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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領隊須知（一般舞蹈） 

((((一一一一))))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電話：3741 2973    傳真：3741 2979 

網頁：hksda.org.hk    電郵：schools.dance.festival@gmail.com 

比賽當日緊急聯絡電話： 6351 5958/ 6236 4250 

地址：觀塘鴻圖道 17 號發利工業大廈 10 樓 1016 室 

((((二二二二)))) 瀏覽最新消息瀏覽最新消息瀏覽最新消息瀏覽最新消息    

比賽資料若有任何修正/ 補充/ 更改，將上載至上述網頁。參賽學校須在比賽前一天瀏覽學界舞

蹈協會網頁《最新消息》，以確保比賽的安排有否更改或變動。 

((((三三三三)))) 下載賽程下載賽程下載賽程下載賽程    

賽程已於十二月中旬上載至上述網頁，下載比賽相關資料的步驟如下: 

1. 下載 2014-2015 度學校會員名單，在‟尋找目標”欄輸入學校名稱查閱會員編號。 

2. 按參賽舞蹈種類及組別，下載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賽程，在‟尋找目標”欄輸入會員編號查閱

比賽資料。（在同一組別參加多於一齣舞蹈，請在尋找第一齣舞蹈後再按 Enter 直至完成搜尋。） 

((((四四四四))))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 / / 更改舞蹈資料更改舞蹈資料更改舞蹈資料更改舞蹈資料    

1. 參賽學校如欲修正/ 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 (包括舞蹈名稱、舞蹈員人數及舞蹈編排)，必須於下

表所列的截止日期前將資料傳送至上述電郵，並在電郵主旨及內容列明比賽日期 (年/月/日) 

及學校名稱。(例如：20150302 XX 小學)  

主辦機構將以電郵回覆貴校確認資料已收到。如在兩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電郵確認，請致電

上述電話查詢。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截止日期後在截止日期後在截止日期後在截止日期後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的申請將不將不將不將不獲獲獲獲接納接納接納接納，，，，包括比賽當日包括比賽當日包括比賽當日包括比賽當日。 

 

比賽日期 修正/ 補充/ 更改舞蹈資料截止日期 

2015 年 1 月 23 日－2 月 1 日 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 

2015 年 2 月 3－15 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 

2015 年 3 月 5－11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2. 賽程 (更新版) 將於下表所列的日期上載至學界舞蹈協會網頁: 

比賽日期 上載更新版賽程日期 

2015 年 1 月 23 日－2 月 1 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星期四） 

2015 年 2 月 3－15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 

2015 年 3 月 5－11 日 2015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 

3. 禁止參賽隊伍以任何形式向評判顯示學校或舞蹈團體或編舞者名稱。（包括在舞蹈服飾上顯示

學校名稱或縮寫、校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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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節錄自 2014201420142014 年十月份上載年十月份上載年十月份上載年十月份上載的的的的比賽資比賽資比賽資比賽資料料料料 8888.1.1.1.1，，，，8888.2.2.2.2 及及及及 9999.1.2.1.2.1.2.1.2 段段段段））））    

1. 如發生以下情況，隊伍將被取消比賽資格或禠奪成績（8.1段）： 

a. 同一校舍的上午校、下午校（各自有完整的小學班級結構）的學生合併參賽； 

b. 以小學高年級學生參加小學低年級組比賽； 

c. 以同一齣舞蹈參加多於一項舞蹈種類（該齣舞蹈在所有舞蹈種類的成績均會被禠奪）； 

d. 接獲具名者提供資料及證實未有處理或侵犯舞蹈作品版權； 

e. 穿有鞋碼或踢躂鞋的參加者未有自備木板墊底保護舞台地膠； 

f. 獨/ 雙人/ 三人舞的舞蹈員人數不符合主辦機構規定 

2. 如發生以下情況，隊伍的成績將被降一級（例如由優等獎降為甲級獎）（8.2段）： 

學校在比賽當日提交錯誤或不完整的舞蹈音樂而獲重賽 

3. 如發生以下情況，該齣舞蹈的得分將被扣一分（9.1.2段）： 

a. 超逾舞蹈演出時限規定； 

b. 群舞的舞蹈員人數不符合主辦機構規定 

((((六六六六)))) 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交通安排    

1. 旅遊巴出入停車場，須在車頭擋風玻璃處展示「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字樣及學校

