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BERSHIP APPLICATION &

PAYMENT INFORMATION

会员申请及

付款信息

要成为俱乐部会员，请完成下述操作：
1. 完整填写并签署会员申请表。
2. 完整填写并签署付款信息文档（第 3 页）。
3. 向俱乐部干事提交已填妥并签署的文件。
如有问题，请发电子邮件至 membership@toastmasters.org 进行咨询。

MEMBERSHIP APPLICATION | 入会申请表
Club Information | 俱乐部信息
此部分由俱乐部干事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ub number | 俱乐部编号
Club name | 俱乐部名称
Club city | 俱乐部所在城市

Applicant Information | 申请人信息
此部分由申请人填写。

Male | 男  

Female | 女  

Other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st name/Surname | 姓氏
First name | 名字
Middle name | 中间名

Membership Type | 会员类型

此部分由俱乐部干事填写。
New | 新会员

 Reinstated (break in
membership) |
恢复会籍会员
（中断的会员）

Dual | 双重会籍会员

Transfer | 转会会员

Toastmaster 杂志将会发送至以下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anization/In care of | 公司/转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line 1 | 地址行 1（限 35 个字符）

（如果申请人从另
一俱乐部转过来，
请填写以下三行。）

 Renewing (no break in
membership) |
续缴会费会员
（非中断的会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vious club name | 前一俱乐部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line 2 | 地址行 2（限 35 个字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 城市
State or province | 州或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evious club number | 前一俱乐部编号

Member number | 会员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 国家
Postal code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phone number | 住宅电话号码
Mobile phone number | 移动电话号码
Email address | 电子邮件地址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Dues and Fees |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会费和费用

本部分内容应由申请人在俱乐部干事的帮助下填妥。会费与费用为预先支付且不可退还、不可在会员之间转让。
1. New member fee | 新会员费用 (20 美元)
仅由新会员支付，此费用包括 第一条学习
路线的费用，在线版本导航助手和手续费

____________ 美元

2. Membership dues | 会费
所有成员每年支付两次，会费自会员入
会开始月份起按比例分配：

____________ 美元

October | 十月
November | 十一月
December | 十二月
January | 一月
February | 二月
March | 三月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已归属大区的（美元）
45.00_________
April | 四月
37.50_________
May | 五月
30.00_________
Jun | 六月
22.50_________
July | 七月
15.00_________
August | 八月
September | 九月 7.50_________

3. Total payment to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
向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支付总费用
1 和 2 总和。

__________ 美元

Club Dues and Fees Worksheet |

俱乐部会费和手续费工作表
未归属大区的（美元）
33.75_________
28.13_________
22.50_________
16.88_________
11.25_________
5.63_________

I want my membership to begin |
我希望我的会员身份开始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须直接向俱乐部支付入会费。全球总部无法通过信用卡收取
会费。
International Fees and Dues | International 手续费和入会费
（见上面第三行）

__________ 美元

Club new member fee | 俱乐部新成员费用

__________

Club dues | 俱乐部会费

__________

Total payment to club | 付款至俱乐部的总金额

__________

Month | 月   Year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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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 of New, Reinstated or Dual Member | 新会员、恢复会籍会员或双重会籍会员的举荐人
此部分由俱乐部干事填写。

��������������������������������������������������������������������������������������������������������������������������������������
Sponsor’s last name/Surname |
Sponsor’s first name | 		
Sponsor’s member number | 		
Sponsor’s club number|
举荐人姓氏
举荐人名字 		
举荐人会员编号			
举荐人俱乐部编号

Member’s Agreement and Release | 会员协议及公告
依个人、Toastmasters 俱乐部会员的立场，我自愿为我的行为负责。我同意遵守“会员承诺”所述原则，以及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和我所属俱乐部的管理
文件和政策。我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歧视、骚扰、欺凌、诋毁、违法或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并且我理解自己如果进行了上述行为，将向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我的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以及任何其他与 Toastmasters 有关的个人赔偿因我的行为而导致的任何损害赔偿、损失或费用。本人了解
Toastmasters 项目由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或其俱乐部未能有效筛选或监督的的志愿者予以实施，特此解除和免除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其俱乐部、管理机构、干事、雇员、代理或代表为我的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的任何会员或干事、或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任何干事的故意行为或疏
忽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如有任何争议，我明确同意遵照 Protocol 3.0: Ethics and Conduct 解决所有涉及 Toastmasters、大区、俱乐部和 Toastmasters 会员的争
议、索赔和指控。
提交此申请即表示我明确同意：

