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六屆新唐人電視台「全世界華人武術大賽」亞太初賽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for 2019 NTD Interna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 (Asia-Pacific Region) 

姓名 
Name 

聯繫電話 
Telephone

1. 一吋照片 2 張 (電子檔亦可)
Two 1-inch diagonal colored photos (digital file 
preferred)

2. 武術履歷 (主要武術經歷、獲獎文件影
本等)
Your Martial Arts resume (personal experience, copies 
of award certificates, etc)

3. 身分證明影本
A copy of your identity document

4. 報名費繳交憑證影本
A copy of the payment confirmation of registration fee

性別 
Gender 

電子郵件 
 Email 

年齡 
Ag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聯繫地址  
Address 

□台灣�Taiwan  □其他�other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Postal 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賽分類 

( 限選 

兩項) 
Competition 

Category 
(Check one 

or two 
boxes)

□男子拳術組 (19-60歲)

Male Unarmed division

□女子拳術組 (19-60歲)

Female Unarmed division

□ 少年拳術組 (10-18歲，不分男女)

Junior Unarmed division

□男子器械組 (19-60歲)

Male Weapons division

□女子器械組 (19-60歲)

Female Weapons division

□少年器械組 (10-18歲，不分男女)

Junior Weapons division

□南方拳術組 (19-60歲) Southern Fist Category
★少年組為 10-18 歲，不分男女組別

Junior divisions are for male and female of 10-18 years old

(1) 參賽套路 具體名稱 Name of the Competition Fo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拳種 /門派   Style / Lineage of the Competition Fo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武術學校/團體/門派/師承簡介 Affiliated Martial Arts School/Association/System/Lineage 

報名費 
Registration 

Fee NT$ 

學生憑學生證報名費新台幣 300 元，社會人士新台幣 800 元。 
Registration fee is NT$300 for a student with a valid student ID, and NT$800 for non-students. 

台灣地區：ATM 轉帳  銀行代碼 008  帳號 14910-010321-5 
Within Taiwan: Bank ATM transfer. Bank no.008;   Account no. 14910-010321-5 

台灣以外：大會現場繳交。Outside of Taiwan: Pay the registration fee on the competition site.

請將報名表，連同需繳交資料，以掛號郵寄或以電子檔 MAIL 至 martialarts@ap.ntdtv.com 

郵寄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號 19F  請註明：新唐人電視台「全世界華人武術大賽」亞太賽區組委會收 
Mail address: No.102 19F, Songlong Rd.,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63, Taiwan (R.O.C.). 
Please address to: NT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AP Region) 

豁 免 法 律 責 任 條 款  Waiver and Release Agreement (English see http://martialarts.ntdtv.com) 
本人同意 1）參加“新唐人全世界華人武術大賽”（以下簡稱“大賽”）不可能排除有受傷的危險；2）參加“大賽”的條件之一是本人將放棄向主辦團體

以及他們的雇員﹑大賽機構﹑主管人員﹑經理以及教練（以下簡稱“受保機構”）對參賽中本人可能遭到的意外傷害或損失提出索賠。本人同意在參賽期

間，如有損壞比賽場地，本人將承擔所有責任。3）根據此“豁免法律責任條款”（以下簡稱“條款”），本人將永遠放棄、解除和豁免所有因為參加本次

“大賽”而引起的法律糾紛和訴訟，無論是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已知或未知的。4）簽署此條款，本人將承擔所有參賽的風險。 

本人知道 2019 年 8 月在紐約舉辦的大賽會在台灣、德國和紐約進行初賽。本人將遵照主辦團體設立的比賽要求和規則。本人也不會在未經主辦團體同意的

情況下撤出比賽。本人同意授權主辦團體在其商業廣告中使用本人的個人簡歷，所有參賽中的照片和錄像。本人保證所填寫的個人簡歷是屬實的。大賽過

程中，本人有責任對簡歷中模糊和不正確的內容作出解釋和糾正。本人在條款上的簽名，說明本人除了認同條款內容之外不承認其他任何人的口頭或書面

說明。本人同意此條款受美國紐約州法律範圍的制約和解釋。在此，本人聲明是參賽者並閱讀完條款的全文，理解並同意按條款要求執行。(年齡在 18 歲以

下的參賽者需監護人簽字)    

選手簽名(Signature of Contestant or Guardian) _____________  

監護人姓名及與參賽者關係 ( Relationship and Name of Guardian):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________________ 

連同報名表，報名需繳交資料

Please also prov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