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6年美國高中生華語獎學金計劃(NSLI-Y)  接待家庭申請表格 

申請編號:          (由 iEARN-Taiwan填寫) 20150228版 

壹.接待家庭成員基本資料(請填入所有居住於同一戶內之所有成員資料，感謝您！) 

關係 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 
(請同時填寫漢語拼

音) 

職業(服務單位) 
學校(就讀年級) 

年齡 
英文語言能力 

(僅做調查，非評選項目) 

申請人 
(年滿 30歲以上成年人)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配偶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子女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聽  說  讀  寫 

流利 o  o  o  o 
普通 o  o  o  o 
簡單 o  o  o  o 

 
貳.接待家庭環境基本調查 	  

住家地址  

電子信箱  

交通狀況 

接待學生將以何種主要方式至文藻外語大學  
o步行方式，約     分鐘 
o搭乘大眾運輸工具(o捷運      站 o公車     路)，約     分鐘抵達 
o我不清楚，請協助我進行分析。 

聯絡電話 
住家電話：                   
申請人手機：                配偶手機： 



語言 
家庭裡最常使用的語言? 
o中文  o台語  o英文  o其他:               

住家形式 o公寓 o透天 o電梯大樓 o其他:          
接待方式 能否提供接待學生獨立房間 o是 o否(需與        共用房間) 
宗教信仰 o基督教 o天主教 o佛教 o道教 o回教 o其他         
飲食 o葷食   o素食   o無特殊飲食習慣     o其他         

接待經驗 
家庭裡的成員是否有參與過其他交換學生或是接待學生的經驗?  
o有，請填寫活動名稱： 
o否 

網路設施 
o沒有  
o有 (是否設有使用限制？ o否 o是，請說明：        ) 

飼養寵物 
o沒有 
o有，請問是什麼寵物:                                 

成員紀錄 
接待家庭成員中，是否曾經有任何不良嗜好(吸毒,酗酒)或犯罪記錄。 
o沒有 
o有，請說明：                                        

吸煙 
接待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有吸煙的習慣。 
o沒有 
o有，請說明：                                        

	  
參 .接待對象意願及需注意事項調查 	  

宗教 
是否有只願意接待特定宗教的學生呢？ 
o沒有  
o有，請說明：                                        

食物 

您願意接待何種飲食習慣的學生呢？(複選) 
o  願意接待一般葷食飲食習慣學生 
o  願意接待素食飲食習慣學生 
o  願意接待特殊飲食習慣學生(將會於配對完成前溝通討論) 

供餐 
您的家庭是否可以每日提供兩餐（早餐及晚餐）完整營養的餐點？ 
o  是 
o  否，請說明:                              

門禁時間 

您希望周間(周日至週四晚上)的門禁時間為幾點？ 
o  21:30   o  22:00   o  其他，請說明：                     
您希望周末(周五及週六晚上)的門禁時間為幾點？ 
o  22:00   o  22:30   o  其他，請說明：                     

性別 
您希望接待的學生性別？ 
o  僅願意接待男性學生 
o  僅願意接待女性學生 



o  不指定學生之性別 

種族 

美國為一個移民國家，有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的種族，您是否願意接受主辦單

位所分配之不同膚色、種族、宗教信仰之美國學生呢？ 
o我願意接受由主辦單位所分配之不同膚色、種族之美國學生。 
o我只願意接受下列情形之學生: 
請補充：                                                   
                                                            

訊息來源 

請勾選您是如何得知本接待訊息(可複選) 
o宣傳海報/DM 
o透過 Facebook宣傳/網路 
o親朋好友告知 
o官方網站 
o報章雜誌 
o學校訊息(學校名
稱:         ) 

o其他接待家庭 
o計劃相關工作人員 
o廣播/宣傳 
o政府部門電子公文 
o其他，請說明:                         

是否曾經申請成為計劃的接待家庭 
o否 
o是，曾在      年申請過！ 

	  
肆 .接待對象意願及需注意事項調查 	  

請簡單的敘述您的家

庭例如:家庭員們的個
性、成員們平日的興

趣…等 

 
 
 
 
 

請簡單的敘述您家庭

平常日(星期一~五)的
作息和生活？  

 
 
 
 
 

請簡單的敘述您家庭

周末與假日的作息和

生活？ 
 
 

 

請簡單的敘述您家庭

裡主要飲食習慣。外食

或開伙的頻率? 

