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聯合學區

暑期藝術學院
三週的…..

藝術..舞蹈..音樂..戲劇..!
2019 年 6 月 10- 28 日
上午 8:00 a.m. – 下午 3:00 p.m.
托兒服務 - 7:30 a.m.– 8:00 a.m. &
3:00-4:00 p.m.

2019 年 8 月進入 1-8

年級的學生

藝術

- Van Gogh! Matisse! Monet! 貴子弟可能是下一

個！ 學生將在本課程中通過各種媒體來探索和發展他
們的個人藝術技能, 包括繪圖和繪畫.

戲劇 - 貴子弟的個性將通過戲劇發光！ 學生將找到他們的
內心演員, 運用他們的想像力並協同合作地通過短劇和場景
講故事.

舞蹈 - 誰有節奏並按著節拍走路？ 舞蹈課將激發學生培養
敏銳的動覺意識以及用活潑, 創意的舞蹈套路做強大的運動
溝通技巧.

聲樂 - 貴子弟喜歡在車內或空閒時唱歌嗎？ 學生將探索他
們的聲樂天賦, 並為合奏唱歌發展自然的歌聲.

$400.00 課程費用$10.00

報名費($410.00)

以及更多!

每個兄弟姐妹有 50.00 美元的折扣

如果您有問題或需要更多的資訊, 請致電
(626) 854-8348.

包括午餐, T 恤和所有用品!

如何報名:
親自到羅蘭聯合學區教育服務部門辦公室
1830 Nogales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 8:00 a.m.- 下午 4:00 p.m.

傳真: 626-854-8521
電子郵件:
summerarts@rowlandschools.org

一般資訊
出勤
由於夏季藝術充實營只有3週的時間, 學生們將在充實營結束時準備他們的表演, 所以出勤率很重要. 請確保貴子弟準時
到達並留在他們的課程.
托兒服務: 在營地日課前和課後提供可選擇的托兒服務. 如果貴子弟將參加其中的一個課程, 請圈選此框. 預先通知讓我
們相應地能做人員的安排.
上午的托兒服務 : 在上午7:30到7:50之間將孩子送來的父母, 將需要停車並帶他們的學生到多功能教室, 在此他們
將做簽 到.
下午的托兒服務: 在充實營上課日結束後留下來的學生將不會前往解散區域, 而會在您到達之前留在多功能廳. 課
後托 兒服務的接走時間從下午3:15開始. 請停車並步行到多功能教室來接走貴子弟. 接走學生的人必須提

供駕

駛執照或身份證並且此人必須列為夏季藝術營申請表格上的緊急聯繫人.
服裝/鞋子: 參加活動的孩童應穿著合適的衣服, 以便進行遊戲, 舞蹈, 藝術和地板活動. 為了他們在活動期間的安全, 所
有學生必須隨時穿著包住腳趾的鞋子.
紀律: 學生將獲得積極的行為氛圍和獎勵制度的好處. 中斷其他學生學習的學生, 將會與老師談話並可能會有一張品
德便條寄回家. 反復出現破壞性行為或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安全問題的學生將被要求退出該課程.
下課: 下午3:00回家的學生將被帶到前面的車道, 在那裏他們可以被接走. 未在下午3:10之前接走的學生將被帶回至托兒
計劃. 在那個時間之後, 家長需要停車並步行到多功能教室來接走他們的孩子. 如果家長在下午3:10之後到達, 他們將需
要提供駕駛執照或身份證, 並且此人必須列為夏季藝術營申請表格上的緊急聯繫人.
提早下課: 提早被接走的學生必須通過多功能教室簽出. 接走學生的人必須提供駕駛執照或身份證, 並且此人必須列為
夏季藝術營申請表格上的緊急聯繫人.
失物招領: 請務必在孩子的午餐盒, 夾克或衣物上貼上標籤. 每年我們都有許多無人認領的物品, 我們將捐贈給當地的慈
善機構.
午休: 每天均有午休. 學生可以選擇吃學校的午餐或從家裏帶午餐來吃. 很抱歉在夏季午餐計劃期間, 我們無法配
合所有的飲食需求. 微波爐和冰箱無法提供給學生使用. 請在準備貴子弟午餐時做出相應的計劃.
藥物: 當學生需要每日服藥 (包括服用的藥物, 當前劑量以及監督醫生的姓名), 家長必須通知學校工作人員. (EC 49480)
服用處方藥和/或非處方藥 學區認識到某些學生可能需要在上學期間服用處方藥和/或非處方藥. 學校護士或其他指定的
學校工作人員可以幫助這 些學生服藥. 一份由醫師簽署好的藥物推薦表必須由貴子弟的醫生或授權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填寫. 提供給學校工作人員的處方藥必 須放在處方藥瓶中, 並包括給予的時間和劑量. 非處方藥必須清楚標明孩子的名
字, 並以原始包裝或瓶子提交給學校員 工. 在任何情況下, 學生都不得攜帶任何類型的藥物. 這包括但不限於止咳藥片,
喉嚨痛糖錠, 感冒藥, Tylenol或止痛藥, 過敏藥物, 等.
表演: 畫廊和表演之夜將於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舉行. 我們期待所有學生都能參加以展示他們的才華. 如果貴子弟時
間有衝突且無法參加, 請通知暑期藝術充實營的協調員Brooke Reynolds.
課間休息: 學生將在上午和下午有一個課間休息. 請隨意給貴子弟帶些點心.

