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活動登記表
請您填寫此登記表並交回或寄回该表格
或者通過https://give.caringkindnyc.org/team/chineseoutreach 網站進行在線登記
如有疑問，敬請致電646-744-2900查詢

參加步行的地點：      曼哈頓           皇后區            布碌崙           史登島     

我參加步行的身份為： □隊長   □隊員    □個人    您的團隊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目標是捐贈$___________來幫助CaringKind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
（建議團隊最低募捐金額為$250。個人每位捐贈$100善款的步行者可獲贈阿茲海默症步行T 恤衫一件）

 團隊類型   □公司／機構    □宗教組織    □ 朋友／家人    □長期護理機構   □ 學校／大學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電郵 
□  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電話   
□  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網站  
□  去年曾參與步行活動    
□  臉書 

□  社區宣傳單 
□  社區活動招募
□  信件
□  電視廣告  
□ 電台廣告    

□  印刷廣告   
□ 戶外佈告   
□ 其他廣告  
□ 推特／微博客 
□ 家人 

□ 朋友 
□ 公司機構/同事  
□  華人外展
□  其他 途徑

包括今年的步行活動在內，您參加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的步行活動有幾年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的哪位員工向您介紹此次步行活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哪一項最接近您參加步行活動的原因？
□我正為某位阿茲海默症患者提供照護 □我緬懷某位阿茲海默症或失智症患者 □我本人患有阿茲海默症或失智症
□我堅信在治癒方法尚未被發現的當今，我們最需要的是為阿茲海默症及失智症患者及家屬提供關愛  □我希望不作出回答

承擔風險與責任免除許可：
本次步行活動可能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風險，例如摔倒、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天氣影響、交通及道路狀況等。本人謹此確認承擔所有風險，包括人
身傷害、死亡、財產損失或任何因本人出席或參與此步行及相關活動而產生的任何形式的損傷。本人對穿著合適此次步行活動的服裝負有全部責任。即使
在此活動期間可能會有提供步行路線圖、休息站、茶點和其他幫助，但本人將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負全部責任。本人在此聲明，本人身體健康並且有能力
參加或參與此次活動。本人謹此為我自己、我的繼承人、遺囑執行人及管理人員解除、免除以及同意不起訴CaringKind阿茲海默症關愛服務（前身為阿茲
海默症協會紐約市分會）包括辦公室和各部門行政人員、董事、志願者、員工、贊助商和代理商，由於本人參與或參加本次活動及相關活動而產生的任何
以及所有責任、索賠、要求和訴訟原由，無論是由於上述任何疏忽或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本人同意承擔風險並解除在有關法律允許所述限度的內容。如
果本協議的任何部分宣告無效，其餘部分將繼續保持完全有效。本人永久並完全允許此次活動的組織者使用、重複使用和發行包含本人作為活動參與者的
名字和圖像的照片、視頻或其他錄音錄像。
本人已閱讀，理解並同意本協議的條款。
如果參與者是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必須同意以下內容：本人是參與者的法定監護人，本人謹此同意他/她的參與。 本人已經閱讀了上述協議，且在此同意代表我本人和參與
者同意本協議的所有條款。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步行者個人信息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男  □ 女 □ 我希望不作出回答 
帳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 郵編: 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果此地址同時是公司或機構地址，請在上面方框內打勾並註明公司或機構的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可以不填）
 生日: _____/______/______ （月／日／年）

族群: □非裔或黑種人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亞洲人     □白種人     □西班牙裔／拉丁裔
□夏威夷原住民／其他太平洋島居民      □兩種（或以上）種族混血     □ 其他族群 ________ □我希望不作出回答 

教育程度:   □ 低於高中學歷    □高中畢業     □大學肄業    □ 大學畢業    □ 高等學位      □我希望不作出回答

T 恤衫碼數：個人捐贈$100善款的步行者可獲贈步行T 恤衫一件 □小碼   □中碼  □大碼  □特大碼  □ 超特大碼
您是通過何種渠道獲悉阿茲海默症關愛步行籌款活動？

請完成填寫後郵寄此表格至以下地址:  
CaringKind, 360 Lexington Ave. 3rd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Attn: Chinese Outreach華人外展


	toggle_58: Off
	toggle_59: Off
	toggle_60: Off
	toggle_61: Off
	toggle_1: Off
	toggle_2: Off
	toggle_3: Off
	fill_1: 
	fill_2: 
	toggle_4: Off
	toggle_5: Off
	toggle_6: Off
	toggle_7: Off
	toggle_8: Off
	toggle_9: Off
	undefined: 
	fill_4: 
	fill_5: 
	toggle_34: Off
	toggle_35: Off
	toggle_36: Off
	fill_6: 
	fill_7: 
	fill_8: 
	fill_9: 
	fill_10: 
	fill_11: 
	toggle_37: Off
	toggle_38: Off
	toggle_39: Off
	toggle_40: Off
	toggle_41: Off
	toggle_42: Off
	toggle_43: Off
	toggle_44: Off
	toggle_45: Off
	toggle_46: Off
	toggle_47: Off
	toggle_48: Off
	toggle_49: Off
	toggle_50: Off
	toggle_51: Off
	toggle_52: Off
	toggle_53: Off
	toggle_54: Off
	toggle_55: Off
	toggle_56: Off
	toggle_57: Off
	toggle_10: Off
	toggle_11: Off
	toggle_12: Off
	toggle_13: Off
	toggle_14: Off
	toggle_20: Off
	toggle_21: Off
	toggle_22: Off
	toggle_23: Off
	toggle_24: Off
	toggle_15: Off
	toggle_16: Off
	toggle_17: Off
	toggle_18: Off
	toggle_19: Off
	toggle_25: Off
	toggle_26: Off
	toggle_27: Off
	toggle_28: Off
	fill_14: 
	fill_15: 
	toggle_29: Off
	toggle_30: Off
	toggle_31: Off
	toggle_32: Off
	toggle_33: Off
	fill_16: 
	fill_17: 
	undefined_3: 
	undefined_2: 
	undefined_4: 
	undefined_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