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馨會分會與會員資源 

給予分會的建議: 虛擬活動及授權同意書和媒體同意書的建議 

 
隨著分會將「夢想它, 實現它」專案轉移到網上舉辦, 有關父母授權同意書和媒體同意書的新問題也因此

出現了. 網上專案活動仍然需要許可書, 這裡提供的一些建議將幫助你確保每個人都可以安全參加活動.  

 

• 如果父母/監護人有 PDF 編輯器或文字處理軟體可以使用, 則他們可以用簽名功能在同意書上簽名.  

• 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表格仍應按照分會程序存檔.  

• 分會可以郵寄紙本的同意書, 並附上預先寫好地址和回郵的信封, 讓沒有電腦或網際網路的家長, 或

沒有 PDF 編輯器可使用的情況, 家長仍能夠將同意書寄回給分會. 

• 媒體同意書上的見證人簽名要求是要確保有適當的人在表格上簽名. 但是, 家長可能有困難找到見

證人. 如果家長無法找到見證人在表格上簽名, 分會可以通過電話或短訊與家長聯繫, 確認是他們的

簽名. 獲得確認後, 進行核實的分會會員應在同意書上註明已經過確認, 並註明日期.  

• 這是舉辦活動的一種新方法, 我們可能會繼續學習到更多訊息, 我們會在過程中不斷為你提供最新

資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請隨時發送電子郵件到 program@soroptim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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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資源  

親愛的父母或監護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簽名後將此表交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同意本人女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會舉辦的「夢想它,  實現

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 本人同意,  本人及本人子女接受下列條款與法律規範:  

 
1. 當有醫療緊急情況時,  若無法迅速容易聯絡上本人,  本人同意活動引導人可以授權進行醫療.  

 
2. 當有需要為本人子女進行醫療時,  本人同意承擔所有相關治療費用,  包括緊急醫療評估和照顧費用. 

本人並且同意保護並保障國際蘭馨交流協會/LiveYourDream.org 及其志工、會員、引導人和員工

不需為本人子女負擔任何治療和運輸相關費用. 

 
3. 本人同意國際蘭馨交流協會/LiveYourDream.org 對這項活動有關的任何原因所導致的任何肢體受

傷、疾病或損失或損壞不必擔負責任,  即使造成的原因是因為分會、其會員、志工、引導人或員

工的疏忽. 本人同意保護國際蘭馨交流協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會會

員和引導人,  免除擔負與該計劃有關活動的任何責任.  

 
4. 本授權同意書應受國際蘭馨交流協會/LiveYourDream.or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之法律約束,  而不論是否有法律原則上的衝突. 

 
 
父母或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住家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工作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行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授權同意書 



 

 

 

 

 

 

蘭馨會/LIVEYOURDREAM.ORG 資源 

「夢想它,  實現它: 女青年事業支援」的參與者有許多極好的故事來分享這一個改變人生的活動! 女青年在參

加過這個活動後經常分享她們從活動中所學到的事情,  這個活動如何幫助她們準備好追求自己的職業目標,  

以及如何幫助她們增加自信心. 許多的女青年已經從中獲得了非常好的經驗! 當我們在宣傳「夢想它,  實現它」

活動時,  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使用的是第一手的故事和感言來展示這個活動的影響力. 我們鼓勵志

工在社區中舉辦這項活動並吸引捐贈者,  使我們能夠繼續提供資源來支持這項活動.  

簽署此媒體同意書完全出於自願. 如果你選擇不簽署此同意書, 你的子女仍然可以參加該項活動. 我們尊重你

的選擇, 未經你的許可不會使用你子女的資料.  

簽署這個媒體同意書即表示你允許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為下述女青年 (以下簡稱 “參與者”) 拍照、

錄影和錄音. 並授予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無限和永久的權利複製、展示、交流、表演、分發、出版、

傳播, 製作衍生作品, 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其姓名、傳記細節、第一手故事、證言、引言、城市和州或居住省份、

肖像、照片、視聽記錄、圖像和/或聲音 (以下簡稱 ”作品”) 的全部或部分, 用於與蘭馨會和

LiveYourDream.org 宗旨相關的宣傳、籌款呼籲、廣告和其他, 以各種格式, 包括但不限於印刷、照片、錄像、

錄音在任何及所有的媒體包括但不限於印刷媒體、社交媒體、網站、電視、視聽及電子媒體. 所有這類作品

均為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的財產, 該組織擁有所有權利、所有權和權益. 

