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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心概述 

 

我們的承諾 

 

青少年中心是屬於青少年會員的地方。如果沒有我們的會員，我們將無法提供服務，亦因此，我

們非常感謝青少年會員和他們家人的反饋，以確保我們可以提供青少年想要和需要的東西。只要

青少年盡其所，同時在所有時間都可以尊重和達成我們為他們設定的期望，他們亦會獲得自由

度。青少年中心的職員會尊重青少年會員及其家人，並期望得到同等的尊重。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確保會員的安全，確保他們感受到重視和尊重，並保有包容性，讓所有會員和職員都可以參

與最前沿的活動和得到最佳的體驗。 

 

願景 

 

我們的願景是讓我們所有的會員都能作出健康而有意義的選擇。 

 

作為一項試點計劃，青少年中心在開放首年會將大部分的時間專注於吸納會員加入青少年中心，

維持他們的出席率，並為所有會員創造一個積極、具包容性而有趣的環境。職員會將大部分時間

花在了解我們的每一位會員 —— 他們是誰、他們喜歡什麼、他們不喜歡什麼、他們來自哪裡

等。接下來，我們會轉移到如何最好地為他們服務 —— 我們可以為他們生活當中的哪些範疇提

供支持，我們可以提供哪些計劃來幫助他們走向成功的未來，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哪些有趣的遊

戲等等。 

 

使命  

 

薩默維爾公園和康樂署 (Somerville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的使命是「在全市的公

共設施、遊樂場、校園和其他各個地點開展全年無休的活動，以向薩默維爾社區所有成員宣傳積

極和健康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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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默維爾公園和康樂署青少年中心的使命是「讓所有 12-18 歲的薩默維爾青少年會員都可以在當

下和未來公平地獲得資源、支持和建立生活技能」。 

 

包容性方針 

 

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採取包容的模式，為所有孩子提供機會，讓他們可以做自己、 

參與我們各種的計劃，並可以置身在積極且不乏支援的環境中。請與青少年協調員預約，和我們

討論可以如何最好地讓您的孩子融入所有活動當中。 

 

我們做什麼? 

 

註冊  

 

會員會在學年間註冊。只有完成以下步驟，才能完成註冊： 

 

 

1. 完成網上報名，包括 

a. 家長協議 

i. 緊急聯絡人表 

ii. 放學離開豁免書 

b. 會員協議 

 

 

注意：在青少年中心職員完成並收到所有必需文件之前，青少年中心將不會開始會員的註冊。 

 

每位青少年在註冊成功，成為青少年中心的會員時都會獲得一張會員卡。會員必須每天掃描會員

卡。如果有人忘記帶他們的會員卡，我們仍在尋找相應的處理方式，然而我們目前要求每位會員

每天都以會員卡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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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日常活動 

 

我們保證青少年中心的職員將優先提供一個積極和具包容性的環境，鼓勵所有會員做自己，並通

過不同的課程進行探索。員工將提供一個溫暖、有愛心、不乏支援、尊重和善解人意的環境。 

 

 

日常活動例子 

活動 

社交娛樂：活動選擇 —— 健身房、功課區、遊戲室等。 

零食 

社區建立：每個人都會參加的遊戲，或者幾個可供選擇參加的遊戲，以幫助會員相互聯繫 

課程選擇：課程例子包括：平面設計、在健身房打排球、額外的功課輔導、學習金融知識、

「我如何…？」 生活技能、烹飪等 

社交娛樂、團體活動、其他活動等 

所有青少年都要在晚上 8 時之前離開 

離開 

 

會員離開 

在完成註冊時，您會有機會選擇是 (一) 允許您的孩子自行步行回家還是 (二) 只允許您列明的、經

批准的成年人接您的孩子離開。如果您選擇選項 (二)，只允許您的孩子在成人到達時才可離開，

那麼您需要理解您的孩子將不被允許在沒有成人陪同的情況下離開。 

 

您需要把所有獲准接送您的孩子的人都寫在授權接送書上。您必須提前通知青少年中心您的孩子

將由其他人接走。即使遇上緊急情況，青少年中心也需要獲得您的許可才能將您的孩子交到授權

接送書上沒有列明的人手上。父母/ 監護人請事先準備書面文件註明準備接走孩子的人的名字。

接走孩子時亦需要有 18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簽署。接送青少年時，接送人必須出示身份證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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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心職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開車送任何會員回家，除非他們是該會員的兄弟姐妹。如果是