名稱，並依主辦機構/場館工作人員指示停泊車輛。停車場只供上/落，不准停車等候。 

2. 高山劇場 

a. 只容許限載 24 人的小型旅遊巴進入劇場門口，大型旅遊巴須停泊在高山道避車

處（見下圖）接載學生，然後學生可經有蓋行人通道/ 自動電梯步行至劇場入口。 

b. 附近的收費停車場已經停用，請學校呼籲家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場館。 

c. 港鐵沙中線正在進行工程，前往高山劇場部分道路將因應工程需要而封閉，請

學校預留較多時間前往場館。 

3. 大埔文娛中心    

停車場沒有足夠空間讓旅遊巴回轉，旅遊巴只能在文娛中心入口路旁接載學生，學生

需自行步行至文娛中心。    

4. 請叮囑舞蹈員在進入後台範圍前不要赤腳並穿著能保護雙腳的鞋子，以免受傷。    

 

 

高山道避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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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報報報報到到到到    

1. 所有隊伍的參賽學生須在指定報到時間前抵達場館。學校代表須在各場館大堂的報到

處呈交下列文件: 

a. 比賽音樂（格式見頁 3 第九項） 

b. 個別舞蹈資料表（附表 1）：每齣舞蹈一份，必須單面填寫 

c. 編舞資料表（附表 2）（申請編舞獎適用）：每齣舞蹈一份，必須單面填寫 

2. 中學組現代舞、西方舞和爵士舞及街舞組別須同時提供英文版本的舞蹈簡介（附表 3）

及編舞資料表供外籍評判閱覽。 

3. 比賽時段可能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動，隊伍須在報到時間後做好所有出場準備，並留

在化妝間或等候區內等待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安排比賽。 

((((八八八八)))) 遲到遲到遲到遲到    

1. 參賽隊伍如因突發事故，未能在賽程上顯示的報到時間抵達比賽場館，領隊必須盡早

在該指定時間前致電上述緊急聯絡電話（見頁 1）通知主辦機構報到處工作人員，以

便作出安排，否則主辦機構有權取消遲到隊伍的參賽資格。（時間以天文台時間為準） 

2. 遲到隊伍遲到隊伍遲到隊伍遲到隊伍須在須在須在須在 5555 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釋遲到原因解釋遲到原因解釋遲到原因解釋遲到原因。。。。    

3. 遲到隊伍在抵達比賽場地後須立即前往後台準備，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將盡早安排比賽。 

((((九九九九)))) 比賽音樂比賽音樂比賽音樂比賽音樂    

1. 只接受 CD制式，不接受以 MP3 格式錄製的 CD。 

2. 每隻 CD只可收錄比賽的一首音樂。學校須使用封套盛載 CD，並須在封套上及 CD

面，註明會員編號、學校名稱、舞蹈名稱及舞蹈時間。（不可於 CD 面貼上標籤貼紙

及須使用油性筆於 CD 面寫上以上資料） 

3. 如音樂多於一條音軌或需要在中途停頓，須在封套上標明音樂於何時停頓及於何時再

次開始播放。 

4. 報到處工作人員將在學校報到時以小型音響播放音樂，領隊老師須確認音樂。 

5. 由於場館音響與學校音響及主辦機構小型音響設施有所不同，請領隊老師隨身攜帶備

份音樂（不同格式），以備不時之需。 

6. 如在演出時音樂發生問題，隊伍須繼續完成演出，主辦機構將立即查證原因，如證實

是主辦機構/ 場地的技術問題，隊伍可向評判申請重賽。 (如領隊要求即時終止音樂，

須簽署終止比賽聲明，以示知悉在終止比賽後，未必能獲安排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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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 學校工作人員學校工作人員學校工作人員學校工作人員    

