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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S.E. 2018  
加拿大青年领袖夏令营报名表 

 
 

烦请阁下以英文输入方式填妥、打印及签署以下报名表后，以附件及电子邮件寄至  

camp-pulse@alphaeducation.org 或传真至 1-866-248-5290。 
 
 

学生资料 

 
学生英文名字         学生英文姓氏        

(须与旅游证件相同) 
 
英文名字 (如有)         性别   男     女                                                              
 
出生国家                       出生日期 [月/日/年]       
 
电邮地址         护照号码         
          
T 恤尺码         加小         小         中        大         加大     ŧ Ũ

 

英语程度 

 
母语          学习英语年数        
 
英语程度   阅读                   对话                                              
 

                             聆听                                                 书写                                            
 
请以英文就下列问题作自我介绍。 
 

1.  ¢Ŝƭƭ ǳǎ ǿƘȅ ȅƻǳ ǿƛǎƘ ǘƻ ŀǘǘŜƴŘ tΦ¦Φ[Φ{Φ9Φ ²Ƙŀǘ Řƻ ȅƻǳ Ƴƻǎǘ ƭƻƻƪ ŦƻǊǿŀǊŘ ǘƻ ŀƴŘ ǿƘŀǘ Řƻ ȅƻǳ ƘƻǇŜ ǘƻΚ 
 
 
 
 

 нΦ 9ȄǇƭŀƛƴ ǿƘŀǘ ƳŀǘǘŜǊǎ Ƴƻǎǘ ƛƴ ȅƻǳǊ ƭƛŦŜ ƴƻǿΦ ²Ƙȅ ƛǎ ƛǘ ƛƳǇƻǊǘŀƴǘ ǘƻ ȅƻǳ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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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健康 / 病历 

本人身体状况良好及能够参予所有 P.U.L.S.Eŭ 夏令营安排之各项活动  是    否   
 

请问阁下有没有任何类型的过敏  有    没有   

如有，请详细说明                

 
请问阁下是否须要长期用药   是    否   

如有，请详细说明                

 
请问阁下是否有任何饮食习惯 (例如:素食) 是    否   

如有，请详细说明                
 

如有其他补充，请说明              
 

 

 

оΦ Lƴ нрл ǿƻǊŘǎ ƻǊ ƭŜǎǎΣ ŘŜǎŎǊƛōŜ ǿƘŀǘ ǎƻŎƛŀƭ ƧǳǎǘƛŎŜ ƳŜŀƴǎ ǘƻ ȅƻǳΦ LŦ ȅƻǳ ŀǊŜ ǳƴǎǳǊŜΣ ŘŜǎŎǊƛōŜ ǿƘŀǘ ȅƻǳ ǿŀƴǘ ǘƻ ƭŜŀǊƴ
ƳƻǊŜ ŀōƻǳǘ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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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多伦多联络人 (如有) 

*若本夏令营未能跟第一及二紧急联络人联络上，此人将是第三紧急联络人。 
 
姓名            与参加者关系       
 
住宅电话           手提电话                                       

 

 
办公室电话 (如有)          电邮地址           
 
 
本人在此声明，以上提供之数据均为真实，如有虚报，责任自负。  
 
学生姓名         签署        日期         
  
家长/监护人姓名        签署        日期        

    
 
 
 
 
  

家长 / 合法监护人 (一) 数据 (第一紧急联络人) 

 

姓名         şşşş şşşşşşşşşşş      

   
出生日期 [月/日/年]          与参加者关系       
 
住宅电话           手提电话                                       
 
办公室电话 (如有)          电邮地址          

        
住址                   
 
市/省          国家        邮区编号         
 

家长 / 合法监护人 (二) 数据 (第二紧急联络人) 

 

姓名           ş      

   
出生日期 [月/日/年]          与参加者关系       
 
住宅电话           手提电话                                       
 
办公室电话 (如有)          电邮地址           
 
住址 (如跟以上住址不同)                
 

市/省          国家        邮区编号         



P.U.L.S.EΦ 201у | www.camp-pulse.com  4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书 

 

参加者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地址             市/省         

 

国家        邮区编号       联络号码         

     
1. 媒体发布授权书 

本人同意及授权多伦多史维会在夏令营期间为参加者拍照或录像团员心得及体验，多伦多史维会亦可将其照

片及录像刊登在任何宣传刊物和上载所属网站作分享交流。 ____    (请在此加签) 
 
