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編號 (大會填寫)：

姓名 (中文) : 性別 :          男              女 出生日期 :              年          月         日

姓名 (英文) : 

電郵地址 :

(*請用正楷填寫，若有失誤責任個人自負。)

就讀學校 : 年級 :
(中文名稱) (以2021年9月就讀的班級為準)

通訊地址 :

同行比賽之兄弟姊妹姓名 :             
(本會將配合兄弟姐妹於接近時間比賽及儘量配合您希望的錄影時間，
但不能百份百承諾，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比賽時間選擇 :           任何時間              上午              下午

參賽者家長名稱 : 聯絡電話 : 指導老師 :
(本人同意一經報名，不得調換參賽學生、不得退款，參賽學生及家長必須遵守比賽章程之內容，比賽期間大會擁有任何安排最終之決定權。)

          個人名義

(所有文件及証書寄往參賽者所提供的地址)
負責人 : 電話 : 

          教育中心名義

(所有文件及証書寄往由教育中心負責人提供的地址)
中心名稱 : 電話 : 

         K1-N1            K2              K3                P1-P2              P3-P4               P5-P6               S1-S3 請在選項         內填

參賽項目 大會(誦材編號或名稱)  / 自選(誦材名稱) 報名費用

普通話

兒歌 大會         自選 $320.-

古詩詞 大會         自選 $320.-

新詩 大會         自選 $320.-

散文 大會         自選 $320.-

三字經/ 弟子規/ 千字文 大會         自選 $220.-

粵語

兒歌 大會         自選 $320.-

古詩詞 大會         自選 $320.-

新詩 大會         自選 $320.-

散文 大會         自選 $320.-

三字經/ 弟子規/ 千字文 大會         自選 $220.-

英語
兒歌 (Nursery Rhyme) 大會         自選 $320.-

詩歌 (Verse) 大會         自選 $320.-

支票編號 : 報名費合計 = HK$

付款銀行 : 入賬目期 : 入賬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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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普藝盃」 

2022誦朗才藝大賽 報名表



報名辦法 : 請將下列文件郵寄至石湖墟郵政局 郵政信箱1045號，「香港語藝會」收。 

1. 填妥之報名表格 每位參賽者只可填寫一份報名表格。 
(請從網站下載報名表 www. theplatform-hk.com)

2. 參賽之誦材內文 自選誦材請將誦材內容打印於A4白紙；或電郵到 info@theplatform-hk.com。

3. 付款方法

銀行名稱 : 中國銀行 (香港)
戶口號碼 : 012-887-0014-2605
戶口名稱 : 香港語藝會/ The 
Platform

方法  1. 轉數快(FPS)
識別碼 : 160747077  
在「備註內容」一欄填上參賽者名字
及聯絡電話

方法 2. Paypal (Visa/Master card)
1  手機掃描QR code  2  輸入應付金額
3  按「立即付款」 在「加入附註」一

欄填上參賽者名字及聯絡電話

方法 3. 郵寄劃線支票
支票背後請寫上參賽者姓名及聯絡電
話，郵寄至石湖墟郵政局 郵政信箱 
1045號

方法 4. 銀行櫃員機入賬 (ATM)
過數後，在入數紙寫上參賽者姓名及
聯絡電話並電郵至  
info@theplatform-hk.com  

4. 貼有足夠郵費的回郵信封 如要索取報名費收據，參賽者/參賽機構請附上貼有足夠郵費的回郵信封。
(正式收據將於2022年12月底统一寄出)

比賽獎項

1 個人全能金獎 (獎盃及獎狀) 個人全能金獎 (獎盃及獎狀)

2 冠、亞、季軍 (獎盃及獎狀) 頒發給每小組比賽得分最高的第一、二、三名。

3 優異獎 (優異獎牌及優異獎狀) 頒發給每小組比賽表現優異的學生。(三至五位，視乎參賽者水平)

4 嘉許獎 (嘉許獎牌及證書) 頒發給其他完成賽事者而成績在60分或以上，以資證明與鼓勵。

5 最踴躍參加獎狀 會將頒發最踴躍參加獎予派出最多學生參賽的學校 / 教育中心。

6 獎勵券 頒贈給每小組比賽的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獎勵券面$30.00，可使用於
「2023文化瑰寶」朗誦項目參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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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1. 為準確計算「個人全能金獎」，每位參賽者所報的所有比

賽項目只需填寫一份報名表格。

2. 報名可透過 (1)學校、(2)教育中心或、(3)自行報名。

3. 如是自選誦材參賽，自選的誦材內文必須與報名表格一並

遞交。

4.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5. 比賽通知函將以電郵通知，請將本會電郵地址 「info@

theplatform-hk.com」儲存於您的電郵通訊錄中，以免您

的電郵軟件誤將大會發出之「參賽通知函」列為「垃圾郵

件」錯失比賽

6.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嚴重，為保障所有參

賽者、家長及工作人員的健康，本會決定本年度「第

十三屆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所有項目采用「錄影模

式」進行。

7.  所有比賽規則及章程以大會網頁為準，如有修改，恕

不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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