 
 
 
 
 



是否有希望接待學生

能協助完成的家事? 
 
 
 
 
 

請填寫其他有關於您

的家庭的描述,讓我們
能更了解以更準確的

完成與接待學生的配

對. 

 
 
 
 
 

請簡述成為接待家庭

之動機及您對於擔任

接待家庭的期望為

何？(120字內) 

 
 
 
 
 

	  
伍 .推薦人資料 	  

請提供兩位曾經到訪您家中的朋友以推薦您擔任接待家庭（請勿提供親戚家族成員） 

第
一
位 

姓名  與您的關係  
主要聯繫電話  次要聯絡電

話 
 

地址  

第
二
位 

姓名  與您的關係  
主要聯繫電話  次要聯絡電

話 
 

地址  
(選填)您是否知道任何也想要擔任接待家庭的人呢？ 歡迎您告訴我們他的聯絡方式！ 
姓名：                                   
聯絡電話： 
姓名：                                   
聯絡電話： 

 
陸.第二階段接待家庭訪談日期/時間調查 
若您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我們將進行第二階段接待家庭訪談，請您盡量填寫您方便

進行訪談的時段，我們將於 2015年 05月 10日前通知並再次與您確認訪談時間。 
您方便的時間請打 v              您不方便的時間請打 x 

訪談時間 
日期 

上午時段 
09:00-12:00 

下午時段 
13:30-17:30 

晚上時段 
19:00-21:00 

5月 15日(星期五)    



5月 16日(星期六)    
5月 17日(星期天)    
5月 23日(星期六)    
5月 24日(星期天)    
5月 30日(星期六)    
其他時間，請說明： 
 

 
本人確認以上所提供資訊均為正確，合於事實，本人與同住家人無犯罪紀錄或不良嗜好，願

配合此計畫良善原意，盡力協助擔任接待家庭使本計畫順利圓滿。 
接待家庭申請人簽章處： 

        年   月   日 
 
 
請將本申請表完成填寫後於 2015年 5月 01日前  
寄回 802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 95巷 2號 5樓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NSLI-Y接待家庭
計劃收。 
 
若您對於本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本計劃工作人員聯繫。 
iEARN Taiwan NSLI-Y計劃 
Jenny Lo 羅驊真 小姐 
專線電話：0978-358-051 
學會電話：07-7214882 
傳真電話：07-7214124 
電子郵件：huachen@taiwaniearn.org 