這種情況，職員亦只能開車送他們的兄弟姐妹回家。 

 

 

無論您的孩子是步行回家還是有人接走，當孩子離開時，他們都必須從青少年中心的大門，即奥

蒂斯街 (Otis St) 一側的門口離開。在離開前，他們必須進入青少年中心的總辦公室簽字，方可離

開。這程序有助我們將會員的安全放在首位，並確保每個人都離開了大樓。 

 

青少年中心的職員將假定父母或監護人都有權接送他們的孩子，除非有法院命令說明情況。如果

沒有法庭命令，青少年中心的職員不能拒絕父母接送。如果青少年中心有法庭命令並且發現沒有

監護權的父母試圖接孩子，青少年中心將致電有監護權的家長。如果沒有監護權的父母帶著孩子

離開，中心將立即報警。青少年中心不會置孩子於沒有監護權的父母的危險之中。 

 

對於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來說，您的孩子和所有會員每天都能安全回家至關重要。

因此，如果前來接您孩子的人出現醉酒或無法將您的孩子安全帶回家的情況，青少年協調員將致

電另一位家長或緊急聯繫人。如果家長拒絕同意不讓此人接孩子離開，青少年中心的職員將報

警，同時舉報家長受到酒精影響。 

 

如果出現疾病或紀律問題，父母或監護人必須立即接走孩子。如果孩子沒有被接走，他們將不被

允許參加第二天的活動。如果您的孩子來到青少年中心時明顯生病，或疑似感到不適，青少年中

心的職員有權決定該會員是否需要回家。青少年中心亦會考量新冠 (COVID-19) 的預防措施和程

序，以確保所有會員和職員的健康和安全。 

 

遲接孩子離開 

 

每天接孩子離開的時間是晚上 8 時之前。如果會員有放學離開豁免書證明他們可以自行步行回

家，該會員則可隨時離開青少年中心。如果會員沒有自行步行回家的豁免書，則必須由該會員的

緊急聯繫人名單上的人接他們離開。如果遲接送情況持續，該會員將被要求暫時休息，停止前往

青少年中心，直到家長或監護人可以與青少年中心職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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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實地考察是免費的，每季度將會有一次（每年將有 3 至 4 次的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將在星期五

舉行，會員在參加實地考察前需要得到父母/ 監護人的書面同意。實地考察是一種特別的權利。

青少年中心將為所有會員提供實地考察的機會，但參加的機會有可能因會員的行為不當而被取

消。如果會員不能遵從中心的期望或行為準則，他們將不會獲邀參加中心的實地考察活動。實地

考察開始前會有報名表，會員可以註冊參加，並會獲得所需文件供父母或監護人簽字。他們必須

提交文件以預定他們的位置 —— 名額先到先得。 

 

期望 

 

對會員 

 

我們會員的年齡在 12 到 18 歲之間。如果孩子在學年開始前年滿 11 歲，他們必須等到 12 歲生

日後才能註冊。如果會員在 18 歲時註冊，並且在該學年年滿 19 歲，只要他們仍就讀高中，就可

以在學年結束之前一直維持會員的身份。 

 

行為管理和執行準則 

 

積極的行為會得到獎勵和表揚，而消極的行為會被重新定向。成功雖屬於個人，但青少年中心社

群會慶祝會員的成功。創造和培養積極性、具包容性和不乏支援的環境是為了讓每個會員都知道

他們獲得重視，並慶祝他們個人的成功。 

 

 

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行為準則 

青少年中心是一個鼓勵青少年做自己，並與朋友一起玩樂的地方，我們亦希望建立一個積極性、

具包容性和相互聯繫的環境。以下是我們將在青少年中心激勵的積極行為的例子，以及我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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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新定向的行為的例子。如果職員重新引導會員的行為似乎沒有成功，我們亦在行為準則中包

含了可能的應對方案。 

 

會獲激勵的積極行為的例子： 

● 積極加強與父母關係 —— 打電話回家表達成功時所得到的自豪感 

● 來自其他會員的表揚 —— 我們會有一個留言板讓會員可以在板上感謝或喊出其他會員所

做的積極事情（例如，協助他們完成作業、一直參與活動等） 

● 青少年中心將會公佈「每週/ 月青少年」證書，並送上小獎勵 

● 獎勵實地考察和/ 或活動 

● 獎品或獎勵 

 

