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如盤石”- 初中生暑期班 2018 年報名表格                

姓氏：  名字： 2018 秋季年级： 

上午到達 (8:00 - 9:00 上午) 下午接回家 (5:00 - 6:00下午) 

    金美倫堂 (920 Sacramento St.)  金美倫堂 (920 Sacramento St.)     

    立約者長老會 (321 Taraval St. 夾 Funston)  立約者長老會 (321 Taraval St. 夾 Funston)  

請選擇以下適當空格:  

 
 我同意我的孩子在以上報到地點下課

後, 他/她自己直接回家。 

 
 我將會大約在 ________下午接他/她回家。接送主要看护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碼）。  

你的孩子每天應該準時早上 9:00 到達和下午 6:00 離開。遲到接回將會另收費每分鐘$1 美元。你將被收取的費用會補

償監督人員用額外的時間監視你的孩子。 

星期五晚上 6:00-9:30，堅如磐石參加者被邀請星期五晚上俱樂部。星期五晚上俱樂部是一個向初中和高中生開放的青

年方案。如果有興趣參加，請完成與提交 2017 年星期五晚上俱樂部發布形式。 

報名/付款: [請選擇適當空格打 “ ”] 

 每週$160 美元 或 全七週 $1,000 美元 

全七週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6/18-8/3 6/18-6/22 6/25-6/29 7/2-7/6 7/9-7/13 7/16-7/20 7/23-7/27 7/30-8/3 

有資格的家庭可以獲得經濟援助。以便申請，請完成經濟援助表格與提交必要文件。 

註冊時可以付現金，支票或信用卡， 除非需要財務援助進行收入證據。支票抬頭請寫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和寫

你的孩子姓名，年級和參加項目在支票上。郵寄或帶回填妥報名表格、2018-2019 年青少年部個人資料表格、和經濟援助

表格（如果請求）到：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 Summer Program Registration 
920 Sacrament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給楊孫明致電 (415)781-0401 分機 124。有任何註冊取消需付$35 美元的行政費。 

我，在此簽署孩子學生的父母/監護人確定上述，我許可學生參加“堅如盤石”初中生暑期班。已完成和簽署了一下表格： 

 2018-2019 年青少年部個人資料表格有關於緊急/災難聯絡、同意和放棄訴訟責任、和媒體宣傳； 

 經濟援助表格，如果申請；與 

 2018 年星期五晚上俱樂部發布形式。 

盡我所知，我保證上述聲明是真實和正確的，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和附件所有語句。 

               

父母/監護人姓名(請用正楷)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 

* 請注意：紀念獨立日，7 月 4 日星期三將沒有節目。 

Office Use Only   Amount Paid: $________  Applying for FA: ________  Date: ________  Staff Initials: ______   |   Cash □   Check □   CC □   |   YM Info Form □ 



健康/牙科保險資料 

健康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團體號碼  

電話號碼  醫生名字  

牙科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團體號碼  

電話號碼  牙醫名字   

健康/牙科保險資料 

緊急聯繫人的作用如下： 

1) 下一個聯繫人(們)是在緊急情況或災難發生時無法聯繫家長/監護人。 

2) 預先核准的人(們)可在緊急或災難情況時接送參加者。 

姓名: 主要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第二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關係  

姓名: 主要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第二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關係  

參加者的資料  

性別 2018 秋季年級  參加者的全名   學校 

地址  城市  州  郵政編號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 家庭電話  參加者手機  參加者電郵地址  

T-恤衫 (請選擇適用)  兒童細碼__  兒童中碼__  兒童大碼__  成人細碼__  成人中碼__  成人大碼__  成人加大__ 

家長/監護人資料 

(1)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主要家長/監護人 

主要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第二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電郵地址  主要語言: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其他: 

(2)家長/監護人姓名 關係   主要家長/監護人 

主要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第二聯繫電話(家庭/手機/工作)   

電郵地址  主要語言: 英語/廣東話/普通話/其他: 

金美倫堂青少年部資料 

有效期 (6/01/18—5/31/19) 

