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參賽須知（體育舞蹈）
》
適用於參加體育舞蹈比賽的學校
(一) 主辦機構聯絡資料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本會）
電話：3741 2973
傳真：3741 2979
網址：www.hksda.org.hk
電郵：schools.dance.festival@gmail.com
比賽當天緊急聯絡電話：6488 2552 或 6435 7380
地址：大埔安邦路 12 號大埔藝術中心 4 樓 408 室

(二) 瀏覽最新消息
比賽資料若有任何修正/補充/更改，將上載至本會網頁。參賽學校務必在比賽前一天瀏覽本會網
頁《最新消息》，以確保比賽的安排有否更改或變動

(三) 下載賽程
賽程將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上載至本會網頁，下載比賽相關資料的步驟如下：
1. 下載 2019/20 學年學校會員名單，在‟尋找目標”欄輸入學校名稱查閱會員編號
2. 按參賽組別及舞蹈種類下載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賽程，在‟尋找目標”欄輸入會員編號查閱
比賽資料（參加多於一項舞蹈種類，請在尋找第一項舞蹈種類後再按 Enter 直至完成搜尋）

(四) 參賽須知
1. 每支參賽隊伍須由同一學校的兩名學生組成，而每一項舞蹈種類中，同一學校的所有參賽隊
伍須在同一時段演出，並會以個別隊伍評分
2. 學校舞蹈節的舞蹈服飾應切合學生身份，不宜暴露。每支體育舞蹈的參賽隊伍必須遵守以下
體育舞蹈服飾要求，於 2019 年 12 月 20 日或以前郵寄「體育舞蹈資料表」至本會，並在本會
網頁查閱寄出之表格是否已收妥（請在寄出表格前影印備份）
組別

中學

小學

男
-

女

單色襯衫或上衣
單色長褲、單色外套
可穿單色背心
可打單色領帶或蝴蝶結領帶
領口（前及後）之最低開胸位置
不可低於鎖骨以下 10 厘米
- 舞衣裝飾不受限制
- 化妝及飾物不受限制

-

任何顏色襯裙/褲（包括雜色）
領口（前及後）之最低開胸位置不可低於鎖骨以下 10 厘米
襯裙/褲長度不可多於膝蓋以上 10 厘米
鎖骨 10 厘米以下及膝蓋 10 厘米以上的身體部位須被不透明
物料完全遮蓋（不可穿著露背或露腰的設計）
須穿著與舞蹈服裝同色的防走光內衣
內褲後幅必須遮蓋整個臂部
舞衣裝飾不受限制
化妝及飾物不受限制

-

-

單色 (1) 緊身連衣褲或 (2) 圓領汗衫及半截裙或 (3) 連身裙
須穿著與舞蹈服裝同色的防走光內衣
舞衣裝飾不受限制
化妝及飾物不受限制

單色長袖襯衫、單色長褲
可打單色領帶或蝴蝶結領帶
舞衣裝飾不受限制
化妝及飾物不受限制

3. 嚴禁參賽隊伍以任何形式（包括舞蹈服飾及舞蹈動作）向評判顯示學校/辦學團體/舞蹈團體/
編舞者的名稱、短寫及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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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賽規則（節錄自本學年 10 月份公佈的比賽資料第 7.1，7.2 及 8.1.3 項）
1. 如發生以下情況，參賽舞蹈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及禠奪成績（第7.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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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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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舞蹈員人數不符合主辦機構規定
2. 如發生以下情況，參賽舞蹈的成績將被降一級（例如由優等獎降至甲級獎）（第7.2項）：
a. 體育舞蹈服飾不符合主辦機構要求
b. 呈交錯誤或不完整的比賽音樂而獲重賽
c. 在演出前五支舞蹈仍未能呈交比賽音樂光碟而使用其他音樂載體（例如記憶體手指）比賽
d. 未有在演出前通知主辦機構比賽音樂光碟內有多於一條音軌
3. 如發生以下情況，該支舞蹈的得分將被扣一分（第8.1.2項）：
在演出前通知主辦機構比賽音樂光碟內有多於一條音軌

(六) 交通安排
1. 旅遊巴士須依伊利沙伯體育館工作人員指示上/落學生，不准停車等待
2.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0」將於 2020 年 2 月 9 日（星期日）舉行，請當天參賽的隊伍留意
封路安排