積極行為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 尊重青少年中心會員和所有職員 

● 負責任 

● 樂於助人 

● 參與我們提供的所有計劃和活動 

● 不怕嘗試新事物 

● 鼓勵他人參與或嘗試新項目 

● 聽從職員的指示 

● 表現出良好的體育精神 

● 接納和尊重不同意見或觀點的人 

● 提供新計劃的創意或幫助促進活動 

● 做一個良好的傾聽者 

● 有禮貌 

● 盡量使用恰當的語言（或意識到他們使用了不恰當的語言時糾正自己） 

● 友好並樂於結識新朋友 

 

 

以下是不被允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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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褻瀆他人 

2. 青少年中心內的任何人都不可使用任何含有種族誹謗、貶義詞或其他形式的不恰當和冒犯

性的語言 

3. 打架 —— 一擊規則：如果青少年中心會員之間發生肢體暴力，他們將被開除。如果青少

年中心會員在青少年中心以外的地方發生肢體衝突，在調查期間，各方都會被暫時停課。

調查結束後，會員有可能會被開除。如果會員在（口頭上、電子等）威脅暴力地對待其他

會員，可能會導致被停課，並可能會被開除。 

4. 不論是在青少年中心、網上、學校等地發生的欺凌行為都不會被容忍。青少年中心是一個

持續具包容性、積極性和支持每個人的地方，如果有會員試圖進行破壞，他們將經歷上述

的後果。 

5. 濫用設備、用品、設施、車輛等（家長可能需要負責更換或修理被損壞的設備）。 

6. 不尊重會員、職員等。 

7. 使用酒精、煙草、電子煙或其他毒品 

8. 進入建築物內的限制區域 

9. 違反體育道德的行為 

10. 穿著印有不當資訊或圖像的服裝（例如帶有誹謗語言的襯衫、與幫派有關的服裝等） 

11. 攜帶任何種類的武器，包括子彈和彈殼 

12. 青少年中心職員認定的任何不安全行為。 

 

對青少年中心社群的期望 

 

雖然青少年中心是屬於青少年會員和職員的場所，但我們仍然重視父母和監護人的參與。我們社

區的三個關鍵元素包括我們的青少年會員、員工和青少年的家庭。以下是我們制定的期望，並期

望青少年中心社區的每一份子都能遵循，讓所有人一齊為邁向成功作好準備。 

 

對青少年中心會員的期望： 

● 一直遵守青少年中心所有的規則和指南 

● 尊重每個人—— 包括自己、其他會員以及所有職員和志工 

● 聽從職員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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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前會詢問（包括完成一天的活動，準備離開時） 

● 每日一進一出的方針 —— 會員每天只能進入大樓一次，和離開大樓一次 

● 請勿進入建築物的限制區域（設有「請勿進入」標誌的區域） 

● 不干涉他人參與、社交和在活動中學習的權利 

● 懂得尋求幫助 

 

對青少年中心監護人或家長的期望 

● 向您的孩子強調我們對會員的期望 

● 尊重所有員工 —— 我們有開放溝通的方針，歡迎家長隨時提問、評論和說出疑慮 

● 鼓勵孩子參與所有活動 —— 我們鼓勵孩子自由選擇！同時，我們亦鼓勵參加者嘗試參加

我們提供的活動 

● 在晚上 8 時前接您的孩子。如果您不同意您的孩子自行步行回家，父母則有責任按時接您

的孩子。遲接孩子離開有可能導致孩子被暫時停課或開除。如果您允許您的孩子在沒有監

護的情況下步行回家，他們亦必須在晚上 8 時之前離開。 

● 簽署您的孩子離開大樓、參加計劃或進行實地考察所需的必要文件。 

 

對青少年中心職員的期望 

● 尊重每一個人 —— 所有會員、監護人和父母，以及其他職員 

● 對以下事物持開放態度 —— 新活動、計劃理念、潛在合作夥伴等。 

● 積極參與領導和協調項目和活動。 

● 不得單獨與會員在大樓內行走 

● 積極傾聽我們的會員對員工以及整個青少年中心的需求  

 

方針與程序 

 