病歷 

是否參加者已經接種所有學校需要的疫苗？           是/否   最後一次注射破傷風針的日期_________ 

是否參加者有傳染性疾病(如肺結核)或健康狀況可能帶給他人的風險？    是/否      

如果是請解釋：  

請列出藥物名稱，劑量和參加者正在服用的藥物目的:  



其他問題 

你的孩子有沒有參加個別教育計劃(IEP)？           是 /  否 / 不想回答  

如果是的話，你會否願意跟我們工作人員討論如何更好地服務你的孩子？         

請描述任何關於未成年人的特殊考量（醫療狀況，食物過敏，限制飲食，活動受限，行為問題/關注，等等 ) 

授權就醫 

作為____________________(“ 未成年人”)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每個簽名給予他或她授權和同意加州舊金山金美倫堂（“機構”）和機構

的成年僱員,代理人和志願者(金美倫堂機構各方)尋求,授權，並同意如醫療或牙科護理給予未成年人(“ 治療”)因為任何一個或多個可能

認為需要或適當的。這樣的治療(1)須提供經由國家法律下或司法管轄區的執業醫生，外科醫生，牙醫或其他執業資格醫生的意見和監督

尋求治療方法, 和(2) 可能包括沒有限制，X光射線檢查，麻醉，醫療，牙科或外科的診斷或治療; 和醫院護理。將盡一切努力在治療前盡

可能聯繫授權的簽署者。 此授權就醫影印本應被視為正本有效。 

每個簽署確認並同意金美倫堂各方不會在法律或財政責任上而招致支付任何帐單或費用, 或任何產生的訴訟或索賠, 提供任何治療或未能

提供或尋求任何治療。 考慮到未成年人參與一個或多個由金美倫堂贊助的活動, 每個簽署人特此同意以賠償，辯護，並舉行無傷害金美

倫堂各方免受任何和一切損失，損害，責任或費用(包括, 不限限制,合理的律師費和其他防禦的費用) 在連接任何及所有行動,訴訟,索賠或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每個有合法監護未成年人的人應當簽署此授權就醫, 和只有簽署人將被視為未成年人的合法監護人。 

同意/放棄訴訟責任/媒體發布/緊急災難應變 

請簽署本文件前仔細閱讀。它會影響你的法律權利, 學生, 以及其他。 

我，在此簽署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法定監護人上述我許可給學生參加任何項目或活動從 2018 年 6 月 1 日到 2019 年 5 月 31 日和乘坐交通運送, 當舉行活動

期間任何車輛運送均由加州,舊金山,金美倫堂僱員,代理人和志願者（“機構”）決定。 

在考慮學生被允許參加該計劃： 

我明白該機構及其志願者將行使判斷監督學生所有的贊助活動並有權要求在安全和謹慎的方式來完成活動進行. 儘管這種照顧,活動的期間學生總是有可

能受傷或患病. 在考慮到贊助,組織和監督活動期間,以及提供其他服務之前,期間活動之後。從參與該計劃的學生產生出來或結果, 我同意以捍衛和維護無

損機構和其代理人, 僱員或志願者 (金美倫堂機構各方) 對任何及所有損失, 損壞, 負債, 或費用。 

我明白並同意學生可能被送回家由我支付費用, 如果任何代理人，僱員或志願者確定學生有: 從事破壞性行為, 違反任何規則或安全構成威脅或在任何時

間在任何活動的任何其他參與者福祉。 

我, 在此簽署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法定監護人上述我許可美倫堂給拍照和視頻計劃和活動進行用於作宣傳,教育和計劃的目的。我明白將不予提供任何賠

償。 

災難/緊急應變措施 

當項目進行時發生緊急或災難情況, 金美倫堂的應變將是確保所有參加者在我們的工作人員和機構的能力下安全監督。在這些情況下, 金美倫堂在一般應

變措施將是容納所有參加者或以下: 

1）金美倫堂 

姓名(请用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请在適當的格內打圈, 根據你的家庭人數和大概家庭年收入。一個家庭被定義為所有人一起共同生活包括出生, 婚姻, 收養

