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outhlandsinternationalcamps.com 



Notes: Two trips per week (Wednesday & Tuesday/Thursday). STEAM classes on Monday and Friday, minimum 20 students, begins 

week 3. *STEAM classes offered Monday and Friday, MUST preregister for classes, $10 per class. 



第一步
閱讀資料夾中

的所有資訊 

本資料夾中的文件包括了此暑期營會的重要細

節，諸如營會規定，課程規劃，以及校外教學等

等。因此，請務必詳讀。 

第二步
填寫註冊表格 

填寫整份註冊表格。所有提供的資訊僅用在緊急

事件或必須通知家長/合法監護人的情況下使

用，並不對外公開。 

第四步
支付註冊費用

以及訂金 

美金100元的註冊費是無法退款的，並且包含了

一件營會專用T恤, 辦公室文檔記錄以及意外保

險。 

學員計劃參加的營會周期需提前支付美金25元一

周的訂金以確保其名額。(請注意：每周名額有

限，額滿快速，以致無法讓所有欲參加學童都能

參加). 

上午半日課程 

周一 周五

上午的課程規劃提供加強學術的課程，讓漫長的暑假閒置的

時光變成充滿活力並且刺激腦力發展的時光。 

 

為期九周的教學包含了數學，閱讀，寫作，科學，歷史，聖

經等方面。 

 

上午的學術課程一週有四天（週一，週二，週四，週五），

從上午 8:30到上午11:30。此課程安排與全天的流程相配合，

以提供全方位的全日與全周計畫。   

 

英語學習班(English Learning Language) 是提供給母語非英語

或英語程度有限的學員以加強其會話、閱讀與寫作能力。 

 

上午半日課程的學費每周為美金220元並且包含了所有文具用

品，書籍與課前照顧（上午7:00到上午8:30)。註冊費用則包

含了文檔記錄，基本的學生意外險，應急準備用品，一件營

會T恤。  

 

請注意註冊費用是不能退款的。

全日課程 

周一 周五
全日課程班包含了上午的學術課程及所有在校內與校外的活

動,且價格更為划算。 

 

全日課程班的學費為一到五年級每周美金350元，六到十年級

每周美金375元。學費包含了所有文具用品，書籍，校外教學

交通費用，遊園入場費，活動費用，及課前課後照顧 (上午

8:00到下午5:30)。   

 

校外教學活動將安排在上午課程結束後（週一，週二，週

四，週五）及週三全天。所有校外的活動都有輔導員們的细

心監督（一位輔導員將帶領8-10位學員）。 

 

每日學校餐廳將提供午餐 (週三除外)，除非另有指定，每餐

費用為美金5.5元（一到四年級學生）與美金6.5元（五到十年

級學生）。所有午餐費用都需以現金或支票支付。每週四，

我們鼓勵所有學員參與我們特別的“主題午餐”。 

 

在有水上活動的日子，諸如打水仗，海灘遊，水上樂園，學

員必須在外衣裡面穿著泳衣並且攜帶一條毛巾。夾腳拖鞋只

有在這幾天是被允許穿到學校的。  除此以外，學童上學必須

穿著包腳趾的鞋來上學，並且注意務必在滑冰日跟保齡球日

要穿上襪子。  

 

2019 全新項目：S.T.E.A.M 課程！除了我們的常規全日項目

以外，我們為三年級或以上的學生新增了S.T.E.A.M 課程。這

些課程從七月一號 (7/1) 開始，每周一和周五上課。每堂課額

外收取$10美金的材料費。學生能從學習科學，科技，工程，

美術和數學這些科目中培養動手能力和知識運用的能力。 

第五步
就是這樣！ 

當所有的文件都完成並繳交手續且支付所需費用

後，您的孩子就正式的完成註冊了！  

每周的學費以及中餐可以在每週一的上午繳交。

營會的T恤將會在學童的第一天上課日發放。   

我們期待與您的孩子在夏天有個美好的回憶！ 

第三步
提供必要文件 

學校方面需要每位學員提供護照以及疫苗 

施打證明的影本。(請參閱以下文檔） 

● ● ●

● ●

根據加州政府法律規定，未施打以上疫苗并且沒

有官方疫苗施打證明文件的學員不得參加暑期夏

令營。 

夏令營費用 

註冊費 ............................................................... ……….  

學費 (半日學科課程) ..........................................   

學費 (全日夏令營) 

一⾄五年級  

六⾄十年級 …….…………………………………………………....  