你特此放棄, 並代表參與者放棄, 你和參與者在作品中可能擁有的所有宣傳權和隱私權, 以及檢查或允許

成品或廣告或其他以可能方式使用作品製作副本的任何權利或選擇權. 你特此放棄並豁免, 並代表參與

者放棄和豁免你和參與者現在或將來可能對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以及下面提到的其他豁免) 

提出與使用作品相關或由此產生的任何索賠, 包括但不限於對使用此類材料的任何賠償要求.  

在不限制上述規定的前提下, 你同意並代表參與者同意 SIA 使用和披露作品中包含的參與者個人資料或

由參與者因上述目的向 SIA 提供的其他資料 (“個人資料”), 包括敏感的個人資料. 你了解: 

a) 為了宣傳目的, SIA 可以在網路上、媒體或其他方面使用和披露個人資料, 包括參與者的個人

故事、證言和有關其生活經歷的資訊. 

b) 根據她的影像、聲音、證言和/或她的故事/生活經歷的描述, 參與者有可能被認識她的人認出. 

c) SIA 披露的資訊將向公眾開放, 並且任何接收者或其他第三方都可能使用和重新披露此資訊. 

未知的第三方可能會嘗試使用個人資料來利用參與者. SIA 無法控制此類第三方使用或披露

參與者的個人資料.  

d) 參與者的個人資料將存儲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並且可以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用, 他們需要

知道此類資訊以履行其工作職責. 基於上述目的, 此個人資料將在加拿大以外的國家/地區傳

  

媒體同意書 



媒體同意書 

 

輸、存儲和發佈, 包括但不限於美國. 轉移到其他國家的資訊可由資料轉移到達、處理或儲存

地方的法院、執法機構和國家安全機構查閱. 

你或參與者可以隨時撤銷對 SIA 繼續使用和披露參與者個人資料的同意. 但請注意, 此類撤銷不具有追

溯效力, 並且 SIA 無法控制第三方繼續或進一步散佈個人資料, 如果此類個人資料已經發佈或以其他方

式提供給 SIA 控制之外的人員. 你或參與者可以經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取消使用同意, 或個人資料的取用、更正或更新, 以及獲取書面資料或查詢 SIA 的隱私權政策和做法, 

包括使用在加拿大境外的服務提供商 (包括關聯公司).  

此項同意和棄權適用於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其子公司或附屬公司, 其幹部和理事以及可能參

與傳播作品的其他代理人或員工, 以及攝影師、錄影師、廣告代理商或可以使用作品的任何材料的出版

商.  你並且了解, 作品的任何使用, 包括廣播和出版, 均由蘭馨會與 LiveYourDream.org 全權決定, 並且

可能根本不使用. 

 

姓名 (請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 本人在以下簽名時己屆滿十八歲 

(    ) 以下簽名人為未成人, 其父母或監護已在指定的地方簽署此表格 

 

日期    姓名 (請正楷填寫姓名):    

  簽名    

見證人:    (正楷填寫姓名)    

  簽名   

地址:   

  



 

 

如果上述女青年年齡未滿十八歲: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批准書 

以下簽名人聲明表示是上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 他/她有合法權利同意本媒體同意書的條款,  

他/她已閱讀上述文字並且他/她代表上述未成年人, 並以他/她自己的身份同意、接受和批准此媒體

同意書, 並豁免蘭馨會及 LiveYourDream.org, 以及適用的其他人, 不需承擔與本文所述作品的創作、

使用和傳播有關的任何索賠或責任. 

日期    姓名 (請正楷填寫):    

  簽名  

  關係    

見證人姓名 (請正楷填寫) 

  

地址 

  

電話 

  

電郵 

  

簽名 
  

 

 
由 (正楷填寫姓名) 代替見證人認證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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