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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廣播好友營報名表格 – 粵語授課 

Qualification 報名資格： 

 Applicant must be 16 years old and above and fluent in speaking Cantonese or Mandarin. 

申請者必須年滿 16 歲及能操流利粵語或國語。 

 

Course Outline & Schedule 課程內容及時間表： 

 Suited for ages of 16 and above,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engage and familiarize with the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To enhance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discover your radio host 
characteristics and radio drama talents. 為 16 歲或以上人士提供一個認識及參與電台工作的良機。

從中提升溝通技巧，表達能力，發揮作為主持，演廣播劇潛能。 

 All courses will be taught in Cantones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pplicants w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internship training, including program host/radio drama performance. 以上課程以粵語授課，完成工

作坊後，將有機會進入由加拿大中文電台提供之實習訓練，包括節目主持／廣播劇演出。 

9 月 11 日 (星期五) – 3 小時 

時間 主講 主題 上課地點 

6pm – 7:15pm 黃慧聰 新聞與生活 
卡城中華文化中心 

197 – 1 Street SW 
Calgary AB 
T2P 4M4 

7:15pm – 8pm 小卒 電台與新媒體發展，視頻短片製作 

8pm – 9 pm 陳家燕 發揮主持潛能，節目策劃，宣傳聲帶創作 

  派發廣播劇本，預備明天工作坊廣播劇實習用 

 

9 月 12 日 (星期六) – 7 小時 

時間 主講 主題 上課地點 

10am – 11am 盧子俊 名人訪問技巧，音樂節目及實習 

卡城中華文化中心 

197 – 1 Street SW 
Calgary AB 
T2P 4M4 

11am – 12nn 亞拔 了解自我聲線，舞台司儀技巧 

12nn – 12:30pm - 休息 

12:30pm – 1:30pm 陳家燕 劇本創作，音效及剪接運用 

1:30pm – 5pm Eric Liu 廣播劇演譯，技巧示範，角色扮演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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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s’ Information 導師介紹： 

陳家燕 ： 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Deputy Station Manager 及節目部經理，自 2002 年開始擔任「一家人」

節目主持，並策劃，監製各類型節目及活動。熱愛廣播劇，先後創作及製作超過 20 套廣播劇

及聲音演出。 

黃慧聰 ： 新時代電視，前亞省面面觀監製／主持。現職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早晨新聞報導，熱愛新

聞，多媒體工作。積極參與體育，社區公益活動。 

盧子俊 ：  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節目監製，「陽光俊發」節目主持。自小熱愛廣播，15 歲開始，他的

聲音已與大氣電波結下不解之緣，主持過不同類型的音樂及資訊節目。近年，他主力與中港

台不同藝人聯繫，曾訪問約八十位歌手及電視藝員。 

亞 拔 ： 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節目「飛躍舞台」﹑「飛躍音符」主持，大型節目中擔任司儀，經驗

豐富。集唱作人一身的他，對音樂充滿熱情。更多次被邀出席大型音樂會上作表演嘉賓。 

Eric Liu： 香港商業電台廣播劇訓練班接受專業聲音訓練，曾參與多套廣播劇演出，用聲音演活不少人

 物性格。熱衷廣播劇及致力推動欣賞廣播劇文化。「一家人」環節「當年情」嘉賓主持，為

 聽眾帶來不少香港集體回憶。 

小 卒： 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節目「腦玩童」，「黑超電視」，「週六講呢 D」主持。資深網絡電

腦人，從新科技，多媒體中發掘新創意，在電台有電腦醫生之稱。 

 

Things You Need for Application 報名所需資料：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填妥報名表格 (if the Applicant is under 18 as of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please have a legal guardian fill out the Guardian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若申請者於報名當天未滿 18 歲，請監護人填寫監護人資料一欄) 

 A recent Photo of Applicant 申請者近照一張 

 $120 (tax included 已包稅) – Cash or bank draft only, cheque is not accepted. 只接受現金或銀行匯

票，恕不接受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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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to Submit Application Form 遞交報名表格方法： 

 Apply by mail or in person 郵寄或親身報名： 

1. Download Application Form 下載報名表格 

2. Drop-off or mail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Photo of Applicant and Fee to Fairchild Radio 

(Unit 109, 2723 – 37 Avenue NE, Calgary AB, T1Y 5R8). 填妥及簽署報名表格，連同申請者之

照片及費用，一併郵寄或遞交至卡加利加拿大中文電台 (Unit 109, 2723 – 37 Avenue NE, 

Calgary AB, T1Y 5R8)。 

3. If pay by bank draft, please make it payable to “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Ltd.” 如以銀行匯

票繳付學費，抬頭請寫上 “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Ltd.”。 

4. If submitting application in person, please do so ONLY on Monday – Friday from 9am to 5pm. 

若親自遞交報名表，請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九時至五時來臨本台。 

 

Deadline 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 

September 4, 2015 (Friday) 5pm 

 

Information Enquiry 查詢詳情： 

403-717-1940／www.fm947.com 

 

* Fee is non-transferrable and non-refundable. 費用恕不退還或轉授他人。* 

 

Fairchild Radio shall retain the above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coordinating the “2015 FM947 

Radio Workshop”. All information sha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destroyed when the course is completed. 

加拿大中文電台將保存申請者及監護人資料作「2015 廣播好友營」聯絡之用。資料將被保密，並於課程

完畢後銷毀。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or ambiguity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本文以英文及中文撰寫，如有抵觸，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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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照 

 

報名表格 申請者必須年滿 16 歲及能操流利粵語或國語 (粵語授課) 

 

請填妥以下資料，連同近照一張及費用 $120 (已包稅)，於 9月 4日下午 5時前一併郵寄或遞交

至加拿大中文電台 (Unit 109, 2723 – 37 Ave NE, Calgary AB, T1Y 5R8)。如以銀行匯票繳付費用，

抬頭請寫上“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Ltd.”。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男／女 年齡：   出生日期：   國籍：   

能操語言： 粵語 國語 英語  

職業： 中學 專上 在職 

電話：   

電郵：  

地址：  

   

從何得知「廣播好友營」消息? 電台／報章雜誌／網頁／臉書／朋友／其他   

你最想參與： DJ 廣播劇 新聞 製作 

簽名：  

 

若申請人於報名當天未滿 18 歲，請監護人填寫以下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電話：  與申請人關係：   

監護人簽名：   

 

*費用恕不退還或轉授他人* 

加拿大中文電台將保存參賽者及監護人資料作「廣播好友營」之用。所有資料絕對保密，並於課程結束後銷毀。 

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