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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2019/10/15-20

活動地點：印度新德里

活動場地：International Youth Hostel, 5, 

Nyaya Marg, Chanakyapuri, New Delhi.

參與人數：國際青年100名

活動語言：英文

主辦單位：Youth Hostel Association India(YHAI)

徵選單位：中華民國國際青年旅舍

活動費用：5,000元、機票自費

(活動費用包含住宿、早午晚餐各5餐)

與世界各國青年共同生活、交流、
體驗印度文化、傳統美食及觀光旅
遊、與一同探討議題等活動，加深
彼此之間的友誼與拓展國際視野。 ctyha@yh.org.tw

02-2322-1881
www.yh.org.tw



由台灣YHA徵選青年，一同參加印度YHA所舉辦6天
5夜的「2019 IYC 印度世界青年交流大會」

本次徵選分為兩階段，共計徵選6名。
第一階段履歷徵選
第二階段面試

徵選資格：18-28歲台灣青年

徵選人數：6位(男女各3位)

報名時間：即日起-9/9, 09:00)

依報名表之自我介紹、經歷及自我了解等

個人特質評估合適度。

面試時間：9/13,14:00

20分鐘面試

根據報名表填寫內容進行面試，請準備中英文自我
介紹、個人專長表演及以「Taiwan」為主題說說你
想介紹給國際青年怎樣的台灣!(In English)

評選標準：
態度40%
表達能力30%
英文能力30%



時間 內容

2019/09/09(一) 當日09:00報名收件截止

2019/09/10(二)
申請結果公佈

官網公布及Email通知

2019/09/13(五) 面試

2019/09/13(五)
面試結果公佈

官網公布及Email通知

報名方式：請至本會官網下載簡章，填妥報名表並附上

正面照片一張，Email至ctyha@yh.org.tw，主旨2019印

度世界青年交流大會-名字，附件格式為PDF。

• 候補名單：面試結果公布後以Email通知並公告於

官網。

• 注意事項：確定錄取者預計於9/16(一)於本協會

進行第一次的會議與活動說明並繳交活動參加保

證金$1,000、活動報名費用$5,000。

• 活動窗口(聯絡人)：Sue   電話：02-2322-1881

• 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YHA Taiwan交流大使」之權利：

 享印度青年交流活動期間之食宿(詳如活動行程)

以及活動期間之旅遊平安保險。

 成為本會2019年度YHA Taiwan宣傳大使。

 獲贈「YHA Taiwan宣傳大使」獎狀乙幀。

 具有台灣YH協會所舉辦活動之優先參加資格。

「YHA Taiwan交流大使」之義務：

 自行負擔台北-新德里來回機票。

 活動報名費6,000元整(含$1,000元保證金，保證

金於活動結束回國並完成活動成果後退還。)

 依本會規定參與行前會(約每月2-3次，並視準備

程度與狀況調整討論時間與頻率)。

 共同討論以台灣之美為主題的5分鐘文化表演及

PPT。

 遵守本會帶領人及印度協會之規定。

 活動結束後將活動心得作為一篇文章或短片呈現，

YHA Taiwan擁有影片使用權。



• 本會保有活動及參加者入選後至活動結束期間

所有內容變更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

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 本活動規則已詳細載明於活動網頁中，參加者

於報名本活動時，即同意接受所有活動規則之

規範。如有違反本活動規則，本會得以取消參

賽資格並依法處理。

•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的資料並非冒用或

盜用第三人之個資或智慧財產權，如有不實或

不正確之情事或第三方提出任何法律或侵權訴

訟，得由參加者本人全權負責，概與本會無關，

同時本會有權利取消該參加者資格並將自活動

中除名。

• 如有問題請與CTYHA聯繫。

Contact ：
ctyha@yh.org.tw

02-2322-1881
www.y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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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暫定行程，完整活動行程以主辦方公布為主。



Deforestation

Women 
Empowerment

Global Warming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Partnering 

with Youth

Importance of 
Cultural & Youth 
Exchange among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world

Sustainability: 
Our Challenge-

Our Future

以上國際議題，為
活動中討論議題˙，
請於面試時分享您
的論點！



Youth are the catalyst of th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resolving the conflict with their energetic 

efforts, latest technology and new thoughts. Platforms like 

International Youth Conventions provides them to make 

friends & spread their thoughts in different nations by means 

of other delegates and also get to know about their thoughts 

to bring change in the concerned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are

living in.

Cultural diversity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learned through 

the music and traditional dance performances prepared by 

each country. This is a fun and easy way to be exposed to the 

uniqueness of each culture. Each country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Convention prepares a performance that 

represents their culture and traditions passed on by ancestors.

入選者需和其他參加者共同準備此文化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