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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D 亞太區舞蹈大賽 2014》
ATOD Pan Asia Dance Competition 2014
報名表 Entry Form

*每份報名表只報一個參賽節目 Separate form for each dance*

○組別 A~公開予所有舞蹈愛好者／團體：(請用“”表示 Please“”in the box provide)
兒童組 單/雙/三人 Children Single/Duet/Trio

兒童組 群舞 Children Group

青少年組 單/雙/三人 Teens Single/Duet/Trio

青少年組 群舞 Teens Group

公開組 單/雙/三人 Open Item Single/Duet/Trio

公開組 群舞 Open Item Group

○組別 B~參賽者必須為 2013/14 年度考生：(請用“”表示 Please“”in the box provide)
保薦導師姓名 Name of ATOD Teacher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保薦導師會員號碼 ATOD Teacher membership no.：

I.○獨舞賽 Solo ~ 兒童組 Children

青少年 Teens

公開組 Open Item

II.○編舞賽 Choreography ~ 單/雙/三人 Single/Duet/Trio

群舞 Ensemble Originality

＊組別 BII 編舞賽參賽者必須填寫 For BII Must be complete
此參賽舞蹈為 本人/我們之創作。如引起任何有關版權爭議的法律問題，概由本人/我們負責。
This dance entered for the competition is my/our creation. I /We will assume all the legal obligations incurred by infringements
on copyright should there be any.
編舞者簽署 Signature of Choreographer(s)：

參賽個人／多人/ 團體名稱 Name of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 (請用正楷填寫 Please fill in Block Letter)
中文 Chinese(BII 參賽者可填多人)：
英文 English：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Person：(中文 Chinese)
聯絡電話 Tel：

(英文 English)
傳真 / 電郵 Fax / E-mail：

通訊地址 Address：
舞蹈資料 Dance Information

(請以“”選擇 Please“”in the box provided)

(英文 English)

編舞者姓名 Name(s) of Choreographer(s)：(中文 Chinese)
舞蹈名稱 Name of Dance (中文 Chinese)：
舞蹈時間 Duration：
舞蹈類別 Dance Type：

(英文 English)：
舞蹈員人數 No. of Performers：男

□民族 National Dance □芭蕾 Ballet & Character □現代 Contemporary □爵士 Jazz & Hip-hop

舞蹈簡介 Dance Synopsis：(請用正楷填寫 50 字內。Please fill in Block Letter, Not more than 5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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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D 亞太區舞蹈大賽 2014》
ATOD Pan Asia Dance Competition 2014
舞蹈員資料：
Particulars of Dancers:
No.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可影印填寫) (Additional pages and enlargements are acceptable)

姓名 Name
(英文 English)

性別
Sex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身份証號碼 ID No.

(16 歲以下 under 16 only)

(16 歲以下 under 16 only)

1.

(m) /

(y)

(

)

2.

(m) /

(y)

(

)

3.

(m) /

(y)

(

)

4.

(m) /

(y)

(

)

5.

(m) /

(y)

(

)

6.

(m) /

(y)

(

)

7.

(m) /

(y)

(

)

8.

(m) /

(y)

(

)

*組別 B 參賽者必須繳交 2013/2014 年度考級証明影印本
*Copies of ATO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s are required for applications of Group B

比賽費用資料 Entry Fee：
$200 單/雙/三人 Single/Duet/Trio

$400 群舞 Group

銀行名稱 Name of Bank：

支票號碼 Cheque no.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 / 本團及參賽者均願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之規則，並絕對服從評審團之決定。
I am / We are willing to observe the rules made by the organizing body and will absolutely obey the decision of the adjudicating panel.
本人 / 本團的參賽者均健康良好，沒有任何一人患上心理或生理的疾病。特此聲明。
I / We acknowledge that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suffer from any psychical or physical disease.
團體蓋章(Chop)

個人 / 團體負責人簽署
Signature of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截止報名日期 Deadline：2014. 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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