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BERSHIP APPLICATION &

PAYMENT INFORMATION

入會申請表＆

付款資訊

欲加入分會成為會員，請
1. 確實完成填寫入會申請表並在當中簽名。
2. 確實完成填寫付款資訊文件（第三頁）並在當中簽名。
3. 繳交上述兩份填妥並簽名的文件給分會幹部。
4. 若您使用輔助科技（如畫面閱讀器）來閱讀課程內容，請在此打勾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membership@toastmasters.org。

MEMBERSHIP APPLICATION | 入會申請表
Club Information | 分會資訊
此部份由分會幹部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ub number | 分會編號
Club name | 分會名稱
Club city | 分會所在城市

Applicant Information | 申請人資訊
此部份由申請人填寫。

Male | 男  

Female | 女  

Other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name/Surname | 姓氏
First name | 名字
Middle name | 中間名／別名

Membership Type | 會員類型
此部份由分會幹部填寫。
New | 新會員

R einstated (break in
membership) | 復籍
會員（會籍曾中
斷）

Dual | 雙重會籍會員

請於下列填寫 Toastmaster 月刊雜誌寄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ation/In care of | 單位／轉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line 1 | 地址第 1 行（限 35 個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line 2 | 地址第 2 行（限 35 個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 縣市
State or province | 州或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 國家
Postal code | 郵遞區號

T ransfer | 轉會會員
（若申請人轉自其
他分會，請填寫下
列三項內容。）

 Renewing (no break
in membership) | 續
籍會員（會籍未中
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vious club name | 前一分會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vious club number | 前一分會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 number | 會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phone number | 市內電話號碼
Mobile phone number | 行動電話號碼
Email address | 電子郵件地址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Dues and Fees |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會費與入會費
此部份由申請人在分會幹部的協助下填寫。會員會費與入會費可在會期開始前交納，然而此後無法退款或轉移他人使用。
1. New member fee | 新會員入會費（20 美元） _____________ 美元
僅新會員須支付，包含首個學習途徑、線上版
領航手冊的費用與手續費。
2. Membership dues | 會員會費
所有會員每年均須支付兩次，會員會費自會
員入會起始月開始按比例計算：
October | 10 月
November | 11 月
December | 12 月
January | 1 月
February | 2 月
March | 3 月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April | 4 月
May | 5 月
Jun | 6 月
July | 7 月
August | 8 月
September | 9 月

I want my membership to begin |
我希望我的會籍開始於:

_____________ 美元

3. Total payment to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
支付給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款項總額
1 及 2 合計。

美元

Club Dues and Fees Worksheet |
分會會費與入會費試算表

45.00 _________
37.50 _________
30.00 _________
22.50 _________
15.00 _________
7.50 _________

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nth | 月   Year | 年

分會會費應直接支付給分會。世界總會總部無法以信用卡
收取分會會費。
International Fees and Dues | 國際會費與入會費

__________ 美元

（以上第三行）
Club new member fee | 分會新會員入會費

__________

Club dues | 分會會費

__________

Total payment to club | 支付給分會的款項總額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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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of New, Reinstated or Dual Member | 新會員、復籍會員或雙重會籍會員之贊助人資料
此部份由分會幹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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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s last name/surname |
Sponsor’s first name |
Sponsor’s member number |
Sponsor’s club number |
贊助人姓氏
贊助人名字
贊助人會員編號
贊助人所屬分會編號

Member’s Agreement and Release | 會員協議與棄權聲明
依個人、Toastmasters 分會會員的立場，我自願為我的行為負責，我同意遵守「Toastmaster 會員承諾」所述之原則，以及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及我所屬分
會的管理規範文件和政策。我將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視、騷擾、霸凌、貶損、不法或不道德的行為，我明白如果我具有上述行為，對於任何因該等行為造
成的傷害、損失或費用，我將對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我所屬的分會或其他分會，或其他與 Toastmasters 相關的個人做出賠償。我明白 Toastmasters 的活動
是由志願者經營管理，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或其分會無法有效地篩選或監督這些志願者。對於我所屬分會或其他分會的任何會員或幹部，或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任何幹部的蓄意或疏忽行為或不作為，我放棄對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其分會、管理團體、幹部、員工、代理及其代表的追訴權並給與免責
權。若因故衍生任何爭議，我明確同意依照 Protocol 3.0: Ethics and Conduct 化解所有與 Toastmasters、地區總會、分會和 Toastmasters 會員有關的爭議、訴訟和索
賠。
繳交此申請表即表示我明確同意：

