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0-21 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一、報名資格：
1. 年齡：以學生出發時(以平均出發日 2020 年 8 月 15 日計算)之實際年齡為基準；15 歲半
至 18 歲半之高中(職)之男女在學學生。【 2002 年 2 月 15 日- 2005 年 2 月 15 日出生】
註：大部份國家要求學生年齡為 16-18 歲，故 16 歲以下和 18 歲以上，及高三畢業生可
選擇的國家或地區將會有所限制。
2. 扶輪社友子女暨非扶輪社友子女皆可申請，同一年度每一家庭以一位申請為原則。
3. 推薦社同一年度最多申請兩位。
4. 派遣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之責任與義務詳如：本年度『長期交換中文申請書』第 7
頁長期交換申請學生同意書。
5. 派遣與接待義務：
(A) 派遣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派遣一年期間接待外國學生，並預先安排 4 戶接待家庭，
每一戶原則上接待 4 個月（第四戶為預備接待家庭，因需確保隨時能履行接待任務，
故不能再擔任其他國外學生之接待家庭。），需與派遣社(接待社)充分配合。
(B) 所有接待家庭均需居住在雙北地區(金門地區除外)，接待期間四戶接待家庭與接待學
校通勤時間不可超過一小時。
(C) 若派遣學生完成分發後，接待之國外學生放棄來台交換，接待社仍需另行於往後年度
履行接待義務。
(D) 接待期間若接待學生提早返回派遣國，接待社、派遣家長或監護人仍須履行未完成之
接待責任與義務。
(E) 若派遣學生放棄派遣，派遣社仍需履行接待責任與義務【詳如『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第十六項放棄派遣說明】
6. 若家中已有成員參加過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無論係短期交換或長期交換）,而未善盡相
關之責任與義務者，其新成員申請將不予受理。
7. 派遣學生家長（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派遣社顧問，必須全程參加地區委員會指定之講習
會，未參加者將取消派遣學生之交換資格。
8. 學生參加本交換計劃之必要經費全部自行（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負擔。
【詳如本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第十五項】
9. 派遣學生必須品行優良，在校前二年學業成績平均不及格必修科目不得超過 3 科(含 3
科)，且英文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10. 為落實遴選的客觀性，所有申請者必須參加托福測驗，該項將佔面試總成績 15%，托福
成績超過 400 分以上始予記分。(註：申請美加地區之托福成績須達 430 分以上)
【托福測驗請至本地區網站，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RYE
派遣申請』中『4-2-3. 2020-21 年度長期、短期交換學生托福考試』，至托福網站報名。
11. 派遣學生須具本國國民身份，且居住地及就學在台灣。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截止。
1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 2020-21 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三、可能交換國家：
1. 北美洲地區：加拿大、美國。
2. 中南美洲地區：墨西哥、巴西、智利… 等。
3. 非洲地區：南非。
4. 歐洲地區：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芬蘭、丹麥、法國、德國、匈牙利、荷蘭、
波蘭、瑞士、瑞典、西班牙、義大利、羅馬尼亞… 等。
5. 西亞地區：土耳其、俄羅斯… 等。
6. 亞太地區：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泰國… 等。

四、出發時間：2020 年 7-8 月。
五、交換期間：約 10-12 個月。(依據接待地區規定)
六、報名方式：
1.

請至本地區網站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RYE 派遣申請』
中『4-3-1 長期交換中文申請書』項，下載『2020-21 長期交換學生中文申請書』檔案
並填寫。

2.

申請書必須檢附兩吋學生照兩張，最近二年在學成績單一份(成績單上須註明學生出缺勤
紀錄、導師評語和學校關防)、托福測驗成績單以及體檢表一份，以上文件均為正本。
【詳如：本年度『長期交換中文申請書』】

3.

最近 3 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須包含派遣學生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4.

接待家庭預定表(含接待家庭接待外國學生房間照片)。

5.