紀律方針： 

職員將以適合會員年齡的紀律和方式指導他們，並鼓勵自我控制、自律、尊重自己和合作。當會

員出現紀律問題時，我們會啟動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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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定向 —— 鼓勵會員改變他們的行為、措辭、行動方式等。 

2. 口頭警告 —— 私下與會員討論解決的方式，詢問會員發生這種行為的原因，並就如何改

善行為作出建議 

3. 休息 —— 帶會員到其他空間放鬆，讓他們冷靜，分散他們的注意力等。 

4. 紀律處分 —— 在嘗試執行以上三個紀律方針程序後，職員將要填寫書面表格。如果會員

的行為沒有改善，職員將會填寫一份書面文件解釋情況，並紀錄會員的反應，讓父母或監

護人了解該事件。 

 

讓會員休息或職員填寫書面表格的時間同時是用來讓職員向會員解釋為什麼他們的行為不可接

受，以及解說職員對他們的期望。這亦是我們與會員合作的時間，希望可以找出發生這種行為的

原因，並提供協助，讓會員可以成功解決這個情況。如果這次談話沒有對會員的行為產生積極影

響，那麼職員應與孩子的合法父母/ 監護人討論這個問題，以便制定更好的解決方案。 

 

當會員的行為危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全時，職員將會致電家長/ 監護人並要求他們立即前來接走孩

子。此情況有機會導致孩子被開除，並會將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和處理。 

 

被禁止的行為的例子如下，並不限於以下情況： 

● 進入禁止內進的空間內 —— 只有青少年中心職員在場時，青少年才能進入青少年中心。

建築物內其他場所都清楚地標明「請勿進入」 

● 違反任何安全規則 

● 濫用設備 

● 破壞青少年中心的財物 

● 拒絕聽從職員指示 

● 故意不尊重其他會員或職員 

● 干擾節目或在活動場所搗亂 

● 未經其他會員或職員同意拍攝或錄製影片 

● 辱罵他人、做淫穢手勢、使用種族誹謗和不恰當的語言 

● 未經青少年中心職員許可或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離開青少年中心大樓 

○ 如果您未獲准自行步行回家，切勿在沒有父母或監護人在場接送的情況下離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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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青少年中心相關的活動或埸所中進行挑釁行動或煽動爭吵或打架（包括在青少年中心

的活動期間、實地考察、或在青少年中心以外等）。 

● 故意將你的手或其他身體部位放在其他會員身上 

● 青少年中心職員判斷的任何不安全行為。 

 

重新定向和處理被禁止的行為 

 

錯誤行為： 

#1 口頭警告 

#2 適合孩子年齡的重新定向，與職員對話 

#3 報告事件 – 職員/會員/處長和/或家長會議 

#4 停課。協調員/處長將制定合適的時間，並通知 

家長/ 監護人 

注意：某些違規行為可能導致青少年中心立即停學或開除會員 

 

職員將示範積極的行為的管理技巧及尊重與會員的溝通。在緩和事態和處理錯誤行為時，我們仍

然將會員和職員的安全置於首位。 

 

手機 

 

會員可以帶手機和電子產品到青少年中心，並使用它們，但我們鼓勵青少年積極地使用所有電子

產品，並留有遠離電子產品的健康時間。具體來說，這包括： 

 

● 不允許未經同意拍攝和錄製他人、會員或職員的影像。青少年中心是一個讓每個人都感到

安全、舒適和鼓勵大家做自己的地方。拍攝其他人的照片或影片，尤其是未經他們的同

意，是不可接受的行為。 

● 如果使用手機不會讓會員在參加活動時分心，職員會鼓勵和尊重會員，但我們並不會嚴格

執行此方針。 

● 如果會員需要接聽或撥打私人電話，他們可以走出房間以便獲得更多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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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間使用方針和在建築物中移動 

 

在青少年中心目前的設計裡，會員唯一可以使用的洗手間位於地下室 —— 包括一個男廁和一個

女廁。會員不必提出請求就可以去洗手間，但是，他們應該讓職員知道他們需要離開所在的房

間，以便讓職員知道所有會員的位置。對於不認同男性或女性性別認同的會員，我們會提供中立

性別的洗手間。 

 

會員要離開大樓前需要告知職員。職員需要在當天結束時確保所有會員都安全離開大樓。 

 

衣著 

 

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明白會員及其父母/ 監護人需要為會員的衣著和外表負責。會

