄選基本原則 

 

A.家長心態： 

1. 家長應充分了解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的宗旨與

內容，並與學生溝通取得共識之後，方可填寫申請表報名。 

2. 派遣學生父母應確實瞭解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

之規章條例，相關責任義務及財務保險之負擔，並均能遵守履行。 

3. 派遣學生家庭必須有擔任接待家庭的心理準備。 

 

B.學生條件：品德良好－此為最基本之條件 

               主動積極 

               表達能力佳 

               語文程度不能太差 

               對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和扶輪社了解 

               才藝、專長、興趣 

               最好有主動服務、熱心幫忙的特質 

               對新環境與文化適應力－若適應力不好交換成果不佳 

 

C.出國代表注意事項： 

是否能夠參與扶輪活動 

是否有服務犧牲奉獻的精神 

若地區需要您的幫助是否能挺身而出 

是否了解交換計劃的宗旨和精神 

是否有一定的語文能力 

操行是否良好 

 

D.講求公平公正之原則： 

面試時盡量多給學生表現及回答的機會，以期待客觀瞭解學生之能力與條件 

 

 



以下為歷年甄試參考題目，此題目是為讓學生了解準備方向，並不表示是今年的

甄試問題 

學生問題：(人際關係與實踐能力) 

人際關係 1.你認為台灣有那三件事情最值得介紹給國外? 

人際關係 2.如有國外友人詢問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或台灣是一個國家嗎?你 

           該如何回應? 

人際關係 3.參加什麼校外活動?課外活動? 

人際關係 4.你回來面臨的三件大事是什麼? 

人際關係 5.你對那些世界大事有興趣? 

人際關係 6.你離家出外旅行過嗎?去過那裡?多久? 

人際關係 7.誰是你的偶像?為什麼? 

人際關係 8.敘述你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人際關係 9.舉出你的弱點?它會影響你的交換嗎? 

人際關係 10.在家裡你的責任是什麼? 

人際關係 11.你曾在學校或校外活動擔任領導的工作嗎? 

人際關係 12.你人生中曾經面對最困難或最富挑戰的情況是什麼? 

人際關係 13.你人生最快樂的一天是什麼? 

人際關係 14.你一天花多少時間上網?與同學、朋友會多久相聚?甚麼活動? 

人際關係 15.當交換期間有異性朋友對你/妳表示愛意時，你會如何處理? 

實踐 15.如何申請當交換學生? 

實踐 16.你覺得代表你的社區與國家到國外,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實踐 17.在新的國家你要如何結交新朋友? 

實踐 18.你如何計劃與你的朋友及家人分享你的經驗? 

實踐 19.你曾經做過最困難的決定是什麼? 

 

 



學生問題：(適應能力) 

自我介紹-家庭生活、就讀學校、拿手科目、社團活動、興趣、特殊才藝…等 
適應 1.如有人要求你做,你覺得不適當的事情,你要如何處理? 
適應 2.出國後會想家嗎?想家的話你要怎麼辦? 
適應 3.如果和接待家庭出現摩擦或者是誤會時，你會怎麼做？ 
適應 4.如果你不是教徒,你會跟接待家庭去上教堂嗎? 
適應 5.外國的生活習慣與食物與你家有很大的不同時,你要如何適應?你喜歡嚐試

新的經驗嗎?  
適應 6.你了解國外地區大部分是鄉下或偏遠地方嗎? 
適應 7.當在國外語言有落差無法溝通時,你會如何處理? 
其他 8.簡述對扶輪社的認知？ 
其他 9.是否明瞭青少年交換(RYE)計劃的目的? 
其他 10.是否知道派遣地區及派遣社? 
其他 11.是否明瞭扶輪交換規則? 
其他 12.為何想參加交換計劃? 
其他 13.若未能如願前往想去的國家時，是否願意接受扶輪社安排到   
        其他交換國家?為什麼? 
其他 14.個人對青少年交換計劃的認識與期望? 
 

 
 



QUESTIONNAIRES FOR A CANDIDATE OF YOUTH EXCHANGE 
OUTBOUND STUDENTS 

1.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2.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ents? 

3.  Have you been invited to your sponsor club?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m? 

4.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 

5.  Why do you want to be an exchange student of 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 

6.  Which country do you like the most to be exchanged to?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ountry you best prefer? 

7.  What will you do as an ambassador of Taiwan? 

8.  In addition to acting as an ambassador of D3502/Taiwan, what else will you do 
during the year of exchange?  

9.  Have you gone through the rules of Rotary Youth Exchange?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a little bit? 

10.  In case you were in trouble in the host country,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first 
place? 

 



QUESTIONNAIRES FOR A CANDIDATE OF  

YOUTH EXCHANGEOUTBOUND STUDENTS 

(Short Term RYE) 

1.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2.  Why do you want to apply for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3.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4.  Have you ever been to any foreign countries? Could you please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it? 

5.  Which country do you best prefer to go? Why? 

6.  How will you introduce D3502/Taiwan to your host country? 

7.  In addition to acting as an ambassador of D3502/Taiwan, what else do you have in 

your mind to accomplish during exchange?  

 



短期青少年交換－接待配合度問題： 

1. 你子女曾經表達出國旅行的意願? 你對他選擇的國家表示及時的關懷嗎? 你要

讓你子女去任何扶輪交換國家嗎? 

2. 你瞭解短期青少年交換規則嗎?   (為期四週的中英文接待計畫) 

3. 申請交換是誰的主意? 你完全同意你子女出國交換嗎? 

4. 你出過國嗎? 

5. 你反對你子女被不同宗教的家庭接待嗎? 

6. 你子女喜歡嚐試新的事物嗎? 

7. 你子女吃各種食物嗎? 

8. 你子女有任何(medical concerns)醫療上的問題必須注意的? 

9. 當你子女出國期間,你們家庭有重要改變計劃嗎? 

10. 家庭成員有重病的情況嗎? 

11. 參加 F to F,你們必須接待一位外國學生嗎? 你如何使他覺得賓至如歸? 

12. 你們了解短期最後有可能配對不成功,無法成行嗎? 

13. 你現在還有任何問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