報名程序請參照以下 A、B 兩種方式：
A. 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之申請者：請將中文申請書正本一份送交推薦社辦事處，須經
由推薦社先行甄試後，再將甄試報告、理事會同意函連同中文申請書掛號郵寄至『國
際扶輪 3481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另外請將填寫完成之中文申請書電
子檔(非掃描檔)Email 到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信箱。
B. 合作學校推薦之申請者：每校限推薦一名學生，須經由合作學校先行甄試後，再將
派遣學校同意暨面試證明函連同中文申請書掛號郵寄至『國際扶輪 3481 地區青少
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另外請將填寫完成之中文申請書電子檔(非掃描檔) Email
到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信箱。

6.

申請者只能選擇長期交換或短期交換其中一項報名。申請書及資料請自留備份，
重覆申請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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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D3481 地區網站：http://www.rid3481.org/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 67 號 4 樓
電話：(02)2370-3322

2370-0055

傳真：(02)2370-7776

中文申請書原始電子檔請 Email 到以下信箱
D3481 地區 E-Mail：rid3481rye@gmail.com

七、甄

試：初審審查條件完備者，將於 11 月 8 日(週五)以 Email 方式通知
申請者與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推薦社之社長、社當、顧問、四
戶接待家庭之代表、申請學生及學生父母一同參加 11 月 16 日(六)
之甄試。

八、甄試目的：交換學生亦即扶輪親善大使，故甄試之目的在於遴選品學兼優、
充份了解交換學生的角色與職責、身心健康，且能適應異國生活
的青少年。

九、甄試時間：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08：00 ～17：０0
十、甄試地點：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15 號。

十一、公告： 201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公佈合格者名單。
註：面試合格者，皆為備取，須學生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派遣社顧
問必須全程參加講習會、確實遵守相關規定，並收到國外接待地區之『接待
保證書』，方能成行。

十二、資格喪失：交換學生於受訓期間如發生下列情事，得經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評議後取消其交換資格：
1. 違反國際扶輪 3481 地區青少年交換規則者。
2. 素行不良或受校方處分者。
3. 有任何妨害扶輪名譽之言行者。
4. 休學或一個月以上沒有音訊者。
5. 心身健康發生重大障礙導致無法繼續受訓者。
6. 無故缺席「派遣學生訓練講習會」者。
7. 未能如期繳納相關費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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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派遣學生家長(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派遣社顧問未全程參加地區委員會指定之講習會者。
9. 派遣父母與派遣社未能配合地區履行相關接待國外學生之責任與義務者。
10. 受訓期間經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裁定不適任扶輪親善大使者。

十三、錄取原則：
1.

申請者必須經過委員會之資格審查，而證件完備者方可參加甄試。

2.

若甄試成績相同時，則以家中未有成員參加過扶輪青少年長期或短期交換計劃者為優先。

3.

於上述情況下條件相同者，則以本地區之扶青、扶少團團員為優先。

4.

歷屆接待家庭、接待顧問與接待社，是否確實履行接待之責任與義務，及出席地區委員會
指定之各項講習會，將列入甄試考核項目之一。

5.

2020-21 年度長期派遣學生甄試分組評分標準如下：
項次
1.

甄試內容

加權分數

備註

社裡近兩年之接待紀錄(7.5%)；相關人員
接待配合度 (30%)

2

出席 RYE 各項講習會之出席率(7.5%)
甄試分數 (15%)

3.

人際關係與實踐能力(20%)

甄試分數 (20%)

4.

適應能力 (20%)

甄試分數 (20%)

5.