員及其父母/ 監護人有權決定服裝是否會破壞青少年中心的財物、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並且不

會造成任何形式的混亂或破壞。 

● 不得穿著帶有不當圖案或文字的衣服 

● 會員如佩戴帽子和其他頭飾，則必須讓職員可以看到他們的面部，並且不得干擾任何其他

會員或職員的視線 

● 會員如穿著連帽衫，則必須讓職員可以看到他們的臉部。 

● 不得穿著青少年中心職員認為不可接受的任何含貶損意味的服裝。 

 

在健身房時，會員必須穿著不露趾的鞋以確保其安全，並防止受傷。在健身房內穿著的衣服要方

便活動和舒適，不要穿著太鬆散的衣服，以免有機會掛在他人身上和撕破衣服。 

 

個人物品 

 

青少年中心和職員並不會對任何丟失或被盜的個人物品負責。我們強烈鼓勵會員小心保管個人物

品，不要讓個人物品在無人看管的狀況，亦最好不要帶貴重物品到青少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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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環境方針 

 

青少年中心是一個無煙酒毒品的環境，包括但不限於菸草製品、電子煙、酒精、毒品等。在康樂

建築、範圍、地方或巴士上都禁止任何人使用煙草製品。此外，在所有青少年中心或中心贊助

的、不論在哪裡舉行的活動中，任何會員都禁止使用任何煙、酒或毒品。在康樂設施或青少年中

心內吸煙或吸毒的後果已紀錄在紀律方針中。 

 

 

健康及安全 

 

會員的安全 

 

我們的使命是為青少年中心的所有會員提供一個安全、具包容性和不乏支援的環境。我們旨在積

極地影響我們會員的生活。我們會採取多個措施來確保所有會員的安全，包括且不限於以下內

容： 

1. 社交媒體: 

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有一項一貫方針，即任何職員或志工都不能在社交媒體

上與中心的會員「成為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有任何社交媒體帳戶，請監控他們並提醒會

員不能與青少年中心的職員或志工交朋友或要求成為交朋友。 

2. 我們採取開放態度，如果家長、監護人或會員對職員、志工等有任何疑慮或問題，我們歡

迎您與青少年協調員 Brooke Metivier 或執行董事 George Scarpelli 聯繫 . 即使您提出疑

慮，您的孩子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我們會保護並保密您的反饋。 

 

病假守則 (2 Sick 4 School Rule)  

 

薩默維爾市的病假守則列明「孩子們在得到充分休息後和感覺良好時學習得最好」。為了最好地

保護所有孩子的健康，患病（並且很可能具有傳染性）的學生不應上學。如果您的孩子有以下情

況，則不應該上課：體溫 100.4 度或更高、嘔吐或腹瀉、服用完整的 24 小時的抗生素療程（直

到傳染性得到控制）。發燒的學生應在沒有服用退燒藥的情況下退燒，並留在家中至少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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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這段時間可以讓孩子從疾病中恢復，並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增強免疫系統，讓他們可以抵抗在

學校接觸到的細菌和病毒。 

 

新冠措施 

 

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我們建議您查看新冠的每日健康檢查列表 —— 症狀列表和鏈接如下。如果

您的孩子出現其中一種症狀，他們都必須待在家裡 

 

● 發燒（華氏 100.0°

度或以上）、發冷 

● 呼吸困難或氣促 

● 新出現的味覺或嗅

覺失靈 

● 肌肉酸痛或身體酸

痛 

● 咳嗽（並非因為其

他已知原因而咳

嗽，如慢性咳嗽） 

● 喉嚨痛，同時伴有

其他症狀 

● 與其他症狀同時出

現的噁心、嘔吐或

腹瀉 

● 與其他症狀同時出

現的頭痛 

● 疲勞，與其他症狀

相結合 

● 合併其他症狀的鼻

塞或流鼻涕（並非

因為其他已知原因

而出現鼻塞，如過

敏） 

https://somerville.k12.ma.us/district-departments/nursing-schools/daily-health-checklist 

 

 

緊急情況 

 

