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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lementary Middle ASP Enrollment Forms 2020-2021 

Chinese Translation CPA: 03.2020 

家長準許書及學生資料 
屋崙聯合校區 

ASES 和/或 21 世紀小學及初中課後計劃 

我允許我的子女參與 2020-21 年度 之課後計劃。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年級 出生日期 

家長 / 監護人姓名（請以正楷書寫） 家長簽署 日期 

住宅地址 城市 郵區 

戈廿宅電話 辦公電話 流動電話  電郵 

緊急聯絡資料 

如有緊急事故，請聯絡﹕ 

姓名 關係 電話﹕辦公/住宅/行動  電郵 

姓名   關係      電話﹕辦公/住宅/行動  電郵 

貴子女有否醫療保險？ 有 沒有 

醫療保險機構名稱 保單 / 保險# 投保人姓名 

我授權課後計劃職員在我的子女參與課後計劃期間供應和 / 或取得必需的緊急醫療護理。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簽名 日期 

EBA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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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責任 
我明白課後計劃的性質和參與是自願的。我明白屋崙聯合校區不會就參與課後計劃而導致的任何損 

失、損壞、疾病、身體受傷或財物負責。我特此解除及免除屋崙聯合校區及其官員、僱員、代理和

義工就參與課後計劃而導致的任何和所有受傷、生病、死亡、損失或損壞索償。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課後計劃勤到政策 
我明白我子女會預期要完全參與課後計劃∶ 

 小學生將會預期每天參與直到下午六時，每星期總共有15小時。 

 初中生將會預期每星期最少有3天參與直到下午六時，每星期總共有9小時。 
我明白能夠滿足計劃這勤到政策的學生會優先報名，若我子女不能完全參與，我子女可能會失去此 
計劃的學位。 

我明白我子女（在 2 年級或以上）必須每天簽名報到，我子女（適用於高中生）或其家長/監護人必

須每天簽名下課。 

 
發放 / 接領學生政策 
身為家長  / 監護人，我明白課後計劃將會在放學後即時開始和將會在晚上六時結束  。課後計

劃不會發放學生自行回家，除非由家長 / 監護人或列舉在下列的其中一位人士簽名把學生 帶
走﹕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當我不能夠接回我子女的時候，我允許課後計劃職員把我的子女發放給﹕ 
 

 

姓名 / 關係 電話號碼﹕住宅 / 辦公 / 行動 
 

姓名 / 關係 電話號碼﹕住宅/ 辦公 / 行動 

 
緊記﹕請準時在所列明的計劃結束時間時接回貴子女。若在計劃結束時仍未接回貴子女， 法
律規定課後計劃職員要向保護兒童協會或執法機關匯報。 請備注﹕三次遲接回貴子女將會導

致他  / 她被撤銷計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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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評估計劃和追蹤學生進度 
在2020- 21 學年， 我允許課後計劃職員及任何委任的評估顧問審核我子女的學校資料（ 測驗分數、

成績表、勤到記錄、其他表現指標），和把我子女的數據輸入課後計劃編制的數據庫系統內，作為提

供課後計劃目標學術教學支持和評審課後計劃有效性之用。我亦允許課後計劃職員監察我子女的進度

和規定我子女要填寫評估問卷作為計劃有效性之用。我明白及同意披露資料和評估計劃並不是參加課

後計劃的必要條件，我可以通過書面通知課後計劃和屋崙聯合校區課後計劃辦事處隨時撤銷此同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發放照片/錄影帶 

在貴子女出席課後計劃期間，她 / 他可能會參與被拍照或錄影的活動；這些照片 / 錄影帶可能會被

用作推廣。 
 

我的子女  可以  不可以被課後計劃拍照 / 錄影作推廣之用。 
 

我授權屋崙聯合校區或任何得到批準的第三者在我子女參與課後計劃活動期間拍照或錄影和在屋崙聯

合校區謹慎下編輯或使用任何照片或錄影。我明白我及我的子女沒有法律權利或就錄影而引起的利益，

包括經濟利益。我亦同意解除及不會傷害屋崙聯合校區及其批準第三者就使用錄影所引起的所有索償、

索求、損害、和責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有關計劃費用的特別備注 

為服務更多學生及提供更好質素，有些課後計劃將會收取學費。收取家庭費用的課後計劃將為符合資

格獲取免費或減費校餐的學生提供相關豁免或減費。如聯邦McKinney-Vento 無家可歸援助法案 (42 

U.S.C. Sec.1143a) 所定義的無家可歸兒童、新移民（難民、政治庇護者和沒有成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士）或寄養照顧的兒童，計劃是不能向他們收費。計劃將不能拒絕取錄其家庭無法支付費用但合符資