語言能力 (30%)

托福考試分數 (15%)

詳見註一

甄試分數 (15%)

註一：3481 地區交換學生托福考試分數計算公式：
1. 長期派遣學生托福考試最低分為 400 分。
2. 托福中心表示，成績在 460 分以上之學生，在一般生活上語言溝通應該都沒有問題。
3. 托福分數占 RYE 評分總分數 15%，若於面試前未提供托福成績者，該項不予以計分。
(長期派遣學生以托福 677 分為滿分計算，扣除最低分 400 分，得分落差 277 分)
計算公式：
長期派遣學生托福考試轉計語言能力得分＝［(托福成績－400 )*0.7+83.1］／277 x 15
( 取到小數第 2 位 )

十四、派遣或接待顧問：
派遣或接待顧問須具備以下之資格，如未履行顧問義務，則將喪失未來派遣
學生之權利。
4-1. 參加地區委員會舉辦之接待顧問講習會或曾經擔任地區 YEO 或派遣/接待社
表現良好者。
4-2. 必須參加地區委員會辦理之所有相關之講習會。
4-3. 建議接待顧問可接待 Inbound 學生初抵台 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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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費

用：未於期限內繳費完成視同棄權

A.【機票、簽證費及一年保險費】
明
1

細

費

簽證費、機票

用

繳 交 方 式

約 NT$20,000

(依接待地區或國家而定)

家長自理

～ 80,000 元

家長自理，並需依照

約 NT$25,000

2 一年期保險費

接 待 地 區 指定 購 買

～ 35,000 元

保險。

B.【代辦費用-共 NT $60,000】須於 2019 年 10 月 25 日前繳交完成
明

細

1

訓練講習費及事務費用

2

國際扶輪 3481,3482,3501 暨 3502 多地區青
少年交換委員會( TRYEX ) 行政費用

費

用

繳 交 方 式

NT$18,000
繳交至 3481 地區
NT$20,000

3

國內旅遊費

NT$12,000

4

制服費

NT$ 4,000

5

名片、徽章、國旗

NT$ 3,500

6

ROTEX (歸國學生)入會費及會務費

NT$ 2,500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帳戶
銀行： 永豐銀行
分行： 汐止分行
戶名：李文森
帳號： 125-018-0005289-7

C.【接待外國交換學生費用-共 NT$140,000】須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前繳交完成

4
5

明
細
接待學生每月零用金 ( 4,000 元／每月 )
(由地區轉交至各接待社)
接待社費用：20,000 元
(由地區轉交至各接待社)
接待學生就讀學校之雜費、書籍、制服費用
（以公立學校為例）
(由地區轉交至各接待社)
學校接待會議
學校接待費用(由地區轉交至各接待學校)

6

接待學生中文學習費

7

地區活動費用(含外國交換學生講習會及文化
學習費)
Inbound 學生健保費

1
2
3

8

費

用

繳 交 方 式

NT$48,000
NT$20,000
繳交至 3481 地區
NT$10,000
NT$ 4,000
NT$16,000
NT$24,000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帳戶
銀行： 永豐銀行
分行： 汐止分行
戶名：李文森
帳號： 125-018-0005289-7

NT$14,000
NT$ 4,000

註：交換學生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以後放棄派遣或取消資格，接待費用 14 萬元整均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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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放棄派遣或被取消資格：
1. 學生申請退出交換派遣及申請退費者，須由推薦社正式行文到地區。
2. 學生申請退出交換派遣者，代辦費用 6 萬元整依據階段之退費標準：
階段
2-1 2019 年 12 月 13 日(含)以前，申請退出交換派遣者
2-2

2020 年 2 月 1 日(含)以前，申請退出交換派遣者
註:旅遊代收款 12,000 元依旅遊公會規定處理。

代辦費用退費金額
NT$55,000
NT$15,000

2-3 2020 年 4 月 20 日(含)以前，申請退出交換派遣者

NT$7,000

2-4 2020 年 4 月 21 日(含)以後，申請退出交換派遣者

NT$2,500

3. 交換學生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後放棄派遣或取消資格，接待費用 14 萬元整均不退費。
4. 交換學生於 2020 年 2 月 1 日後放棄派遣，派遣社仍需履行接待責任與義務。
5. 被取消資格者，退費方式比照放棄派遣之退費。
註：地區各項活動及講習會請參照 RYE 行事曆
【2019-2020 年度 RYE 行事曆，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
『二、RYE 委員會』中『2-2. 2019-20 年度 RYE 行事曆』。

國際扶輪 3481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法律顧問：蔡碧
松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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