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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TREE INT’L 主辦單位： 

• Harmony Tree 珩天⽂化是來⾃美加的國際藝⽂機構。⾃2005年起,⼀直致⼒成為北美和亞洲
的⽂化橋樑，將頂級表演藝術項⽬從美加帶到亞洲觀眾的眼前。踏入第18年，珩天的表演
項⽬共獲得11項由英國肯特公爵殿下頒發的全球⼤獎。 

報名程序： 

• 填寫報名表後請回傳到 info@harmonytree.tw 。您將收到PayPal 連結刷信⽤卡付款，完成報
名。報名截⽌⽇為2022年11⽉30⽇。只有在截⽌⽇期前收到完整表格和全額款項後才能確
認報名。請注意報名費⼀經繳交，概不退還。您將有專屬參賽者ID，⽤作提交比賽影
⽚。任何問題歡迎電郵 info@harmonytree.tw。 

• 如果學校希望為學⽣們集中代辦報名，請收集所有報名表格後統⼀回傳到電郵
info@harmonytree.tw。學校⽼師將成為代表，主辦⽅只會向學校開具⼀張包含所有參賽者
的註冊費總和 PayPal 發票，由⽼師代為刷卡付款。 

其他詳情和準則： 

• 比賽開放給所有4-18歲，且⽬前在台灣學校註冊的學⽣參加。每位參賽者可報名參加多於
⼀個比賽項⽬，報名年齡組別按完成報名程序⽇計算（如完成報名當天是5.5歲，即使比
賽期間達6歲，仍可報名參加4-5歲組）。參賽者必須從主辦⽅提供的選段中選⼀個進⾏拍
攝。選段內容不能作任何更改。所有素材已發佈在官網 www.harmonytree.tw/htisfcomp。 
 
Verse Speaking 詩詞朗誦 & Prose Reading 散⽂閱讀朗誦 ： Age 4 - 15歲  
Public Speaking 公開演講 & Monologue 角⾊獨⽩ ：Age 8 - 18 歲 

結果和獎項：  

• 初賽結果將於 2023 年 2 ⽉ 15 ⽇通過電郵公佈。您將收到⼀份報告，其中包含專業評語、
分數和晉級資格（如有）等細節。前 30 名選⼿將晉級於2023 年 5 ⽉在台北舉⾏的決賽。
決賽前 5 選⼿將獲發獎學⾦及獎旗。優秀選⼿們將獲邀受訪國際雜誌。 

指引、評選細則： 

• 評分主要標準： 1）聲調技巧︔ 2) 身體技巧︔ 3) 對⽂本的解讀和創意展現。詩詞朗誦及 
角⾊獨⽩項⽬：參賽者必須事先記熟作品，以說話形式敘述。散⽂閱讀朗誦：參賽者須拿
著作品閱讀。公開演講：參賽者可選擇使⽤提⽰卡，各年齡組別皆具有發⾔時限。 

• 拍攝完成後，請在 2022 年 12 ⽉ 31 ⽇或之前將您的短⽚以 .MP4 或 .MOV 格式發送至 
team@harmonytree.ca。請在電郵中附上您的參賽者 ID。遲交的參賽作品將不予受理。如
果您多次遞交，評審團只會處理收到的第⼀條短⽚。 

其他事項： 

• 參賽者有責任確保所有提交的信息正確無誤。所有材料均受珩天⽂化版權法的充分保護。
未經主辦⽅書⾯同意，您不能製作、使⽤、複製和/或分發材料的任何部分。以上未盡事
項，珩天⽂化保留做出所有最終決定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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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International Speech Festival 2022-2023 
珩天⽂化國際英語朗誦節 2022-2023

OFFICIAL USE ONLY 由官⽅填寫

Competitor No. : By:

Registration Payment: Final: 

REGISTRATION FORM 比賽報名表單

SECTION 1 甲部

1
Competitor’s Info 
參賽者信息

( English Name )

( 中⽂姓名 )

( School 學校名稱 )

( Grade 年級 )                       ( DOB 出⽣⽇期 )                          ( Gender 性別 )

( City / Region 所在城市/地區 )      

2
Contact Details  
家長聯繫信息

( Email 電郵 )

( Phone 電話 )

3
Category 
比賽類別

□ Verse Speaking 詩詞朗誦       □Prose Reading 散⽂閱讀朗誦                                 

□ Public Speaking 公開演講      □Monologue 角⾊獨⽩

□ Age 4-5 歲組       □Age 6-7 歲組         □Age 8-9 歲組     □Age 10-11 歲組                       

□Age 12-13 歲組    □Age 14-15 歲組     □Age 16-18 歲組 

4
Registration Fees 

報名費 NTD900  x  ____________ Category 項⽬  =  Total 合計 NTD _____________

SECTION 2 ⼄部

Your Signature below acknowledges that you have read, agreed and understoo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this 
Competition Harmony Tree has your consent to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submitted for marketing 
arrangements. All fees incurred are non-refundable. Students can register for more than one category but they 
can only register in ONE age group.  
 
您在下⽅的簽名即表⽰您已閱讀、同意並理解本次比賽的條款和條件。您也同意授權珩天⽂化使⽤參賽者提
交的信息和⽂檔進⾏項⽬宣傳等安排。請注意報名費⽤⼀經繳交，概不退還。每位參賽者可報名參加多於⼀
個比賽項⽬，唯所有參賽者只能報名與其年齡相符的組別。 
 
 
SIGNATURE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