1. 為保障學生安全，後台及化妝間嚴禁非工作人員出入。學校工作人員將於報到時獲分

配「學校工作人員證」以識別身份。每所學校最多獲分配 5 個「學校工作人員證」；

只參加獨/ 雙人/ 三人舞的學校最多獲分配 2 個「學校工作人員證」。 

2. 所有學校工作人員（包括非舞蹈員的學生）必須憑證出入後台及化妝間。請各隨隊工

作人員把學校工作人員證掛在頸上，以便主辦機構工作人員識別。 

3. 隊伍離開場館前須交還「學校工作人員證」予報到處，如有遺失，必須在 5 個工作天

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釋原因。 

4. 特殊學校或在同一天派出小學低年級及小學高年級比賽群舞的學校可在報到時申請最

多 3 個額外「學校工作人員證」。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試台試台試台試台/ / / / 舞台標記舞台標記舞台標記舞台標記    

1. 所有組別不設試台時段所有組別不設試台時段所有組別不設試台時段所有組別不設試台時段，，，，特殊學校組別除外特殊學校組別除外特殊學校組別除外特殊學校組別除外。。。。（特殊學校須知詳列於頁 5 第十六項） 

2. 場館的舞台資料詳列於頁 10 第三十項。主辦機構將以白色舞台膠紙在舞台上標示 9

個方位（包括 Centre mark 及 Quarter marks），請學校善用這些舞台標記模擬舞台環境

供學生練習。 

3. 為使評判不會看到準備出場的舞蹈員，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將在台側側幕地下以白色舞

台膠紙畫上箭咀及分隔線，請提醒舞蹈員在準備出場時站於分隔線後。 

4. 參賽隊伍不可在舞台上貼任何標記，特殊學校組別除外。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燈光及背幕燈光及背幕燈光及背幕燈光及背幕    

1. 只提供一致的燈光效果予所有參賽隊伍。 

2. 學校可選擇白色天幕（藍天）或黑色布幕（大埔文娛中心為紅色天幕）為舞台背景。

（須在個別舞蹈資料表乙部剔選）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佈景佈景佈景佈景////    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表表表表    

1. 為保護場館設施，所有使用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隊伍必須填寫道具/ 佈景/ 舞台效

果資料表並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前傳真至上述傳真號碼（見頁 1），並致電

上述電話（見頁 1）確定表格已收妥。    

2. 本屆的舞台服務承辦商將於 2015 年 1 月 9 日前致電負責老師跟進道具事宜（如未有收

到電話即代表無須跟進）。    

3. 如技術總監認為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存在安全問題，將要求有關學校提交相關文件

證明安全。    

4. 主辦機構技術總監有權禁止隊伍在舞台上使用與比賽前提交的「道具/ 佈景/ 舞台效

果資料表」上不一致的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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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佈景佈景佈景佈景////    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    

1. 所有道具及佈景須由學校自行準備，，，，包括桌椅包括桌椅包括桌椅包括桌椅。。。。    

2. 道具及佈景如有尖角，須確保道具上的尖角及在舞蹈過程中任何會與地面接觸的範圍

已以厚實的透明膠紙包裹，以保護舞台地膠。 

3. 禁止使用的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詳列於本頁第十五項。 

4. 學校必須自行確保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的安全性，若導致表演場地或設施損毀或演

出者受傷，須自行賠償一切損失及承擔責任，主辦機構無須負責。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禁禁禁禁止止止止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佈景佈景佈景佈景////    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舞台效果    

1. 禁止使用任何可能影響舞台及觀眾席安全的道具及佈景，如鐵及玻璃，而主辦機構技

術總監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2. 禁止使用下列舞台效果，而主辦機構技術總監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a. 任何可能影響舞台安全的舞台效果，例如水、火、激光及放/射紙炮; 

b. 任何可能影響下一隊演出的舞台效果，例如在舞蹈員頭髮或身體上塗抹爽身

粉、金粉及俗稱「蛇粉」的痱香粉; 

c. 向觀眾席拋/ 投出任何道具; 

d. 舞蹈員從觀眾席跳上舞台或從舞台躍下至觀眾席。 

3. 若違反以上規定，學校須在 5 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釋違規原

因，否則主辦機構有權禠奪該隊伍的成績。 

4. 若違反以上規定而導致表演場地或設施損毀或演出者受傷，學校須自行賠償一切損失

及承擔責任，主辦機構無須負責。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特殊學校須知特殊學校須知特殊學校須知特殊學校須知    