或家庭夥伴的相關人士。需要要求收入證明, 現時報稅表, 失業證明等等。因為我們一些資助者要求收集我們活動項目的參

與者和他們的家庭具體人口統計信息, 你也可以選擇與我們共享這些信息。如果你正在申請經濟援助, 你必須完成經濟援助

表格。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8 人 

$0 – 27,650  $0 – 31,600  $0 – 35,550  $0 – 39,500  $0 – 42,700  $0 – 45,850  $0 – 49,000  $0 – 52,150  

$27,651- 

46,100  

$31,601- 

52,650  

$35,551- 

59,250  

$39,501- 

65,800  

$42,701- 

71,100  

$45,851- 

76,350  

$49,001- 

81,600  

$52,151- 

86,900  

$46,101- 

73,750  

$52,651- 

84,300  

$59,251- 

94,850  

$65,801- 

105,350  

$71,101- 

113,800  

$76,351- 

122,250  

$81,601- 

130,650  

$86,901- 

139,100  

$73,751  

以上 

$84,301  

以上 

$94,851  

以上 

$105,351  

以上 

$113,801  

以上 

$122,251  

以上 

$130,651  

以上 

$139,101  

以上 

市場/推廣調查 

請幫助我們接觸到更多的家庭和繼續改善我們的服務，請回答下列問題。 

你是如何找到金美倫堂青少年計劃(請選擇適用)? 

____過去參與者____年份  ____互聯網/網站  ____ Resource Fair 

____朋友/家庭   ____傳單  ____ Other (please list): 

人口及經濟援助的信息資料 

請選擇以下表示最能代表你的孩子的種族/族裔：  

□  亞裔美國人 /亞裔 

□  非洲裔美國人/非洲裔  

□  阿拉斯加原住民/美國原住民   

□  太平洋島民  

□  西班牙裔美國人/西班牙/拉丁裔 

□  白人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  

□  拒絕聲明 



Friday Night Club Release Form 2018 
 

Dear Middle School Parents/Guardians, 
 
Welcome to Solid Ground 2018, our middle school summer youth program!  We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you to our 
year-round program, Friday Night Club.  Friday Night Club is a faith-based youth program, open to all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youth.  During the school year, we meet Friday evenings, 7:00-10:00pm, at Cameron 
House.  During the summer, we will be holding Friday Night Club from 6:00 – 9:30pm w ith dinner at 6:00pm 
for Solid Ground participants and volunteer leaders staying for Friday Club ($1-2 suggested donation to offset 
costs of food). Summer dinners will be available from Fridays June 15th – August 3rd.  

 
6:00 – 6:15pm – Table Reading 
6:15 – 7:00pm – Transition dinner for Solid Ground participants and volunteers 
7:00 – 9:30pm – Friday Night Club Programming 

 
If your child participates in the Friday Club program, you have the option to:  

1) Bring your middle school child to Cameron House for 6pm dinner or just for program at 7:00pm 

2) Allow your child to be brought directly to Cameron House Friday afternoons by his/her Solid Ground leaders 

 
They will b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olid Ground leaders or other Cameron House staff.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Friday Night Club, please contact:  
 

Anson Ho 
Friday Club Program Director 

(415) 781-0401 ext. 126 
anson@cameronhouse.org 

 

If you would like to have your child to come back to Cameron House on Friday afternoons for our Friday Night 
Club program, please sign the form below.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r child on Friday nights! 

Anson 

Please detach and return form below. 

----------------------------------------------------------------------------———-------------------------------------------------- 

 

Child’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de: __________ 

I give my child permission to return to Cameron House with the Solid Ground leaders or CH staff on Friday afternoons 
for Club.  I understand that my child will have dinner at Cameron House.  If your child needs a ride home, please con-
tact Anson at anson@cameronhouse.org.  Limited rides are available depending on area.   

 

____ It is okay for my child to check him/herself out between 5pm and 6pm (i.e. to buy a snack in Chinatown). I under-
stand that my child will not be supervised when away from the facilities. 

 

____ My child must stay at Cameron House until 6pm (dinner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arent/Guardian         E-mail       Phon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ate 

mailto:sherman@cameronhouse.org
mailto:sherman@cameronhous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