(七) 報到
1. 報到時段分別為上午 9 時 45 至 10 時 10 分及下午 1 時 45 分至 2 時 10 分
2. 所有參賽學生須在報到時段內抵達伊利沙伯體育館地下大堂的領票處領取入場票，再往
二樓的報到處呈交下列文件：
a. 參賽學生及隨行學校工作人員體溫申報表（附表 1）：每項舞蹈種類一份，單面填寫
b. 比賽音樂（格式見第十項）；
c. 「錄影服務資料表」（附表 4）：每項舞蹈種類一份，單面填寫
（以上表格將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上載至本會網頁）
3. 如參賽學校未能在報到時段結束前呈交上述文件，視作遲到
4. 主辦機構將按參賽學校填於報名表上的學生姓名分配號碼布，參賽學校的工作人員須在
報到時查閱有關學生名單。如有需要，可以在報到時修改學生姓名或更換舞蹈員
5. 比賽時段可能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調動，參賽隊伍須在完成報到後留在參賽學校區/準備出
場區等待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安排比賽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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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內抵達比賽場地，必須盡早致電
比賽當天緊急聯絡電話通知主辦機構工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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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香港天文台時間為準）
2. 遲到隊伍須在五個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釋遲到原因，否則主辦機構
有權禠奪該參賽隊伍的成績
3. 遲到隊伍在抵達比賽場地後須立即前往準備出場區，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將盡早安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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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入場
1. 所有人士均須憑票免費入場。主辦機構已預留足夠入場票予舞蹈員、參賽學校工作人員
及家長。家長可自行往地下大堂領票處領取入場票
2. 一人一票，幼童不論年齡亦須憑票入場。三歲以下人士不准入場
3. 場館工作人員有權不讓遲到者入場，亦有權決定遲到者的入場時間及方式

(十) 比賽音樂
1. 只接受 CD 制式的光碟，不接受以 MP3 格式錄製的光碟。如隊伍在演出前五隊仍未能呈
交比賽音樂光碟而使用其他音樂載體（例如記憶體手指）比賽，成績將被降一級
2. 每隻光碟只可收錄一首比賽音樂。參賽隊伍須使用封套盛載光碟，並在封套背面及光碟
面，填寫會員編號、比賽編號及舞蹈種類（不可於光碟面貼上標籤貼紙）
3. 每隻光碟只可收錄一條音軌。未有在演出前通知主辦機構比賽音樂光碟內有多於一條音

4.

5.
6.

7.

軌，成績將被降一級（例如由優等獎降至甲級獎）
；在演出前通知主辦機構比賽音樂光碟
內有多於一條音軌，該支舞蹈的得分將被扣一分（無論多出的音軌包含音樂與否）
參賽學校須自行剪輯比賽音樂，主辦機構將指示比賽場地工作人員只為每支參賽舞蹈播
放一條音軌，不會協助學校「快進」/「停止後再播放」音樂，按播放鍵後的音樂長度將
計算在演出時間內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將在參賽隊伍報到時以小型音響播放音樂，參賽學校代表須確認音樂
比賽場地音響與學校音響及主辦機構小型音響設施有所不同，請參賽學校代表隨身攜帶
備份音樂（不同格式，例如記憶體手指）
，以備不時之需；如比賽場地音響未能播放參賽
隊伍呈交的比賽音樂光碟，主辦機構將協助隊伍使用備份音樂比賽，成績將不受影響
體育舞蹈的演出時限為 1 分 30 秒至 2 分鐘，主辦機構將安排舞蹈音樂在 2 分鐘後淡出（Fade
out）。參賽隊伍須自行剪輯音樂，讓舞蹈員在適當時間完成舞蹈動作

8. 如在演出時音樂發生問題，舞蹈員須繼續完成演出，主辦機構將立即查證原因，如證實
是主辦機構/比賽場地的技術問題，有關隊伍可向評判申請重賽，成績將不受影響（如參
賽學校代表要求即時終止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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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參賽隊伍因未能呈交光碟或比賽場地音響未能播放其呈交的光碟而使用其他音樂載體
播放音樂，須由參賽學校代表在後台按播放鍵

HK1P00
編號 18
HK1P00
編號 18
查查查

查查查

音樂封套背面範例

音樂光碟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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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校工作人員
1. 比賽區及舞台地面的觀眾席只准舞蹈員出入。
2. 學校工作人員（包括非舞蹈員的學生）必須憑證出入參賽學校區（觀眾席第六及第七段）。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將分配「學校工作人員證」予學校工作人員以識別身份。每所參賽學
校最多獲分配五張「學校工作人員證」
3. 各學校工作人員務必把「學校工作人員證」掛在頸上，以便主辦機構工作人員識別
4. 參賽隊伍離開比賽場地前須交還「學校工作人員證」予報到處，如有遺失，必須在五個
工作天內由校長以書面形式向主辦機構解釋原因

(十二) 化妝間
體育館內的化妝間為共用空間，不宜擺放私人物品。參賽隊伍請自行保管財物。如有遺
失，主辦機構毋須負責

(十三) 熱身
1. 在每項舞蹈種類的比賽開始前均設有 10 分鐘的熱身時段，請聽從司儀指示
2. 主辦機構將在熱身時段檢查各參賽隊伍的舞蹈服飾，舞蹈員在熱身時不能穿著外套
3. 主辦機構將在熱身時段播放該項舞蹈種類的音樂

(十四) 違規行為
1. 嚴禁進行以下行為，而主辦機構技術總監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a. 在舞台及準備出場區的地面上倒水
b. 在舞蹈員頭髮或身體上塗抹爽身粉、金粉、俗稱「蛇粉」的痱香粉及閃粉（只准許面
部化妝含少量粉末，粉末不會脫落至舞台地面）
2. 穿著與比賽前呈交的「體育舞蹈資料表」上不一致的服飾