所有青少年中心的職員都有急救和心肺復甦術的認證。職員將在受傷報告表格上報告孩子的受傷

情況，並在當天活動結束時通知家長/ 監護人。如果孩子有頭部或眼睛受傷，職員會立即通知家

長/ 監護人。職員亦會盡快將孩子出血或受傷的情況報告給家長/ 監護人。如果發生更嚴重的傷害

或疾病，職員將盡一切努力聯繫家長/ 監護人，並將孩子送往當地醫院。每當會員在參加青少年

中心活動期間受傷，職員都必須填寫一份傷害報告。當職員提交了傷害報告後，他們將會盡快致

https://somerville.k12.ma.us/district-departments/nursing-schools/daily-health-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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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家長，告知他們該事件。請確保您在孩子的會員申請表中列明他們所有過敏情況和服用的藥

物，並口頭告知青少年中心職員。 

 

建築方針和關閉程序 

 

開放時間 

青少年中心在薩默維爾公立學校學年的（9 月的第一天到 6 月的最後一天）週一至週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晚上 8 時開放。在薩默維爾公立學校的半日上課日子裡，青少年中心的開放時間為中午 

12 時至晚上 8 時。 

 

緊急關閉 

 

薩默維爾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隸屬薩默維爾市，必須遵守所有學校的停課的守則，包括公眾假

期、學校假期和因惡劣天氣而停課。如果本市因天氣或其他因素停課，青少年中心也將會關閉。

我們將盡一切努力通知父母和監護人，包括發送電郵通知，同時盡快在我們的社交媒體上發佈關

閉資訊。 

 

青少年中心會慶祝以下的節假 

 

青少年中心隸屬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署，須遵循薩默維爾市公立學校的日程安排。包括須在下

雪天關閉。 

 

以下是青少年中心將對會員關閉的節假列表。如有任何其他假期或中心需要關閉的資訊將會提前

發佈在我們的網站和青少年中心的 Instagram 頁面上。 

 

● 9 月 5 日—— 勞動節 

● 10 月 10 日 —— 原住民日 

● 11 月 8 日 —— 選舉日 

● 11 月 11 日 —— 退伍軍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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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至 25 日 —— 感恩節假期 

● 12 月 26 日至 1 月 3 日 —— 寒假 

● 1 月 16 日 —— 馬丁 · 路德 · 金紀念日 

● 2 月 20 至 24 日 —— 二月假期 

● 4 月 7 日 —— 耶穌受難日 

● 4 月 17 至 21 日 —— 四月假期 

● 5 月 29 日 —— 陣亡將士紀念日 

● 暫定 6 月 16 日為學年的最後一天，如果學年推遲，我們將開到當天為止（將在這天後關

閉） 

● 6 月 19 日 —— 六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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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默維爾公立學校 2022 至 2023 年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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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方針 

 

開放方針 

 

我們鼓勵會員在下午 2 時 30 分 至 8 時之間進入青少年中心參加中心的課後活動。如果有父母或

監護人批准並簽署許可，青少年可以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在任何時間離開並步行回家。如果青

少年每天需要由父母或監護人接走，他們只可以等到父母或監護人到達大樓接他們才可離開。我

們將記錄獲准接送每位青少年的人士。如果情況在學年期間發生變化，家長必須在接送前告知青

少年中心的職員。 

 

我們的「開放方針」如下 —— 我們註冊的（12-18 歲）會員可以在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時候進

出中心。但是，所有進出都會在「進入一次，離開一次」的情況下進行，這意味著會員不能在同

一天多次進出中心，以確保他們的安全。一旦會員離開，他們將無法在當天再次進入。此外，一

旦會員踏出 Edgerly School 的大門，他們就應該離開中心的範圍 —— 即他們不能在外面聚集聊

天。如有任何關於預約、會議等事項的問題、意見或疑慮，請提前聯繫青少年中心職員。 

 

會員可以在任何時間自由地進入青少年中心，並在任何時候離開中心。但是，每個會員每天只能

「進入一次，離開一次」：即會員一旦進入了青少年中心，他們就必須留下來直到他們打算離開

為止。一旦他們離開大樓，他們就無法當天重新進入中心。 

 

我們鼓勵家長和監護人持開放態度，與青少年中心的職員進行溝通，我們隨時可以通過電話或電

郵回答意見、問題和疑慮。由於青少年中心是青少年的空間，我們鼓勵父母和監護人僅在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之間到訪青少年中心。 

 

家庭和職員的溝通程序 

 

薩默維爾市公園和康樂青少年中心在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之間開放予家長和監護人參觀設施。如