單日學費 一、二、四、五  

單日學費 三 校外教學  

如何報名
參加

夏令營



注册
註冊費是無法退費的,此費用包含了一件營會T恤, 文檔記錄及基本的學生意外保

險(此保險意在補充必須加保的旅遊保險)。 

 

$25訂金是無法退款的並且無法轉移到別週。此訂金可以確保您孩子在注冊的每

週都確定有名額。若無支付訂金, 校方並不保障學童的名額。 

費用 (上午半日課程)
每週$220學費需在周一上午繳交。若周一下午6:00學校結束以前未收到學費, 將

會有遲繳費用$10。 
 

已繳費用不能退款或抵免，抱歉!   
 

接孩童下課時間為11:45 am 以前, 若超過時間, 將按每15分鐘收取$8遲到接送費

用。 
 

若孩子必須參加下午的活動, 當日的活動費用將在接孩子放學時收取。 

費用 (全天課程)
每週$350美金學費 (1-5年級)，$375美金學費 (6-10年級) 需在週一上午繳交。若

當週學費未繳交, 學員將無法參加課程與活動。若周一下午6:00學校結束以前未

收到學費, 將會有遲繳費用$10。 

 

已繳費用不能退款或抵免，抱歉!   

請注意,若去Disneyland, California Adventure或者, Universal Studios, 會有額外費用

$30美金產生。 

接孩童下課時間為下午6:00 pm 以前, 若超過時間, 將有遲到接送費用$8美金, 並且

在當下繳交。 

 

存款不足的支票
因任何原因造成存款不足而退回的支票將被銀行扣除手續費。若發生此情況, 我

們將接受現金付款。

學生旅遊保險
美國索斯蘭中學並不提供健康保險給國外學員, 為了避免任何緊急狀況或事故, 我

們要求國際學生必須在營會期間擁有旅遊保險。

午餐 & 點心
所有學員都必須在校内或校外教學時享用午餐,除非有外出活動時要求學生自帶

午餐 。午餐費用必須與學費一同繳交。 

 

在學校餐廳享用溫熱的午餐，價格為每餐美金5.50元（一至四年級）及6.50元

（五至十年級）。校外教學日也有提供午餐。 

 

學校合作社也提供多樣化的零食及飲品供學員在上午與下午的休息時間購買。 

 

營會 T恤
每位學員將會拿到一件營會的 T恤，此T恤是註冊的一部分。此營會T恤必須在每

週三全天校外教學的日子穿著到校。  若在校外教學的日子沒有穿著營會T恤，

學員將無法參加當天校外活動。很抱歉，將不會有例外! 

 

暑期夏令營方針 

額外的T恤每件可以以美金10元購買。任何在週三到達學校未穿著營會T恤的學員

將會發予一件全新T恤並收取美金10元，此金額也可以在放學時支付。 

 

校外教學 & 金錢花費
在去遊樂園的那幾天，我們有權排除沒有參加意願或不想乘坐遊樂設施的學員。 

 

營會的工作人員並不承擔在校或校外教學金錢遺失的責任。輔導員們將會為一至

五年級的學員攜帶保管所需花費。 

個人物品
學員帶去夏令營的任何個人物品都需自行負責管理，營會並不對任何遺失或損壞

的物品負擔責任。 

 

沒有營會的允許，請勿攜帶任何電子玩具，遊戲，手機，Ipads，Ipods等等。 六年

級到十年級的學員建議可以使用學校的置物櫃，然而，每櫃將有美金5元的鎖匙押

金而此押金將在營會結業時退回給學員。 

 

校外教學時是不允許攜帶背包或是其他手提包，然而，腰包是可以攜帶的。 

 

我們鼓勵學員從家中攜帶水瓶到校。營會將不負擔任何背包或手提包的遺失責

任。 

服裝儀容
乾淨，整潔，端莊與合宜 － 學員的穿著打扮需要以適合當日將參與的活動為考

量。在需要穿著泳衣的活動中，女生必須穿著一件式的泳裝或穿一件T恤在兩件式

泳裝的外面。不允許穿著半截式上衣，細肩帶，低胸上衣。腹部在任何時間都需

要被覆蓋住。   

 

夾腳拖鞋或露趾鞋都不允許穿入營會，只在有水上活動的課程日才可以穿著。

（譬如打水仗，海灘遊，與水上樂園）。若學員沒有遵守規定而穿著不適宜的鞋

子到校，將不被允許參加營會活動。 

 

紀律說明
我們希望盡可能的保證讓您的孩子擁有美好時光的同時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 我

們期望所有學員在任何時間都尊重營會輔導人員及工作人員的權柄。 

 