1. 請於賽程上顯示的「抵達後台時間」前抵達後台準備試台。 

2. 正式演出正式演出正式演出正式演出：：：：各隊可使用最多十個不會損壞舞台地膠的額外舞台標記。為使學生熟習舞

台標記的顏色及圖形，學校須自備舞台標記並負責貼上及移除舞台標記。 

3. 後台走位後台走位後台走位後台走位：：：：時限為 5分鐘。舞台後方/後台台側將設有一個與舞台比例相若的走位空

間，主辦機構將以白色舞台膠紙在該空間標示 9 個方位（包括 Centre mark 及 Quarter 

mark），讓同學在正式試台前適應方向、空間及與其他同學之間的距離，為免影響正

式綵排的隊伍，此時段不能播放音樂。當舞蹈員進入後台走位空間，主辦機構工作人

員將立即開始計時 5分鐘，包括擺放佈景/ 道具（如有）、貼上及移除學校舞台記號

（如有）的時間。 

4. 試台綵排試台綵排試台綵排試台綵排：：：：時限為 5分鐘。當佈景（如有）及舞蹈員準備就緒後，舞台總監將開始嚴

格執行計時。學校可使用主辦機構提供的小型音響設施，但須另備 CD播放。（報到

時呈交的音樂不能在試台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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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後台後台後台後台/ / / / 化妝間化妝間化妝間化妝間/ / / / 等候區等候區等候區等候區    

1. 化妝間數量有限，需多隊共用，請互相遷就和忍讓，並自行保管財物。如有遺失，主

辦機構不會負責。 

2. 化妝間/ 等候區的使用時間由上午九時開始，先由比賽次序較前的隊伍使用。下午比

賽的隊伍需待上午比賽的隊伍離去後才獲安排使用化妝間/ 等候區。 

3. 主辦機構建議各隊先行在學校為舞蹈員做好所有出場準備，包括化妝及服裝等。 

4. 主辦機構已預留觀眾席予早到/ 已完成比賽的隊伍欣賞比賽，請盡量騰出化妝間/ 等

候區的空間。 

5. 後台嚴禁非工作人員後台嚴禁非工作人員後台嚴禁非工作人員後台嚴禁非工作人員出入出入出入出入，，，，只有該齣舞蹈的舞蹈員只有該齣舞蹈的舞蹈員只有該齣舞蹈的舞蹈員只有該齣舞蹈的舞蹈員、、、、後備及佩帶後備及佩帶後備及佩帶後備及佩帶「「「「學校工作人員證學校工作人員證學校工作人員證學校工作人員證」」」」

的學校工作人員可的學校工作人員可的學校工作人員可的學校工作人員可出入後台及化妝間出入後台及化妝間出入後台及化妝間出入後台及化妝間。。。。 

6. 不可在舞台兩側及所有通道上排舞。 

7. 大埔文娛中心後台化妝間將闢作男、女更衣室及洗手間。參賽隊伍須在報到後留在活

動室內等待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安排比賽。 

8. 荃灣大會堂後台化妝間將闢作出場準備區。參賽隊伍須在報到後留在一樓展覽館內等

待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安排比賽。展覽館內將搭建兩座帳篷闢作男、女更衣室。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比賽流程比賽流程比賽流程比賽流程    

1. 比賽時間及次序可能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動，請隊伍依從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指示。    

2. 如參賽隊伍在報到後離開化妝間而未能依比賽次序出場演出，將不獲重新安排比賽。    

3. 如需預先擺放大型道具，需依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指示，才可進入舞台擺放。    

4. 當司儀按鐘一下時，舞蹈員即可步進舞台作好定形或站在台側準備，司儀將在此時宣

讀比賽編號、舞蹈名稱及舞蹈簡介。（司儀不會宣讀學校名稱，請各隊伍留意） 

5. 當舞蹈員準備就緒，司儀會按鐘兩下，比賽隨即開始。 

6. 如音樂如音樂如音樂如音樂多於一條音軌多於一條音軌多於一條音軌多於一條音軌或或或或需要在需要在需要在需要在中途中途中途中途停頓停頓停頓停頓，，，，領隊老師必須站在舞台總監旁邊給予提示領隊老師必須站在舞台總監旁邊給予提示領隊老師必須站在舞台總監旁邊給予提示領隊老師必須站在舞台總監旁邊給予提示。。。。    