■■ Toastmasters 蒐集、使用和處理我在此入會申請表中為組織管理、支付會費而提供的個人資訊，以及將我的聯絡資訊包含在將分發給 Toastmasters 會員和員
工的會員目錄中。此外還包括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經由 Toastmasters 網站與電子通訊所蒐集、使用和處理的個人資訊。

■■ 我的資訊可由 Toastmasters、其員工、代理、地區總會幹部、分會幹部存取與使用。
■■ 透過更新我在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網站：www.toastmasters.org/login 的個人資訊頁面，來確保我的個人聯絡資訊正確且最新。我明白，此申請表中要求
的絕大部份資訊為管理和計劃所需的必要資訊。

我們有時將與您聯繫，討論有關服務、教育內容及組織的最新消息。若您同意我們基於前述目的與您聯繫，
請勾選方便與您聯絡的方式：      郵寄    電子郵件    電話
若您不想從我們這裡收到非必要資訊，請在此打勾
如需詳閱我們的隱私權政策全文，請前往 www.toastmasters.org/footer/privacy-policy.

A Toastmaster’s Promise | 會員承諾
身為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及分會的一份子，我承
諾︰
經常出席例會活動
以 Toastmasters 教育課程為依據，盡全力準備我所

有的單元

Verification of Applicant | 申請人核實
By my signature below, I agree to the terms of A Toastmaster’s Promise and the Member’s Agreement
and Release stated above, and certify that I am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oastmasters Club Constitution for Clubs of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I acknowledge that my electronic signature on this document is legally equivalent to my handwritten
signature.
在下方簽名即表示我同意接受上述「Toastmaster 會員承諾」及「會員協議與棄權聲明」
之條款，並證實我已年滿 18 歲（合乎 Toastmasters Club Constitution for Clubs of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之規定）。

準備並完成指派的例會工作

我承認此文件上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給與會友具建設性、有幫助的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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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s signature | 申請人簽名
Date | 日期

積極協助分會營造會友學習、成長所必須的正面

及友善環境

Verification of Club Officer | 分會幹部核實

若受呼召，必定盡全力以幹部身分服務所屬分會

I confirm that a complete membership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signatures of the new member and a
club officer, is on file with the club and will be retained by the club.

以禮相待並尊重所有與會之會友與來賓

By my signature below, I certify that this individual has joined the Toastmasters club identified. As a club,
we will ensure that this member receives proper orientation and mentoring.

邀請來賓參加例會活動，體驗加入 Toastmasters 的

益處
遵守 Toastmasters 為教育與榮銜制度所訂立之指導

方針及規則
在參與所有 Toastmasters 活動時，遵循 Toastmasters

誠信、尊重、服務和卓越的核心價值行事

I acknowledge that my electronic signature on this document is legally equivalent to my handwritten
signature.
我在此確認包括新會員和分會幹部簽名在內之完整入會申請表資料，皆於分會留存檔
案，並由分會妥善保管。
在下方簽名即表示我確認此人確實加入了 Toastmasters 分會。作為分會，我們將確保此
會員接受適當的新會員入會訓練與後續指導。
我承認此文件上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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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officer’s signature | 分會幹部簽名
Date | 日期
為使本申請文件有效，申請人與分會幹部均須簽名。

編號 CT800   Rev. 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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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幹部收到入會申請表及付款資訊這兩份文件後，請務必依照以下指示處理。
1. 在申請人的入會申請表中簽名並標註日期。
2. 
線上繳交入會申請表及付款資訊文件，請先登入 www.toastmasters.org/clubcentral。您也可選擇以一般郵件寄至 Membership,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9127 S. Jamaica St., Suite 400, Englewood, CO 80112, U.S.A.，或傳真至 +1 303-799-7753。請在上述繳交方式中擇一進行，
避免重複。
3. 在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通知已收到並開始處理入會申請表及付款資訊後，分會幹部務必：
a. 妥善保管申請人的入會申請表並於分會文件中建檔；同時
b. 立刻銷毀申請人的付款資訊文件（第三頁），其中包括分會或分會幹部手中留存的備份，也包括任何電子檔。

PAYMENT INFORMATION | 付款資訊
Payment Method to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款項支付方式

此部分由申請人填寫，並僅支付繳交給世界總會總部的款項（在第 1 頁第 3 行所列金額）。世界總會總部不代收分會會費。
 Check or money order | 支票或匯票

MasterCard

支票或匯票必須可以在美國的銀行兌現。

Visa
AMEX

Amount | 金額

Discover
Amount | 金额

美元

美元

Check or money order number | 支票或匯票號碼

Card number | 卡號

Expiration date | 有效日期

Name on card | 持卡人姓名

Other | 其他
Other | 其他

Signature |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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