格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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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放學聲明書（自選） 
小學及初中學生 

 小學生將會預期每天參與直到下午六時，每星期總共有15小時。 

 初中生能參與每星期最少有3天參與直到下午六時，每星期總共有9小時的會給予優先。 
 

能夠滿足這項出席要求的學生會優先被取錄。 

按照屋崙聯合校區提早放學政策，家庭能夠以下列的任何原因要求他們子女提早在課後計劃下課﹕ 

 相同計劃 

 緊急家事 

 個人家庭狀況 

 醫療約見 

 交通 

 社區安全 

 孩子意外 

 其他狀況，認為是適當的 

 
學校名稱﹕   

 

計劃名稱﹕    

 

學生姓名﹕   

 

年級﹕    
 

我要求我子女在課後計劃提早在下午  時放學。 
（請選出原因) 

 

 我擔心我子女入夜以後自行回家時的安全。 
 

 我不能在這個時間之後接回我子女。 
 

 其他﹕    

 

身為家長 / 監護人，我特此解除及免除屋崙聯合校區及其官員、僱員、代理人員及義工把我子女提早

在課後計劃放學而導致受傷、生病、死亡、損失或損壞的所有索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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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放學生政策及沒有監管情況下發放學生許可書（自選） 

只限使用於學生在年齡  12 歲及以上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年級﹕   
 

學生出生日期﹕    
 

若我遲於放學時間後到達或不能夠在課後計劃後接回我的子女﹕ 
 

 我允許課後計劃職員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從課後計劃發放我的子女。 
 

身為家長 / 監護人，我特此解除及免除屋崙聯合校區及其官員、僱員、代理人員及義工在課後計劃

結束時間後，若我遲到或未能在課後計劃結束時接回我子女，在沒有監管情況下發放我子女放學而

導致受傷、生病、死亡、損失或損壞的所有索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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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屋崙聯合校區課後計劃 

課後計劃∶                            

學校∶    

 

學生健康表格 

學生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 

2020- 21 學年的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中所用的語言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家長 / 監護人姓名（名字、姓氏）    

學生的住址    

電話號碼﹕    

家長 / 監護人行動電話  家長 / 監護人工作電話   

學生的醫生姓名 電話   

緊急事故 

如有緊急事故，請聯絡﹕ 

 

姓名﹕  與學生關係﹕    

電話號碼﹕    

健康 

若貴子女有任何這些健康情況，並需要課後計劃妥善安排，請“”適用的﹕ 

 對  嚴重過敏  學生在校有腎上腺素急救針筒 

 哮喘  學生在校有吸入器 

 糖尿病  學生有藥物在校 

 癲癇   學生有藥物在校 

 鐮刀細胞貧血  學生有藥物在校 

 囊腫性纖維化  學生有藥物在校 

 其他狀況﹕    學生有藥物在校 

可能會是重要的醫療記錄∶   

列出任何過敏徵狀∶   

在上學期間需要的藥物∶   

在課後時間需要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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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指示 
萬一有哮喘發作、血糖低、或有過敏反應，所有患有哮喘、糖尿病、和嚴重過敏的學生應該預先存

放緊急藥物給課後計劃職員，並有一份由你和你的醫生簽署的醫療管理計劃（糖尿病、嚴重過敏、

或哮喘的行動計劃）。課後計劃亦需要存放有貴子女服用的藥物，這是與你提供給平常上學的計劃

分開提供。 
 

欲知更多有關的資料，請與貴學校護士 / 健康服務聯絡。 

 

授權治療未成年兒童 
若我子女在課後計劃期需要服用藥物，我授權給課後計劃職員提供服用藥物給我子女。 
 

我特此授權課後計劃職員提供有適當緊急治療給我子女/ 監護的兒童。 
 

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正楷填寫姓名∶    
 

 

 

 

貴子女是否有視力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有否被知會貴子女有視力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子女是否應該要配戴眼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即時把本表格交回課後計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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