7. 隊伍須在舞蹈完結時離開舞台或定形，無需謝幕。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申請重賽申請重賽申請重賽申請重賽    

1. 如因舞台技術問題影響演出，負責老師須於舞蹈員退場後即時即時即時即時向舞台總監申請重賽，

並須由學校負責老師填寫及簽署由主辦機構代表提供的申請重賽表格，而評判之決定

為最終決定。 

2. 如重賽申請獲得批准，重賽須立即進行。 

3. 如如如如隊伍隊伍隊伍隊伍因提因提因提因提交交交交錯誤錯誤錯誤錯誤或不完整的舞蹈或不完整的舞蹈或不完整的舞蹈或不完整的舞蹈音樂或在同一音樂或在同一音樂或在同一音樂或在同一 CDCDCDCD 收錄收錄收錄收錄多於一多於一多於一多於一條音軌而未有通知條音軌而未有通知條音軌而未有通知條音軌而未有通知主主主主

辦機構辦機構辦機構辦機構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負責老師須於負責老師須於負責老師須於負責老師須於舞蹈員退場舞蹈員退場舞蹈員退場舞蹈員退場後即時向舞台總監後即時向舞台總監後即時向舞台總監後即時向舞台總監申請重賽申請重賽申請重賽申請重賽，，，，並須由學校並須由學校並須由學校並須由學校

負責老師填寫及簽署由主辦機構代表提供的申請重賽表格負責老師填寫及簽署由主辦機構代表提供的申請重賽表格負責老師填寫及簽署由主辦機構代表提供的申請重賽表格負責老師填寫及簽署由主辦機構代表提供的申請重賽表格，，，，而評判之決定為最終決而評判之決定為最終決而評判之決定為最終決而評判之決定為最終決

定定定定。。。。如隊伍獲得重賽機會如隊伍獲得重賽機會如隊伍獲得重賽機會如隊伍獲得重賽機會，，，，成績將被降一級成績將被降一級成績將被降一級成績將被降一級（（（（例如由優等獎降為甲級獎例如由優等獎降為甲級獎例如由優等獎降為甲級獎例如由優等獎降為甲級獎）。）。）。）。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總評總評總評總評    

為提升學生的舞蹈技巧及讓他們知道該節參賽隊伍的整體表現，如時間許可，主辦機構

將在該節比賽完結後邀請各評判作出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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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 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    

1. 小學組及特殊學校組分別在上午及下午比賽完結或各評判作出總評後公佈該節隊伍

的成績；中學組在當天比賽完結或各評判作出總評後公佈。 

2. 每天的成績將於比賽翌日約中午 12時在上述網頁（見頁 1）公佈。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 領取物品領取物品領取物品領取物品    

1. 請各校派出代表在成績公佈後往報到處領取下列物品: 

a. 評語紙（每位評判一張） 

b. 錄影光碟（一隻） 

c. 學校在報到時呈交的所有比賽音樂 

2. 為響應環保，今屆開始，主辦機構將不再派發紀念旗，每齣參賽舞蹈將獲發證書。 

3. 如學校未能於當日比賽完結後領取物品，可於比賽期內到相應場館的報到處領取物

品，或於整個比賽期結束後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開始) 致電上述電話（見頁 1）預約時

間到上述地址（見頁 1）領取物品。如學校於下一屆學校舞蹈節報名階段開始前（2015

年 9 月 30 日）仍未領取物品，主辦機構將銷毀有關物品，而不作另行通知。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    

1. 主辦機構將於 4 月中旬通知各獲獎學校派代表至學界舞蹈協會辦事處領取證書的時

段和安排。 

2. 如學校於下一屆學校舞蹈節報名階段前（2015 年 9 月 30 日）仍未領取證書，主辦機

構將銷毀有關證書，而不作另行通知。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 錄影及攝影安排錄影及攝影安排錄影及攝影安排錄影及攝影安排    

1. 為尊重各編舞者之創作版權，在比賽進行期間，除主辦機構指定的工作人員外，任何

人士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現場錄影或攝影。為避免工作人員誤會為避免工作人員誤會為避免工作人員誤會為避免工作人員誤會，，，，當舞蹈員準備從化當舞蹈員準備從化當舞蹈員準備從化當舞蹈員準備從化

