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

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1 HK3P19 ※ 樂．悠．遊 (印度) (獨舞) 12 KN5P15 ※ 手鼓樂 (韓國) (雙人舞) 23 NW3P02 ※ 我的好同伴 (日本) (雙人舞) 24 KN2P10 * 快樂的小男孩 (韓國) (三人舞) 35 NW3P30 # 菲律賓雙人舞 (菲律賓) (雙人舞) 2
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2 KN5P15 ※ 韓國鼓舞 (韓國) 203 NW3P30 # 亞齊的春天 (印尼) 94 HK1P04 # Bollywood Dance (India) 95 NE2P03 * 小花女 (印度) 20
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6 NW3P02 ※ 和太鼓 (日本) 327 KN2P10 ※ 花兒朵朵 (韓國) 368 KN2P17 # 古麗 (西域) 189 KN6P11 ※ Temi Mero Ma Pimro (Nepal) 1410 NW3P19 ※ 小長今 (韓國) 3411 KN5P14 # 小喜悅 (朝鮮族) 17

1.2.3.3.3.3. 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道具/ 佈景/ 舞台道具/ 佈景/ 舞台道具/ 佈景/ 舞台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資料表效果資料表效果資料表效果資料表」。」。」。」。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構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構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構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構。。。。主辦機主辦機主辦機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 佈景/ 舞台效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 佈景/ 舞台效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 佈景/ 舞台效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果果果。。。。

小學組總評及成績公佈 1225-1245

1045-1100
1045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領隊須知已於1月中旬更新，各領隊務請細閱。修正/ 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的申請已於2015年1月14日截止。本會將不再接納修正/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的申請，包括比賽當天。如學校發現本會漏改資料，請立即致電 3741 2973 與本會聯絡。
中學組東方舞比賽 1155-12251110 1115-11401140-1155

小學高年級組中場休息 1015 1030-1045

09000920 0930-09500950-1000
1000

日期: 4/2/2015 (星期三)  時段: 上午場館: 荃灣大會堂 小學高年級組

小學低年級組中學組東方舞比賽 1000-1030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小學組東方舞
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1 KN2P23 * 鄉情 (尼泊爾) 122 NE1P09 ※ 日本舞 (日本) 253 KN2P10 ※ 童樂童趣 (韓國) 13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1 NW3P02 ※ 山形花笠舞 (日本) 322 NW3P19 手鼓舞 (北朝鮮) 423 HK3P08 ※ Bollywood Dance (India) 124 KN5P12 ※ 鼓韻 (韓國) 125 NW3P30 陽光下的亞齊 (印尼) 136 KN5P15 ※ Discowale Khisko (India) 277 KN2P23 * 豐收樂 (印尼) 14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4 NE1P09 # 印度舞 (印度) (獨舞) 15 KN2P10 * 洗衣歌 (韓國) (三人舞) 36 NW3P19 ※ 兔子啊兔子 (韓國) (三人舞) 37 HK3P08 ※ Aaja Nachle (India) (Duet) 28 NW3P19 ※ 蝶兒 (韓國) (獨舞) 1編號 學校編號 編排 舞蹈名稱 人數 最後報到時間 比賽時段8 NW3P02 ※ 印度女孩 (印度) (雙人舞) 29 KN2P23 ※ 喜舞 (印度) (雙人舞) 210 KN5P15 ※ 阿拉伯之旅 (阿拉伯) (三人舞) 311 KN5P12 # 花笠舞 (日本) (雙人舞) 212 KN2P23 ※ 非洲女孩 (非洲) (獨舞) 113 NW3P30 # 在河邊 (菲律賓) (三人舞) 3

1.2.3.3.3.3. 修正/ 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的申請已於2015年1月14日截止。本會將不再接納修正/ 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的申請，包括比賽當天。如學校發現本會漏改資料，請立即致電 3741 2973 與本會聯絡。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所有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於2014年12月1日前呈交「「「「道具/ 佈景/道具/ 佈景/道具/ 佈景/道具/ 佈景/舞台效果資料表舞台效果資料表舞台效果資料表舞台效果資料表」。」。」。」。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如未有提交，，，，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請務必盡早致電3741 2973 聯絡主辦機構構構構。。。。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未有呈交資料表的隊伍在舞台上使用道具/佈景/ 舞台效果佈景/ 舞台效果佈景/ 舞台效果佈景/ 舞台效果。。。。
中學組東方舞比賽及中場休息 1610-1850小學組成績公佈 1600-1610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領隊須知已於1月中旬更新，各領隊務請細閱。

14551515 1525-15451545-1600

1435 1505-1525

1330 1400-1420
13501415 1420-14451445-1505

小學低年級組
小學高年級組
小學低年級組
小學高年級組

日期: 4/2/2015 (星期三)  時段: 下午場館: 荃灣大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