有計劃到訪青少年中心，請事先透過電郵或電話聯繫我們。我們亦歡迎家長和監護人隨時聯繫青

少年中心的職員，我們將盡力在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之間回覆。我們亦請求家長不要在青少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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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時間，即下午 2 時 30 分至 8 時或下午 12 時 30 分至 8 時之間，到訪問青少年中心，除非

家長是來接送他們的孩子。我們亦鼓勵家長和監護人參與我們的活動，鼓勵青少年積極參與活

動，並在向青少年中心的職員提供他們的想法、建議和疑慮。為促進優質的溝通，家長和職員的

溝通程序如下： 

 

1. 在薩默維爾市康樂署的網站 (Somerville Recreation website) 上找出青少年中心：按在此

處 (look here) 查看每日的活動計劃時間表、零食餐單、即將舉行的活動、預定的中心關

閉時間、社區資源、必要的文書表格等。 

2. 中心職員會在每個季度與家長/ 監護人進行一次 Zoom 線上家長會議，會議的資訊將透過

電郵發送給家庭，並在薩默維爾康樂青少年中心網站上公佈。 

3. 電郵列表：您為您的孩子註冊時所提供的電郵號將被添加到我們的每月電郵列表中，我們

會透過電郵通知您未來的活動計劃，讓您了解我們舉辦過的活動，青少年資源和其他資

訊。 

4. 青少年中心的青少年協調員和其他職員會盡量及時回答家長/ 監護人的問題。職員將優先

考慮更嚴重的問題。感謝您的耐心與合作。 

5. 家長/ 監護人應向青少年中心提供最新的資料，尤其是更改電話號碼或離開許可。 

 

投訴程序 

 

如果會員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我們希望他們可以舒暢地告知青少年中心的職員，以便我們能夠在

事態升級前處理問題。職員將尊重會員所有的顧慮，並在保護會員隱私和保密的情況下處理問

題。 

 

如果父母或監護人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與青少年協調員聯繫，以便可以盡快私下解決問題。如

果青少年中心不知道出現了問題，或者可能會出現問題，我們就無法解決它。我們希望提供一個

可以讓您的孩子和其他會員都可以在青少年中心參與、社交和學習時感到安全和快樂的氛圍。 

 

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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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您和會員的意見和建議，它們都可以讓青少年中心變得更好。家長/ 監護人可以通

過電郵或電話的方式與我們的職員聯繫，我們亦會盡快回覆。青少年中心鼓勵家長/ 監護人聯繫

我們的職員以便安排實體或線上會議的時間。我們希望所有的實體到訪都可以預先安排在周一至

週五的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之間。 

 

 

 

聯絡資料 

 

電話：  

 

您可以就青少年中心相關的問題、評論、疑慮、安排會議時間等與 Brooke Metivier 聯繫。如果 

Brooke 無法接聽您的電話，請留言，我們會盡快與您聯繫。 

 

 

如果是緊急情況，而 Brooke 又無法接聽您的電話，其他職員將會提供幫助，Brooke 亦會在有需

要時跟進。 

 

電話號碼: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980 

 

電郵: 

 

請在電郵中的註明您的姓名、您孩子的姓名、「青少年中心」以及聯繫資訊（如有需要）。我們

將會盡快回覆您的電郵。 

 

青少年協調員的電郵 ： 

jvallesio@somervillema.gov 

gscarpelli@somervillema.gov 

 

mailto:jvallesio@somervillema.gov
mailto:jscarpelli@somervill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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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線上會議都對建立和促進與青少年會員家庭的關係非常重要，請提早預約安排會議。請發送電郵

或致電預約會議，亦請耐心等待職員的回覆，職員會盡早安排會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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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此同意書，並在您加入青少年中心的第一天攜帶此文件*** 

 

會員同意書 

 

本人 (監護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 (會員) ___________________已閱讀和同意遵守青少

年中心手冊的期望和執行準則。 

 

簽署: 

 

家長/ 監護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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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中心緊急聯絡人表 

 

孩子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所有您允許在本計劃活動中接您孩子的人的姓名。接送孩子時必須出示有照片的身

份證明文件。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孩子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孩子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任何孩子會過敏的東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允許我的孩子自己步行回家。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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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監護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打印此文件，並在您的孩子參加活動的第一天攜帶此文件。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致電 617-625-6600，分機號碼 2980 與公園和康樂署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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