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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kido Shinryukan, Beijing Seminar Registration Form 

 
*必填项目必填项目必填项目必填项目     *Compulsory Items 

姓名 

Name 

 年龄 

Age 

满           周

岁 

性别 

Sex 

男 女 

M    F 

所属道场  

Dojo 

 

自何时开始练习合气道 

When do you start studying Aikido? 

年       月 

  YY             MM 

现持有颁发的级别段位 

Current Dan/Kyu 

         合气会     级     /      段 

         Aikikai            Kyu         /           Dan  

所属道场指导员姓名  合气会有段者 

Dojo Instructor               Danholder in  Aikikai 

 

所 属 道 场 指 导 师 范 或 高 段 指 导 者 姓 

名 (四 段及以上) 

Supervising Instructor (4
th

 Dan or above) 

 

参加练习 

Attendance Time 

 

4 月 17 日(周五)晚上：18:00-21:00 (考试) 

Friday, April 17
th

: 18:00-21:00  (grading examinations) 

 

4 月 18 日(周六)下午：13:30-17:30 

Saturday, April 18
th

: 13:30-17:30 

 

4 月 19 日(周日)下午：13:30-17:30 

Sunday, April 19
th

: 13:30-17:30 

 

请在参加练习的日期上画圈。Please tick at your choice.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个人电话:                            紧急联系人 (电话) 

Personal:                              Emergency (include phone): 

 

讲习会参加规则(请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 

The Seminar Rules: (Please read carefully and comply with the rules strictly.) 

■参加练习者练习的是合气会合气道。必须了解并严格遵守合气道练习规则，及在道场的礼仪； 

■ All  participants  should practice  “Aikikai Aikido” on  the  seminar ,  the practice  rules and dojo manner  

should  be  followed; 

■请参加练习者准时到达练习场地，迟到者将被取消参加本次练习的资格； 

■ Please arrive on time, late participant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attend the seminar of the current day; 

■请尊重讲习会师范的指导。服从讲习会现场负责督导维持秩序的志愿人员的协调、安排； 

■ Please respect the Sensei’ s instruction, and follow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ordinator; 

■请尊重并保护您的练习对手，避免在练习中受伤； 

■ Please respect your practice partner and protect yourself during the practice; 

■为避免您的财物损失，维护环境整洁，请妥善保管个人财物，离场时带走您的个人物品(包括饮料瓶等

废弃物)； 

■ In order to avoid property loss and to keep the environment clean,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belongings and 

take away the garbage when you leave; 

■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 

■ Please turn off your mobile phone during the seminar; 

■请勿拍照摄影(结束后安排集体合影或个人与师范合影)； 

■ Personal photo taking is not allowed, the seminar coordinator will arrange the photo time after the seminar; 

■因场地条件限制，神流馆有权拒绝参观和取消您的练习资格。 

■ As space is limited, visitors may be denied entranc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coordinator. 

 

 

本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活动为非赢利性活动，不具有任何商业性质，系属合气道

爱好者之间关 于合气道技法的交流活动。 对本活动进行协调、 

联络、 指引的人员均为无偿的自 愿的个人行为，不视为活动发

起人亦或组织者。 

活动的参加者均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着自发组

织、 自愿参加、责任自负的原则，参加者须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和

财产安全负责。 

合气道的技法交流包括参加者之间的肢体接触，在交流过程

中，如出现意 外事故，全部责任由意外事故当事人自行负担，但

除意外事故当事人以外的参 加者有援助的义务。 

参加者活动场地内发生意外事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人身损害

及财产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除受损害人本人以外的任何人不承担

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特此 声明！ 

所有参加者均视为已明确本声明所告知事项。 

 

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免责声明，准确理解并完全同意上述全部内

容。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  ____  月 _____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