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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兩岸三地中小學全方位 STEM 大賽 

甲. 參賽者資料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學校名稱(中文) Name of School (Chinese):  

                                                                    

學校名稱(英文) Name of School (English): 
                                                                    

學校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 :  
(中 )                              (Eng)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電郵 Email (請以正楷填寫, 主辦機構會以電郵形式回覆確認)(Please fill in with block letters, 

confirmation email will be sent to above address):                                                  
丙. 參賽項目及組別 Entries and categories  

(請在所報參賽項目及組別 '口'中剔 )  (please tick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group) 

參賽組別 Competition Groups 

口低小組 (小學一年級-三年級 P.1-P.3)      口高小組 (小學四年級-六年級 P.4-P.6) 

口初中組 (中學一年級-三年級 S.1-S.3)       口高中組 (中學四年級-六年級 S.4-S.6) 

丁. 注意事項 Precautions (由學校代表填寫 Fill in by school representative.) 
1. 本人已經閱讀並同意遵守大會賽事安排及比賽章程。(請自行下載)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abide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events and competitions arranged Rules & 

Regulation (please download).   

2. 已填妥報名表格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s. 

3. 如選擇以郵寄方式遞交報名表格，請確保信件郵資充足。如有郵資不足情況，除收取每份信件行

政費用 $50 外，一切因郵資不足而廷誤的報名參賽表格，將不作受理，敬請留意。50 dollars will be 

charged if mail items do not bear sufficient postage and any delay due to insufficient postage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本人已仔細閱讀並同意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刊登於網上之個人私隱資料聲明及比賽章程。  
I declare that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and the Rules & 

Regul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posted on the website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Artist 

& Culture Association. 

 
學校代表簽署 : 

School Resp’s Signature:                                        日期 Date:                                        

http://www.hkieac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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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參賽者報名表格 

Additional Application Form for Group Entry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Chinese)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性別  

Gender 
參賽組別 

Competition groups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Chinese)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性別  

Gender 
參賽組別 

Competition groups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Chinese)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性別  

Gender 
參賽組別 

Competition groups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Chinese) 

成員姓名  

Group Member’s Name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 

性別  

Gender 
參賽組別 

Competitio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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