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信息
香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賽 2019
賽前系列活動 之 第四期演講工作坊

內容：

普通話正音訓練、演講技巧培訓

形式：

集中授課（60 分鐘）、小組活動（60 分鐘）、演練及點評（30 分鐘）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恒生大學 A 座（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

（六）（第一節主題：由衷之言，A 座 404 室）

2019 年 3 月 16 日

（六）（第二節主題：條理分明，A 座 404 室）

2019 年 3 月 23 日

（六）（第三節主題：即興演講，A 座 404 室）

2019 年 3 月 30 日

（六）（第四節主題：語言藝術，A 座 404 室）

師資：

普通話正音：香港恒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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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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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費用全免

（本工作坊集中授課部分將通過 YouTube 進行直播，演練及點評部分將進行攝錄。
工作坊視頻經剪輯後將上載 YouTube 以供重溫。）

活動詳情請見 https://pth-chi.hsu.edu.hk/hsuppsc/
▪ 查詢：essiezhang@h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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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至：香港恒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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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edu.hk（張小姐）
Mail to: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ng Shin Link, Siu Lek Yuen, Shatin, N.T., Hong Kong
（Ms. Zhang）or
Fax to: 2882-9027 or
Email to: essiezhang@hsu.edu.hk（Ms. Zhang）

截止報名：2019 年 2 月 27 日
Application Deadline: 27th Feb,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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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演講工作坊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utonghua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9
Fourth Phase Training Workshops of Pre-competi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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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等未能參與工作坊者，需在工作坊開課前聯絡本所。
註 2：本所將在第一節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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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恒生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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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edu.hk
傳真：2882-9027
詳情請瀏覽右列網址：https://pth-chi.hsu.edu.hk/hsuppsc/
Enquiries: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l: 3963-5072 Ms. Zhang or 3963-5570 Ms. Lau
Email: essiezhang@hsu.edu.hk
Fax: 2882-9027
Please refer to website for details: https://pth-chi.hsu.edu.hk/hsupp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