妝間進入舞台範圍時妝間進入舞台範圍時妝間進入舞台範圍時妝間進入舞台範圍時，，，，請聽從工作人員指示及收起有攝錄功能的器材請聽從工作人員指示及收起有攝錄功能的器材請聽從工作人員指示及收起有攝錄功能的器材請聽從工作人員指示及收起有攝錄功能的器材，，，，包括手提電包括手提電包括手提電包括手提電

話話話話。。。。是項場館規則必須於比賽前通知有關老師、學生及家長遵守。如有違規，學校代

表（包括老師、學生、家長及學校工作人員）須立即刪除該錄像及離開後台範圍。 

2. 主辦機構將免費為所有參賽舞蹈錄影，學校無須填寫申請表。錄影光碟將於成績公佈

後在報到處派發。 

3. 主辦機構有權將參賽舞蹈以任何形式（包括文字紀錄、錄音、錄影、相片等）公開及

發放予傳媒。 

4. 主辦機構將選派專業攝影公司為參賽隊伍提供攝影服務。學校如需此項服務，可在比

賽當日報到時，將購買攝影服務表（附表四）及費用交予該公司的工作人員。 

5. 學校如欲自行派員攝影，必須於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 ) 前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

辦機構申請「學校攝影證」。請將申請傳真至上述傳真號碼（見頁 1） 並致電上述電

話（見頁 1）確定文件已收妥。在截止日期後的申請將不在截止日期後的申請將不在截止日期後的申請將不在截止日期後的申請將不獲接納獲接納獲接納獲接納。。。。每所學校只獲分配

1 個「學校攝影證」，該名攝影者只能在指定攝影區內拍攝己校的舞蹈，並不得使用

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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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 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突發事件    

1. 突發事件包括演出時音樂發生問題、舞台技術故障及舞蹈員在台面受傷。 

2. 有關演出時音樂發生問題的處理，已詳列於頁 3 第九項。 

3. 當發生舞台技術故障及舞蹈員在台面受傷，司儀將佈幕通知觀眾發生技術意外，並請

台上舞蹈員先行退場。 

4. 舞台總監將視乎台面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關閉大幕。 

5. 當舞蹈員在台面受傷而令演出需要暫停，將由技術總監及該隊的領隊老師決定舞蹈員

是否需要送往醫院治理。主辦機構代表將從旁協助。 

6. 請學校工作人員勸阻其他學生圍觀受傷舞蹈員。 

7. 主辦機構代表將與該隊領隊老師討論該隊是否繼續演出。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 當當當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空氣質素健康指數（（（（AQAQAQAQHIHIHIHI））））達達達達 10+10+10+10+級嚴重水平時的比賽安排級嚴重水平時的比賽安排級嚴重水平時的比賽安排級嚴重水平時的比賽安排    

1. 留意事項 

a. 學校應參考當天舉行賽事地區的一般監測站的AQHI，其他地區的指數不會影響

賽事進行； 

b. 當環保署在上午六時三十分發佈舉行賽事地區的AQHI達10+級嚴重水平，當天上

午將會停賽； 

c. 當環保署在上午十一時發佈舉行賽事地區的AQHI達10+級嚴重水平，當天下午將

會停賽； 

d. 當環保署在比賽進行中發佈舉行賽事地區的AQHI達10+級嚴重水平，比賽須即時

停止。即使該節（上午/下午）稍後時間的AQHI或許下降，該節（上午/下午）的

所有賽事亦會暫停； 

e. 主辦機構將由上午九時起聯絡所有受影響的學校，並盡快於學界舞蹈協會網頁

（網址: hksda.org.hk）公佈停賽消息。 

2. 補賽安排 

a. 同一舞蹈種類只會在同一天進行補賽，補賽日期及地點將在確定評判名單後公

佈，主辦機構將通知評判舞蹈成績應不受環境因素影響； 

b. 如補賽當天的AQHI再達10+級嚴重水平，主辦機構將不會安排第二次補賽，該組

別的團體獎項（如有）將會取消，以示公允； 

c. 如受影響學校未能參與補賽或補賽未能舉行，主辦機構將發還該舞蹈的報名費給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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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 加強家校溝通加強家校溝通加強家校溝通加強家校溝通    

