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郊 YMCA                              会员年度募捐活动 

捐献: 我愿意通过银行汇票捐款以帮助我们社区里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 $10____$5____$4___ $2____ $_____ 

会员申请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间名. ___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选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理性别:_____  首选性别称呼: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 邮政编码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佣者/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有其他西郊 YMCA 会员介绍来的吗?   姓名:________________ ID: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员信息  

姓名 (如姓氏不同，请列出姓氏) 首选性别 出生日期 亲属关系 雇主/职业  

     

     

     

     

     

会员类别:           _____ 少年 (年龄 0 – 17; $20/月)  _____ 青年 (年龄 18 – 25; $40/月) 

       _____ 青年就职人员 (年龄 26 – 35; $52/月) _____ 成年人 (年龄 36 – 64; $63/月)    

       _____ 老年人 (年龄 65 – 79; $61/月)      _____ 非常老年人 (年龄 80+; $57/月) 

         _____ 夫妇 (仅有两名成年人; $99/月)  _____ 老年夫妇 (两名成年人, 65+ only; $96/月) 

                           _____ 单亲成人家庭 (包含小孩 ≤25; $92/月) _____ 家庭 (2 名成年人; 包含小孩 ≤25; $112/月)  

如遇紧急情况，请通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 

您从何种途径了解到西郊 YMCA的?  
 

  

会员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必须签署如会员年龄小于 18岁) 

由工作人员填写，请翻页继续阅读 
 

西郊基督教青年会免除及豁免责任和赔偿协议  
考虑到签字人可以以任何目的允许并使用 YMCA 提供的设施，服务以及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观察或使用设施或设备，或参与任何 YMCA 有关项目，无论地点，以下签字人本人和任

何个人代表、继承人和近亲在此承认、同意并声明，他或她已经，或在进入或参与后，将立即检查并仔细考虑此类场所和设施或附属项目。进一步保证，进入西郊 YMCA 后观察

West Suburban YMCA Release and Waiver of Liability and Indemnity Agreement  

 

276 教堂路 ● 牛顿, MA 02458 ● (P) 617-244-6050 

(F) 617-964-8472 ● www.westsuburbanymca.org 

 

电邮/网络___ 明信片___ 商会___   无加入费用___ 

家人/朋友___ 报纸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应交总额$_________支付方式:  银行卡    现金    支票 (#____) 会员类别_______ 会员 ID____________________ ID 类型__________ 

 信任和验证 Y or N         Fit Connect Y or N       Raptor Y or N                                                                            注册人_________日期: _______ 

公司所属: ____________________                                                                                                           验证人_________ 日期: _______ 

 



西郊 YMCA 免除和豁免责任和赔偿协议 

考虑到签字人可以以任何目的使用 YMCA 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观察或使用设施或设备，或参与任何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的项目， 无论地点，以下签字人本人和任何个人代表、

继承人和近亲在此承认、同意并声明，他或她已经，或在进入或参与后，将立即检查并仔细考虑此类场所和设施或附属项目。进一步保证，进入基督教青年会观察或参与此类附

属计划，构成了承认此类场所和所有设施的参与性。并已对其上的设备和此类附属项目进行了检查和仔细考虑，签字人认为并接受这些设备是安全且合理的。适用于此类观察、
使用或进一步考虑允许出于任何目的进入 YMCA，包括但不限于观察或设施或设备，或参与与 YMCA 的任何计划，无论地点如何，以下签字人在此同意以下内容： 

1.签署人在此免除、放弃、解除和承诺不起诉 YMCA 及其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和代理人（以下简称“被免除人”）对签署人、其个人代表、受让人、继承人和近亲的任何损失

或损害以及任何索赔或要求承担任何关于签署人受伤或死亡的责任。无论损失是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人员或财产伤害或导致签署人死亡，无论是由于签署人在该房屋或其

任何设施或设备内，或参与与 YMCA 有关的任何计划。  

2. 以下签字人同意赔偿并保护被授权人及其每一个人不受由于以下签字人在 YMCA 的场所、地点或附近，或以任何方式观察或使用 YMCA 的任何设施或设备，或参与任何 YMCA 附

属项目而可能招致的任何损失、责任、损害或费用的损害, 无论是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 

3. 以下签字人在此承担因疏忽或其他原因在 YMCA、其附近或其处所和/或使用该处所或其上的任何设施或设备或参与 YMCA 附属的任何计划而造成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失的

全部责任和风险。 

以下签字人进一步明确同意，放弃豁免、弃权和赔偿协议的范围和包容性应与马萨诸塞州法律允许的范围相同，并且如果其中任何部分被视为无效，则双方同意尽管如此，这一

部分应继续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签署人已阅读并自愿签署免除和放弃责任和赔偿协议，并进一步同意，除上述书面协议外，未作出任何口头陈述、声明或引诱。 

月制会员政策: 请核对 

 30天退款保证：如果您在加入后的前30天内对您的会员体验不满意，我们将退还您在注册时按比例支付的金额。取消的原因必须在成员资格的前30天内

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成员资格主管，并且必须在取消生效之前进行亲自或电话交谈。 

 我同意我的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将作为我的会员付款收据。每月汇票将在我的注册日期后的第15日开始。必须支付按比例分配的金额才能开始成为会

