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信息
香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賽 2019
暑期特訓（2017/18）
暑期特訓以演講理論講座與小組遊戲實踐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學生在導師指引下，
進行兩日特訓，可大幅提升演講能力。
日期：

2018 年 6 月 23 日及 24 日（星期六及日）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設小休、午膳及下午茶時間）

地點：

恒生管理學院 N 座 501 室（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內容：

備稿演講-上：所謂備稿演講，即有準備的演講。這一環節將側重指導學生
選擇演講的內容和提煉思想。
備稿演講-下：這一環節將側重指導學生對演講內容的梳理，以及形成文稿
的方法和技巧。
演講評核：學習做演講評判，學會分辨何為出色的演講。
即興演講：「即興」，即時興起的意思。這裡指沒有準備的演講。這一環節
將指導學生在拿到題目後，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釐清思路，就
指定話題進行演講。
實戰演練：學有所用，將學到的知識立即運用到演講當中，考察兩天活動
所得。
普通話正音訓練：每日兩堂普通話正音訓練課程，針對性改善粵語地區的學
生常見的普通話偏誤。

師資：

普通話正音：恒生管理學院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具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資格導師
演講技巧及點評：本港及內地資深演講培訓師、具卓越演講才能的知名人士
助教：香港新體驗演講會傑出演講員

證書：
▪

所有完整參與兩天夏令營的學生，將獲頒發聽講證書。

活動詳情請見 http://iclc.hsmc.edu.hk/

▪ 查詢：essiezhang@hsmc.edu.hk
或於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
致電 3963-5072 張小姐 / 3963-5570 劉小姐
（報名表格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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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至：恒生管理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化研習所
香港新界沙田小瀝源行善里（張小姐）或
傳真至：2882-9027 或
電郵至：essiezhang@hsmc.edu.hk（張小姐）
Mail to: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Hang Shin Link, Siu Lek Yuen, Shatin, N.T., Hong Kong
（Ms. Zhang）or
Fax to: 2882-9027 or
Email to: essiezhang@hsmc.edu.hk（Ms. Zhang）

截止報名：2018 年 6 月 15 日
Application Deadline: 15th Jun, 2018

詳情請參考「家長/法定監護人同意書」（適
用於未滿十八歲之學生）
Please refer to “Parental/Legal Guardian’s
Consent Form for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18”
for details.

香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賽 2019
賽前系列活動 之 暑期特訓（2017/18）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utonghua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9
Intensive Summer Training of Pre-competition Activities（2017/18）

個人報名表格
Application Form for Individual
姓名(中文)：
(Name in Chinese):

姓名(英文)：
(Name in English):

年齡 (Age) ：

*性別 (Gender) ：男 (M) / 女 (F)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

*家長 / 法定監護人緊急聯絡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no. of parent/legal guardian):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級別 (Form/Grade/Year)：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

學校地址 (Address of school)：

註 1：因事假、病假等未能參與暑期特訓者，需在暑期特訓開課前聯絡本所。
註 2：本所將在暑期特訓開課前向報名學員發出報名確認電郵。
*請刪去不適用者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本人明白及同意，由本報名表取得的個人資料，將用於與「香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賽 2019」活動相關行政及記錄
工作，而一切資料將予保密。
I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enrol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utonghua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9”. In all such circumstances, data will be
treated in strict confidence.
申請人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
恒生管理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化研習所
電話：3963-5072 張小姐 / 3963-5570 劉小姐
電郵：essiezhang@hsmc.edu.hk
傳真：2882-9027
詳情請瀏覽右列網址：http://iclc.hsmc.edu.hk/
Enquiries: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ang Seng Management College
Tel: 3963-5072 Ms. Zhang or 3963-5570 Ms. Lau
Email: essiezhang@hsmc.edu.hk
Fax: 2882-9027
Please refer to website for details: http://iclc.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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