1. 觀賞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只須登記入座，無須入場券（體育舞蹈除外）。懇

請各學校呼籲家長到場館觀看比賽，讓家長了解子女在舞蹈方面的付出和努力。 

2. 為免影響正在台上演出的隊伍及評判評分，請叮囑學生及家長以下事項： 

a. 入場入場入場入場觀眾觀眾觀眾觀眾年齡須年齡須年齡須年齡須為為為為 3333 歲歲歲歲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b. 在比賽進行中須避免在比賽進行中須避免在比賽進行中須避免在比賽進行中須避免中途離開座中途離開座中途離開座中途離開座位位位位。。。。 

c. 嚴禁在觀眾席及後台攝嚴禁在觀眾席及後台攝嚴禁在觀眾席及後台攝嚴禁在觀眾席及後台攝影或錄影影或錄影影或錄影影或錄影。。。。 

3. 參加學校舞蹈節是一個讓學生觀摩及交流舞蹈經驗的好機會，懇請各參賽學校安排學

生在己隊比賽完結後留下觀賞餘下比賽，並將此安排告知家長。 

4. 後台及化妝間嚴禁非工作人員出入，學校應與家長協議一集散地點（如停車場出入口）

及時間，方便家長接送子女。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參賽隊伍若決定退出比賽，必須盡早致電上述電話（見頁 1）並由校長以書面通知主

辦機構。 

2. 各比賽場館的位置圖可於上述網頁（見頁 1）下載。 

3. 請愛護公物。若表演場地或設施因參賽學校使用不當而導致損毀，該校將負責賠償一

切損失及承擔責任，主辦機構無須負責。（若表演場地或設施因參賽學校使用不當而

導致損毀，該校領隊須即時簽署由主辦機構提供的損壞紀錄，表示知悉學校可能須就

此賠償。） 

4. 比賽期間，請學校工作人員協助管理己校學生秩序。以免妨礙其他隊伍的演出。 

5. 須保持場館清潔。 

6. 學校如在比賽場館遺留物件，可致電上述電話（見頁 1）查詢。主辦機構將於整個比

賽期結束後一個月（2015 年 4 月 12 日）將所有在場館拾得的失物送交慈善團體。 

((((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 違規跟進違規跟進違規跟進違規跟進    

總結上述違規情況，違規的參賽隊伍須在 5 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

釋違規原因，否則主辦機構有權禠奪該隊伍的成績： 

a. 遲到（詳列於頁 3 第八項） 

b. 遺失「學校工作人員證」（詳列於頁 3 第十項） 

c. 使用與比賽前提交的「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資料表」上不一致的道具/ 佈景/ 舞

台效果 

d. 使用禁止使用的道具/ 佈景/ 舞台效果 (詳列於頁 4 第十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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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各比賽場館的舞台資料各比賽場館的舞台資料各比賽場館的舞台資料各比賽場館的舞台資料    

1. 屯門大會堂 (2015 年 1 月 23 至 1 月 29 日) 

 

Cross Over 通道距離: 約 28 米 

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    ((((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 ): ): ): 10101010 米深米深米深米深    x 13x 13x 13x 13 米闊米闊米闊米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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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埔文娛中心 (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 

 

Cross Over 通道距離: 約 25 米 

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    ((((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    9999 米深米深米深米深    x 9x 9x 9x 9 米闊米闊米闊米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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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荃灣大會堂 (2015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6 日) 

 

資料將在資料將在資料將在資料將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比賽場地簡介會後更新日比賽場地簡介會後更新日比賽場地簡介會後更新日比賽場地簡介會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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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朗劇院 (2015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5 日) 

 

Cross Over 通道距離: 約 25.5 米 

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    ((((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    8888 米深米深米深米深    x 12.5x 12.5x 12.5x 12.5 米闊米闊米闊米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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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山劇場 (2015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1 日) 

 

Cross Over 通道距離: 約 22 米 

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建議舞蹈範圍    ((((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燈光能照到舞蹈員):):):):    8.58.58.58.5 米深米深米深米深    x 11x 11x 11x 11 米闊米闊米闊米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