羅蘭聯合學區暑期藝術學院
- 註冊表格
學生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男 (M) □ 女 (F)

生日 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 目前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月時的年級 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__________
母親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 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_ 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 __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親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繫人/接走的授權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ck Up- 我的孩子將:

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下課後被接走

□ 走路回家 □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llergies-學生對食物, 蜜蜂或其它有任何的過敏嗎? □ 是 □ 否 如是的話, 請具體說明 ________________
Health Problems 學生在學校期間是否有任何可能需要特別注意的健康問題? □ 是 □ 否
如是的話,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dication: 貴子弟持續服用藥物嗎? □ 是 □ 否 如是的話, 請具體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在學校服用藥物的學生, 家長需要填寫RUSD藥物表格.
Photo Release- 照片的釋出:
□ 是 □ 否 - 我允許學區拍攝參與該課程時的孩子照片, 視頻或音
頻. 我理解這些項目可用於學區所準備的新聞稿, 幻燈片簡介, 小冊子, 出版物, 廣播或互聯網.
Parent Responsibility - -家長的責任: 家長必須在課程結束時及時到達以便接走貴子弟, 因為教師不能被
要求在上課時間之後留下來, 或在規定上課時間之後負責孩子的安全.
Authorization for Medical Treatment - 緊急醫療治療的授權: 如果發生緊急情況的生病或受傷,我茲此同
意任何被認為是必要的,在主治醫生,外科醫生或牙醫的最好判斷下所做的檢查,X光片,麻醉,內科,外科,牙
科治療,或住院治療,因為他或她認為現正存在的緊急情況,需要緩解疼痛和/或維護我孩子的生命和/或健
康以及舒適. 任何與此相關聯所產生的費用且簽字人的保險不理賠時,應該由簽字人負擔.
Accident Waiver and Release of Liability - 事故棄權書和責任豁免: 我自願同意參加或讓我的孩子參加此
課程, 包括特別活動, 短途旅行和表演會. 我意識到所有的預防措施都是為了消除任何傷害或危險. 如
果我或我的孩子受傷, 我茲此放棄, 豁免並免除對羅蘭聯合學區夏季藝術充實營的工作人員, 因與上述
活動相關的任何損害或索賠的責任.

我已閱讀上述通知並同意遵守這些條款, 自願註冊, 並特此准許我的孩子參加上述圈選的活動.
Volunteer - 家長志工: 我們正在尋找願意為日常課堂活動, 準備和表演道具幫忙的志工.
□ 是的, 我想來當志工. 請打電話給我 (電話 #)
家長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暑期藝術學院申請書
接受通過郵件, 電子郵件, 傳真或親自到下列地點的註冊申請:

羅蘭聯合學區教育服務辦公室
1830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地址:
上班時間:
8:00am-4:00pm, 星期一 - 星期五
傳真: 626-854-8521

或

電子郵件: summerarts@rowlandschools.org

孩子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選擇的計劃 (圈選所有適用的)
托兒服務

□ 上午孩童托兒服務

(上午7:30-8:00am)

包括在內

□ 下午孩童托兒服務(下午3:00-4:00pm)

包括在內

由於一天上課結束時的過渡, 您可從下午3:15開始接走報名下午托兒服務的孩子們

午餐

□ 免費學校午餐計劃

包括在內

適用於所有學生, 無論收入水平如何.
(暑假期間不提供特殊飲食的要求/需求）

T-恤衫尺寸 :

□ 青少年小號 (YS) □ 青少年中號 (YM) □ 青少年大號 (YL)
□ 成人小號 (AS) □ 成人中號 (AM) □ 成人大號 (AL)
□ 成人特大號 (AXL)

總金額: 暑期藝術學院 ($400.00) + 報名費 ($10.00)

$410.00

付款方式

□ 現金

□ 支票 #________ 收據 #________________

□Visa/MasterCard/AmEx

帳號# _____ - _____ - _____ - ______ CVC# ______________
信用卡上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______/______
授權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支付給：羅蘭聯合學區（RUSD）. 每名孩童需支付10.00美元（不可退還）的申請費. 所有退回的支
票將收取25.00美元的服務費.
退款政策：請仔細計劃, 因為不可退款, 除非該課程被羅蘭聯合學區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