员。 

 本人明白YMCA可自行决定，调整适用于本人所属类别的月费；本人明白，本人将于任何更改前至少30天，以本人提供给YMCA的最新地址，收到书面通

知。 

我理解并同意，我有责任更新我在西郊YMCA的最新地址。 

如果我的银行/信用卡公司，出于任何原因，不能兑现每月会员汇票，我理解我仍然对这笔付款加上20美元的服务费负责。除此之外，我的银行或信用卡

公司可能会收取任何服务费。 

我了解，连续两个或多个月未付会费可能导致会员资格终止。 

我理解并同意，我有责任向我的银行/信用卡账户发送任何变更的书面通知。 

冻结我的账户需要提前7天的书面通知。会员资格可冻结至少一个月，每日历年至多三个月。每月第15日恢复支付汇票。 

 本人同意，西郊YMCA可使用本人的照片和视频，不论是否有本人的姓名，以及出于任何合法目的，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插图、安全、广告和网络内容等

目的。 

本人明白，申请成为西郊YMCA的会员将使本人接受性犯罪审查，并可能拒绝或撤销会员特权。 

我理解会员资格是不可退还和不可转让的。 

我理解，我的会员资格是永久性的，我的会员资格将一直有效，直到我执行上一页所述的终止所需的程序。  

 

条款和条件 

 

取消政策：请签姓名首字母 

我理解本协议不会自动取消。我明白，我必须在下一个自动汇票日期前至少15天发出书面终止通知，以防止进一步计费。____（此处为会员/监护人姓名首字母）  

消费者取消权  

您可以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或在您收到本合同规定地址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经认证或注册的美国邮件，亲自或邮寄取消本合同的书面通知，无需承担任何处罚或进一步的义务。 ____ （会员/监护人姓名

首字母） 

本人已阅读并理解上述终止要求和会员行为准则。____（会员/监护人姓名首字母） 

本人已阅读并遵守免责声明、赔偿协议和会员政策。____（会员/监护人姓名首字母） 

（如果按比例分配的金额得到了信托和核实的补贴）我理解，我必须在今天日期的两周内提交一份完整的财政援助申请，否则我的月利率将恢复为未补贴金额。____ （会员/监护人首字母） 

 
西郊 YMCA 

会员行为准则 

西郊 YMCA 致力于为所有成员和客人提供一个安全和友好的环境。为了促进所有人的安全和舒适，我们要求每个人在我们的设施和/或参与我们的计划时，始终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们期望使用 YMCA 的人以成熟和负责的方式行事，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我们的行为准则不允许任何可能伤害或恐吓他人或低于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 

我们鼓励会员和客人礼貌地告知任何行为威胁其安全或舒适的人。如果问题不能及时解决，YMCA 的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提供帮助。所有报告的事件将由 YMCA 管理层审查。当违反

行为守则时，YMCA 会管理层将决定暂停或终止 YMCA 会会员特权。西郊 YMCA 可暂停或终止会员特权，或采取西郊 YMCA 认为适当的其他纪律处分，条件如下：

• 着装不当，包括衬衫或配饰上的冒犯性措辞 

• 愤怒或粗俗的语言，包括咒骂、叫唤或叫喊。 

• 以愤怒或威胁的方式与他人进行身体接触 

• 性接触或性行为的任何证明 

• 语言、手势、肢体语言或任何其他威胁行为的骚扰或恐吓 

• 导致财产毁坏的盗窃或行为 

• 行为不当、威胁或攻击性行为 

• 在基督教青年会内部或外部闲逛 

• 违反安全和安保程序 

• 在 YMCA 酒店吸烟或吸烟 

• 关于暴力事件和/或行为的怪异或冒犯性评论 

• 散布恶意谣言 

• 在基督教青年会或基督教青年会赞助的项目中使用或持有非法化学品

或酒精 

• 携带或隐藏任何可用作武器的武器或装置/物体 

• 故意与员工、志愿者、参与者或成员产生冲突 



• 员工/成员不会向个人赠送礼物（即使是小礼物）、保守秘密或表现出

偏袒。 

• 提交关于会员申请的虚假信息 

• 未经授权使用会员卡或账户 

• 在西郊基督教青年会要求时未能陪同客人



• 表现出不令人满意的行为、举止或外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性骚扰）做出不符合 YMCA 会及其成员最佳利益的行为。 

• 未能及时支付应付给西郊 YMCA 的会费、费用、收费或任何其他款项。 

• 以不合理或滥用的方式对待西郊 YMCA 的人员或雇员 （包括但不限于性骚扰） 

• 从事不适当或可能危及西郊 YMCA 及其成员或雇员的福利、安全、和谐或声誉的行为。 

• 因种族、肤色、年龄、信仰、性别、性偏好、国籍或残疾而歧视或骚扰员工、志愿者、参与者或成员 

• 会员不得通过个人联系方式联系 YMCA 工作人员进行与 YMCA 无关的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短信、手机/普通电话、社交网络页面或其他交流工具。 

• 被定罪和/或登记的性犯罪者不得进入西郊 YMCA，也不得在 YMCA 项目和活动附近游荡。 

• YMCA 的任何成员，其成员特权因任何原因而终止，只有经西郊 YMCA 自行决定批准，才有资格成为其成员或获准使用 YMCA 的设施。YMCA 的任何会员，如因提交虚假申请资

料而被取消会员资格，则无资格再获接纳为会员。 

• 西郊 YMCA 可因上述原因随时限制、暂停或终止任何成员、指定人员、直系亲属或客人使用 YMCA 任何或所有设施的权利。任何该等成员均无权因任何该等限制或其他暂停

而获得任何入会费、会费或其他费用的偿还。在限制或暂停期间，会费、费用和其他费用应继续累积，并应在恢复为良好会员之前全额支付。 

• 这些会员指南和西郊 YMCA 制定的其他规章制度可在通知或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