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13 th Trilingual Oral Arts Competition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性別:

年齡: 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 男 □ 女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

家長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報名
□團體報名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選用團體報名表

導師/學校資料
就讀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導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電話: 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語言及類別: (可同時報三語及多種類別)
普通話:

□自選*

□校際誦材

□兒

歌

**歡迎使用校際誦材;自選誦材請連同報名表一同提交

□自選*

□校際誦材

□新詩

□兒歌

□散文

□ _______

□弟子規

□古詩

□新詩

□故事

□ _______

□三字經

□故事

□自選*

□校際誦材

□繞口令

□散文

□兒歌

□散文

□ _______

□演

□ ________

□新詩

□故事

□ _______

講

英語:

粵語：

誦材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 (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粵)
參賽日期(地點) : □ 2018 年 12 月 25 日(尖沙咀文化中心) ; □ 2018 年 12 月 26 日(沙田大會堂)
參賽項目及報名費:
(獲獎時只有一個獎盃)
(獲獎時只有一個獎盃)
□ 每人單項 $380；
□ 對誦/親子/師生/合誦 2 人每組 $480；
□ 3 至 6 人 $600;
獎狀及名牌領取方式 :
□ 到本中心領取； □ 以郵寄送出 [請於報名時交回貼上郵票($4.5)的回郵信封(A4 尺寸)]
參加項目總數: _________ 總報名費: _________

現金□ 銀行□ 支票□ 銀行: 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法:
1.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支票(支票抬頭請寫“Innovative Centre of Education Co., Ltd. 或博學坊教育有限
公司”)，並寄至“新界荃灣青山道 264-298 號南豐中心 8 樓 825-828 室”，信封封面請註明“博藝
盃全港朗誦比賽”。
2. 直接將報名費入賬到本機構匯豐銀行賬戶 747043-362-838 或中國銀行賬戶 012-377-10063-340，然
後將入賬收據(須用收據正本)連同報名表格及自選誦材寄往/傳真/電郵至本機構。
3. 若親臨本中心報名，請先致電 2493-3066 預約。
4. 截止報名日期 : 2018 年 12 月 10 日。
5. 本機構將於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在網上和 Facebook 公佈當日比賽安排，也會電郵各參賽者。

比賽資料
比賽語言：普通話 / 英語 / 粵語
比賽項目：個人獨誦 或 雙人親子 / 師生 / 對誦 / 合誦 或 多人組
比賽類別：兒歌 / 新詩 / 古詩 / 散文 / 故事 / 繞口令 / 演講 / 三字經 / 弟子規
比賽組別：幼兒組 / 小學組 / 中學組 （每組再各分三組）
比賽獎項：每組評選出金、銀和銅獎(名額不限)，均獲獎盃及獎狀，優良獎只獲獎牌和獎狀；獲得三項
或以上金獎者將獲頒「全能金獎」；只獲一至兩項金獎者將獲頒「卓越挑戰獎」；每位參賽者
均獲頒「參與證書」乙張；學生榮獲金獎的老師將獲頒「傑出指導獎」
；最多學生參賽的學校
/ 教育機構將獲頒「最踴躍參與獎」；獲獎最多的學校 / 教育機構將獲頒「傑出教育獎」。
比賽誦材：自選誦材(須與報名表一併遞交)；校際誦材。
參賽資格: 本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溫馨提示
1. 如因資料不全或郵資不足，引致收不到大賽回郵，本機構概不負責。
2. 比賽結果將於每場比賽結束後即時公佈及頒發獎盃，獎狀及貼於獎盃上的名牌將於一個月後派發。
3. 報名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自選誦材者須將誦材一併遞交。
4. 請確保參賽者身體健康，如比賽當天因身體不適表現欠佳或不能出席，本機構不會安排重賽、退回
款項及承擔任何責任。
5. 主辦機構對是次比賽的所有安排擁有最終解釋及決定權，任何人不得異議｡
申請條款：
1.

本報名表格內有關的個人資料，僅供博藝盃（下稱本機構）有關職員作處理申請事宜之用。

2.

參賽者所填報之資料必須完整、屬實，違規者均可能被取消資格。

3.

在處理報名申請之後：甲、如報名申請不被接納，本機構將銷毀一切有關的個人資料；
乙、成功申請者的個人資料將會存入參賽者檔案中，並由本機構專職員工處理。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者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參賽者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來函本機構。

5.

本機構將根據實際報名情況，安排當天的比賽場次，參賽者不得更改比賽日期及時間、轉讓他人或退款。

6.

本機構有權取消、更改原定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

7.

參賽者將定時收到本機構「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之最新消息及通知。

8.

每名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參加就讀年級組別內的不同比賽項目。

9.

參賽者務必工整、完整及正確填寫所有資料，本機構恕不接受任何後補資料。

10. 為確保比賽質素，本機構「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參賽人數設有上限，額滿即止。
11. 本機構轄下所有活動記錄、相片、錄像、形式之版權及使用權均屬本機構所有，本機構有權作內部、對外活動及推廣之
用途而不另行通知。
12. 本機構保留更改以上所有條款之內容及詮釋比賽規則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本人，以家長/監護人身份代表參賽者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姓名)，聲明本報名表格所載一切資料均
屬真確，並無遺漏。本人已細閱申請表格之附錄及同意有關「第十三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申請條款。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辦機構: 博藝盃賽事籌委會
網
站: www.broadcentre.com
電
郵: broadctr@gmail.com

簽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電話: 2493-3066
傳真號碼: 2493-3055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broad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