	F1_LIS: Off
	F1_SPE: Off
	F1_REA: Off
	F1_WRI: Off
	F1_NA: 
	F1_EN_NI: 
	F1_EN_FUL: 
	F1_JOB: 
	F1_AGE: 
	F2_NA: 
	F2_EN_NI: 
	F2_EN_FUL: 
	F2_JOB: 
	F2_AGE: 
	F2_LIS: Off
	F2_SPE: Off
	F2_REA: Off
	F2_WRI: Off
	F3_LIS: Off
	F3_SPE: Off
	F3_REA: Off
	F3_WRI: Off
	F3_REL: 
	F3_NA: 
	F3_EN_NI: 
	F3_EN_FUL: 
	F3_JOB: 
	F3_AGE: 
	F4_REL: 
	F4_NA: 
	F4_EN_NI: 
	F4_EN_FUL: 
	F4_JOB: 
	F4_AGE: 
	F5_NA: 
	F5_EN_NI: 
	F5_EN_FUL: 
	F5_JOB: 
	F5_AGE: 
	F5_REL: 
	F6_REL: 
	F6_NA: 
	F6_EN_NI: 
	F6_EN_FUL: 
	F6_JOB: 
	F6_AGE: 
	F4_LIS: Off
	F4_SPE: Off
	F4_REA: Off
	F4_WRI: Off
	F5_LIS: Off
	F5_SPE: Off
	F5_REA: Off
	F5_WRI: Off
	F6_LIS: Off
	F6_SPE: Off
	F6_REA: Off
	F6_WRI: Off
	ADDRESS: 
	EMAIL: 
	TRAFFIC: Off
	WALK_MIN: 
	TRAFFIC_PUBLIC: Off
	MRT_STA: 
	BUS_STA: 
	TRAFFIC_PUBLIC_MIN: 
	PHONE: 
	F1_CELL: 
	F2_CELL: 
	LANGUAGE: Off
	LANGUAGE_OTHER: 
	HOUSE_TYPE: Off
	HOUSE_TYPE_OTHER: 
	INDEPENDENT_ROOM: Off
	INDEPENDENT_ROOM_NO_WITH: 
	RELIGIOUS: Off
	RELIGIOUS_OTHER: 
	FOOD: Off
	FOOD_OTHER: 
	HOST_EXPERIENCE: Off
	HOST_EXPERIENCE_YES: 
	WEB_FACILITATE: Off
	WEB_FACILITATE_LIMIT: Off
	WEB_FACILITATE_LIMIT_YES: 
	PET: Off
	PET_YES: 
	RECORD: Off
	RECORD_YES: 
	SMOKING: Off
	SMOKING_YES: 
	STUDENT_RELIGIOUS_EXP: Off
	STUDENT_RELIGIOUS_EXP_YES: 
	STUDENT_FOOD_EXP_NORM: Off
	STUDENT_FOOD_EXP_VEG: Off
	STUDENT_FOOD_EXP_SPECIAL: Off
	OFFER_MEAL: Off
	OFFER_MEAL_NO: 
	CURFEW_WEEKDAY: Off
	CURFEW_WEEKDAY_OTHER: 
	CURFEW_WEEKEND: Off
	CURFEW_WEEKEND_OTHER: 
	STUDENT_GENDER: Off
	STUDENT_COLOR_EXP: Off
	STUDENT_COLOR_EXP_ONLYSOMEONE: 
	Information_POSTER/DM: Off
	Information_FRIEND: Off
	Information_FACEBOOK/INTERNET: Off
	Information_WEBSITE: Off
	Information_NEWS: Off
	Information_SCHOOL: Off
	Information_SCOOL_NAME: 
	Information_OTHER HF: Off
	Information_STAFF: Off
	Information_RADIO: Off
	Information_GOVERNMENT: Off
	Information_OTHER: Off
	Information_OTHER_YES: 
	APPLY: Off
	APPLY_YES: 
	DESCRIBE_FAMILYMEMBER: 
	DESCRIBE_WEEKDAY: 
	DESCRIBE_WEEKEND: 
	DESCRIBE_FOOD: 
	DESCRIBE_HOUSEHOLD_EXP: 
	DESCRIBE_MORE_FOR_MATCH: 
	DESCRIBE_WHY_HF: 
	FRIEND1_NAME: 
	FRIEND1_RELAT: 
	FRIEND1_ALTER_PHONE: 
	FRIEND1_MAIN_PHONE: 
	FRIEND1_ADDRESS: 
	FRIEND2_NAME: 
	FRIEND2_RELAT: 
	FRIEND2_MAIN_PHONE: 
	FRIEND2_ALTER_PHONE: 
	FRIEND2_ADDRESS: 
	Opportunity_Friend1_NAME: 
	Opportunity_Friend1_phone: 
	Opportunity_Friend2_NAME: 
	Opportunity_Friend2_phone: 
	0515_morning: [X]
	0515_afternoon: [X]
	0515_evening: [X]
	0516_morning: [X]
	0516_afternoon: [X]
	0516_evening: [X]
	0517_morning: [X]
	0517_afternoon: [X]
	0517_evening: [X]
	0523_morning: [X]
	0523_afternoon: [X]
	0523_evening: [X]
	0524_morning: [X]
	0524_afternoon: [X]
	0524_evening: [X]
	0530_morning: [X]
	0530_afternoon: [X]
	0530_evening: [X]
	VisitTime_other: 
	yyyy: 
	mm: 
	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