2. 家长/监护人授权及同意书 

本人同意，子女/孩子      参加由多伦多史维会主办之 P.U.L.S.EΦ 加拿大青年领袖

夏令营,活动日期为 201у 年 7 月 нф 日至 8 月 мн 日。本人已详细阅读及同意多伦多史维会在网址 
http://www.camp-pulse.com/#!payment/vcssy内所定明的付款及退款须知。若本人未能于 201у 年 р 月 3м 日

或之前缴交全额团费，多伦多史维会有权取消本人子女/孩子的参加资格。             (请在此加签) 

本人授权多伦多史维会安排本人子女/孩子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及渥太华作实地考察。本人同意，

在本人子女/孩子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授权相关工作人员代为寻求医疗照顾，其费用由本人负责支付。本

人亦会为参加子女/孩子购买旅游及医疗保险并在出发前提供保险确认书副本作证明。 
                              (请在此加签) 

3. 免责、免索偿及风险承担同意书 
 

本人同意免除多伦多史维会，及其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在夏令营列明的任何室内及户外活动项目中、在活

动场地使用的设备或乘坐交通工具途中可能发生之意外受伤、终身伤残或死亡有关的一切损害赔偿责任。

本人知道，本人的子女/孩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人也同意负责为本人子女/孩子的行 
所引致的任何费用或损坏承担，不会追究多伦多史维会及其他任何工作人员。               (请在此加签) 
 
 
经本人签署及确认此免责及风险承担同意书，本人承诺本人的家庭成员、繼承人、执行人或其他委托人均

不能向就本人子女/孩子在夏令营期间受伤或死亡事故向多伦多史维会提出任何诉讼或索偿。本人亦同意此

免责及风险承担同意书是按照加拿大安大略省相关法律作解释并按其相关法列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执行。 
     (请在此加签) 

 
 
本人在此声明，本人为以上参加者之合法监护人，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的资料、详细阅读所有活动内容及

了解参加此活动的存在风险及同意以上的条款和执行上的细节。 
 
家长/监护人姓名        签署        日期        

    

http://www.camp-pulse.com/%23!payment/vc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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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请选择以下其中一项： 
    

 1. 于 201у 年 о 月 ом 日或之前预早报名: $3,700 加币 
 *报名费及团费必须于 201у 年 о 月ом 日或之前付款 
         

 2. 于 201у 年 п 月 1 日或之后报名: $3,900 加币 
 * 报名费及团费必须于 201у 年 р 月ом 日或之前付款 
 

 3. 团体报名 (两名参加者或以上): $3,700 加币 (请填上所有参加者姓名) 
 

                    
  
                    
                

 *报名费及团费必须于 201у 年 р 月 3м 日或之前付款。每位参加者必须将填妥的报名表格于 201у 年 
    р 月 3м 日或之前电邮至多伦多史维会。 
      

 4. 加拿大居民报名  
  

付款方法 

阁下是否已于网上支付$200 加币报名费?    是    否   
 

如否，请到此网址 http://www.camp-pulse.com/#!payment/vcssy支付。报名费必须在递交报名表后支付。 
 

支付团费，阁下可选择以下其中一项付款方式 (截止日期：201у 年 р 月 3м 日κ Źşнлму şо şом) 
 

 网上过账      http://www.camp-pulse.com/#!payment/vcssy 
 
 汇票           收款人   ALPHA Education 
     邮件地址   P.U.L.S.EΦ, ALPHA Education 
                                  85 Scarsdale Road, Suite 305 
                                  Toronto, Ontario M3B 2R2 
 

 电汇                             户口名称 ALPHA Education 
     户口账号           мллфмнр
     Swift 代码          wh¸//!¢н
              Bank No. / 银行号码 0ло 
           Transit No. / 转账号码         ллсмл
       银行地址        wh¸![ .!bY hC /!b!5!
                                               улм ¸hwY aL[[{ wh!5
                                               bhw¢I ¸hwY
                                               hb /!b!5! aо. м·т 

http://www.camp-pulse.com/%23!payment/vcssy
http://www.camp-pulse.com/%23!payment/vc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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