■■ Toastmasters 收集、使用和处理我在此入会申请中为组织管理、支付我的会费而提供的个人信息，以及将我的联系信息包含在将会分发给
Toastmasters 的会员和员工的会员目录中。此外，收集、使用和处理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通过 Toastmasters 网站和电子通信收集的我的个
人信息。
■■ 向 Toastmasters 提交我的个人信息、访问 Toastmasters 网站或与 Toastmasters 通信也表示 Toastmasters 及其员工和代理、大区干事和俱乐部干
事可以访问并使用我的信息。
■■ 更改我的个人联系信息，通过更新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网站上我的个人信息页面，确保信息准确及时：www.toastmasters.org\login。
我了解，此申请中要求的绝大部分资料为管理和计划所需的必要信息。
■■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及其员工、代理、大区干事和俱乐部干事可以向我发送通信、电子邮件和消息，并且可以通过电子通信、电子邮
件、消息、打电话以及邮件方式联系我。

A Toastmaster’s Promise |
Toastmaster 会员的承诺
作为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以及我所在俱乐部的一
份子，我承诺
定期参加俱乐部会议
基于 Toastmasters 教育项目，全力以赴准备并完

成我的各项项目
准备并完成会议任务
向其他会员提供有益、建设性的评估
帮助俱乐部为所有会员营造学习和成长必需的

积极、友好的环境

Verification of Applicant | 申请人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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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方签名即表示我同意接受上述“Toastmaster 承诺”和“会员协议及公告”条款。我在此
声明，我已年满 18 岁或以上，符合《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各俱乐部的 Toastmasters 俱
乐部章程》(Toastmasters Club Constitution for Member Clubs of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我承认，我在此文档上的电子签名与我的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Applicant’s signature | 申请人签名
Date | 日期

Verification of Club Officer | 俱乐部干事核实

遵循俱乐部的指派担任干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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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俱乐部的会员及来宾以礼相待，尊敬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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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来宾参加俱乐部会议体验加入 Toastmasters

的种种优点
遵循 Toastmasters 为所有教育和嘉奖计划制定的

指导方针和规则
在开展所有 Toastmasters 活动时保持诚信、互相

尊重、服务会员和追求卓越的 Toastmasters 核心
价值观

I acknowledge that my electronic signature on this document is legally equivalent to my handwritten
signature.
我确认，该申请人已提交完整的入会申请，包括新会员和俱乐部干事的签名，上述文
件将由俱乐部归档并保留。
通过在下方签名，我证明该人士已经加入了指定的 Toastmasters 俱乐部。作为俱乐部，
我们将确保该会员接受适当的入会指导与辅导。
我承认，我在此文档上的电子签名与我的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Club officer’s signature | 俱乐部干事签名
Date | 日期
本申请表具备双方签名方为有效。

书目编号 CS800   Rev. 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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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悉会员申请表与付款信息文件后，俱乐部干事必须遵守以下指示。
1. 在申请者的会员申请表上签名并注明日期。
2. 如
 需在线提交会员申请表与付款信息文件，请登录 www.toastmasters.org/clubcentral。您还可以将文档邮寄到 Membership,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9127 S. Jamaica St., Suite 400, Englewood, CO 80112, U.S.A.，或传真至 +1 303-799-7753。为了避免重复信息，请仅通过一种方式提
交申请。
3. 在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国际总部收到、处理会员申请表与付款信息并确认后，俱乐部干事必须：
a. 将申请者的会员申请表与其他俱乐部文档保存在一起；并
b. 立即销毁俱乐部干事或俱乐部持有的申请人付款信息文件（第 3 页）以及任何复印件，包括所有电子拷贝。

PAYMENT INFORMATION | 付款信息
Payment Method to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 付款至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国际总部方式

此部分由申请人填写，仅用于向全球总部付款（金额在第 1 页第 3 行列出）。全球总部不收取俱乐部会费。

 Check or money order | 支票或汇票

MasterCard

支票和汇票必须可用于在美国的银行兑现。

Visa
AMEX

美元
Amount | 金额

Discover
美元
Amount | 金额

Check or money order number | 支票或汇票编号

Card number | 卡号

Expiration date | 有效期至

Name on card | 持卡人姓名

Other | 其他
Other | 其他

Signature | 签名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