對於私有財產及他人權益上，有著順服，誠實，禮貌的言行及尊重的態度是不可

或缺的。若有學員的行為舉止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們將採取必要的懲戒措施。  

 

若有持續發生的事件或是極端的舉止表現（如：打架，咒罵，或偷竊）學員當天

將會被要求離校甚至有被退出營會的可能。



索斯蘭國際夏令營注冊表 

       請勾選：                                         請勾選：  

       □   新學員                                  □  上午半日課程 (美金$220/ 每位學員)  

       □   非第一次參加的學員                      □  一至五年級全日課程 (美金$350/ 每位學員)        

       □   ESL 學生                                □  六至十年級全日課程 (美金$375/ 每位學員)                                          

年級（今年秋季開始） 

__________      

學員姓名: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用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姓名: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姓名: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無法聯繫到父母親的情況下，所需的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必須可以用英文溝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可接學員放學的人員 (聯絡人必須可以用英文溝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 

健康記錄 

若您的孩子擁有或是可能擁有以下症狀，煩請勾選：  

□ 心臟問題    □       □ 氣喘    □ 癲癇   □ 過敏    □ 其他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孩子對以下藥物會產生過敏反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施打破傷風疫苗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活動上有甚麼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是否允許美國索斯蘭中學在必要的情況下給予您的孩子服用Tylenol止痛退熱藥？   □ Yes   □ No 

未成年學童醫療處理授權 

 我（們）, 簽署上述未成年孩子的父母，對此未成年孩子參與暑期夏令營的任何活動，現在特此授權委託於核桃市的美國索斯蘭中學，其成年代理人

與員工，在醫療實踐法條款下的有照醫師/外科醫師一般或特殊監督與意見下，同意其未成年孩子接受任何X-射線檢查，麻醉，內科或外科的診斷與

治療及醫院護理。 

 

我（們）,瞭解本授權是在任何特殊診斷，治療，或住院之前所簽署。主要是給予美國索斯蘭中學中的成年代理人與僱員，可以在上述醫生診斷與建

議中，給予同意任何診斷，治療與住院的權限與能力。 並且可以理解美國索斯蘭中學將會盡一切所能來保護和照顧此未成年孩子但並不為其受傷擔

負責任。 

 

   此授權在美國索斯蘭中學暑期夏令營的期間保持有效。  

  父親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法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翻到背面繼續完成註冊單。  



校外教學許可與豁免同意書 

所有家長與監護人都應被告知關於教育法規第35330條中說明：任何人或其家長參與了學校/營會相關的校外活動，若因故有受傷，意外，疾病甚至

死亡，學校將有被索賠的豁免權。 

 

請注意校外教學將因故而做改變。 

 

我，以下簽署人，允許我的孩子參加所有美國索斯蘭中學的校外教學，並且我理解在教育法規第35330條中所明確說明的責任歸屬。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字: 日期: 

暑期夏令營概要 

我，以下簽署人，已檢閱了暑期夏令營的方針，未成年醫療授權，與校外教學許可與豁免同意書，並瞭解本暑期夏令營會的程序及

願意我的孩子參加上述的暑期營會。 

學童姓名: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字: 日期: 

美國索斯蘭中學經營並且錄取任何種族，膚色，國籍，及民族的學生並且給予學員和在校生一樣的所有權利，權限與計畫。 在其教育政策，招生政

策，學費資助計畫，運動及其他學校的管理方案上，並沒有因種族，膚色，國籍或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視。 

                       請勾選您孩子將參加的禮拜： 

   □  : 6/17-6/21 

   □  : 6/24-6/28 

   □  : 7/01-7/05 

   □  : 7/08-7/12* 

   □  :7/15-7/19 

   □  : 7/22-7/26* 

   □  第七周: 7/29-8/02  

   □  第八周: 8/05-8/09 

 
 

*周三校外教學額外收費$30。 

上衣尺寸

□  小碼 (6-8) 

□  中碼 (10-12) 

□  大碼 (14-16) 

□  小碼 (S) 

□   中碼 (M) 

□ 成人 大碼   (L) 

（辦公室人員專用） 

（每件）額外的T恤） Registration $100.00 (註冊費）

抱歉-恕不退費 

Registration 註冊費）  

  

$ _____________________ 

Deposit Deposit（訂金） 

  

$25 x _____ weeks (週 ) = $ _____ 

Total Amount Paid （支付總額） 

  

$ _____________________ 

Cash / Check / Credit Card 

（現金/支票/信用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