(十五) 比賽流程
1. 比賽時間及次序可能因實際情況有所調動，參賽隊伍須依從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指示
2. 如舞蹈員在熱身後離開準備出場區而未能依比賽次序出場演出，將不獲重新安排比賽
3. 當司儀按鐘一下時，舞蹈員即可步進舞池定形或站在台側準備，司儀將在此時宣讀比賽
編號及隊號（司儀不會宣讀學校名稱）
4. 當舞蹈員準備就緒，司儀會按鐘兩下，比賽隨即開始
5. 評判將面向同一方向

(十六) 小學組比賽程序表 (2020 年 2 月 9 日)
將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更新

(十七) 小學組比賽程序表 (2020 年 2 月 10 日)
將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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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中學組比賽程序表 (2020 年 2 月 11 日)
將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更新

(十九) 申請重賽
1. 如因舞台技術問題影響演出，參賽學校工作人員須於舞蹈員退場後即時向舞台總監申請
重賽，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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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參賽隊伍因呈交錯誤或不完整的舞蹈音樂或在同一光碟收錄多於一條音軌而未有通知
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有關學校的工作人員須於舞蹈員退場後即時向舞台總監申請重賽，
並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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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隊伍獲得重賽機會，成績將被降一級（例如由優等獎降至甲級獎）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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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邀請各評判在該節比賽完結後作出總評

(二十一) 成績公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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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
2. 每天的成績將於比賽翌日約中午 12 時在本會網頁公佈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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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
c. 參賽隊伍在報到時呈交的所有比賽音樂
2. 如參賽隊伍未能於當天比賽完結後領取物品，可選擇下列方法領取物品：
a. 按下表賽期到相應比賽場地的大堂報到處領取物品
賽期

比賽場地

2020 年 2 月 9 日－11 日

伊利沙伯體育館二樓

2020 年 2 月 14 日－22 日

元朗劇院

2020 年 2 月 25 日－3 月 1 日

屯門大會堂

2020 年 3 月 3 日－6 日

元朗劇院

b. 於整個比賽階段期結束後（2020 年 3 月 9 日開始）致電本會預約時間到本會辦公室
領取物品
c. 於領取證書的時段領取物品
3. 如參賽學校遺失錄影光碟而要求補發，須由校長以書面形式申請及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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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證書
1. 所有獲獎的參賽學生（包括比賽當天出席的後備）可獲證書乙張
2.
3.
4.
5.

證書上的學生姓名將由獲獎學校列印，請保留學生名單
主辦機構將於 5 月中旬發信通知各參賽學校領取證書的時段和安排
如參賽學校遺失證書而要求補發，須由校長以書面形式申請及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
如參賽學校於下一屆學校舞蹈節報名開始前（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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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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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不得進行現場錄影或攝影。為避免主辦機構工作人員誤會，當舞蹈員準備從化妝間進
入舞台範圍時，請聽從主辦機構工作人員指示及收起有攝錄功能的器材，包括手提電話。
參賽學校必須於比賽前提醒有關教師、學生及家長。如有違規，參賽學校代表（包括教
師、學生、家長及學校工作人員）須立即刪除該錄像及離開觀眾席
2. 主辦機構會為所有參賽舞蹈進行錄影，並製作錄影光碟（壓縮檔案）於比賽當天成績公
佈後免費派發予相關學校。參賽學校須在比賽當天呈交「錄影服務資料表」
，以選擇「全
景錄影（不會作任何近鏡錄影）」或「由主辦機構錄影師適時作近鏡錄影」（表格將於本
學年 12 月中旬上載至本會網頁）
3. 參賽學校亦可選擇額外購買「下載高清錄影服務」
。購買「下載高清錄影服務」的學校須
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或以前向本會呈交「下載高清錄影服務」申請表及有關
費用。本會將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或以前電郵高清錄影連結予學校負責人，
並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從雲端移除所有錄影片段
4. 如參賽學校未有在指定時限內下載高清錄影片段而要求補發，須由校長以書面形式申請
及繳付行政費港幣五十元
5. 主辦機構有權將參賽舞蹈以文字紀錄、錄音、錄影片段、相片等形式公開及發放予傳媒
作舞蹈推廣之用途
6. 主辦機構將會聘用專業攝影公司提供攝影服務，詳情請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瀏覽本會網頁
7. 參賽學校可自行派員攝影，詳情請於本學年 12 月中旬瀏覽本會網頁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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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見第十項
3. 當發生舞台技術故障及舞蹈員在台面受傷，司儀將通知觀眾發生技術意外，並請台上舞
蹈員先行退場
4. 當舞蹈員在台面受傷而令演出需要暫停，將由技術總監及該參賽學校的工作人員決定舞
蹈員是否需要送往醫院治理。主辦機構代表將從旁協助
5. 主辦機構代表將與該參賽學校的工作人員討論該隊是否繼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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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當遇上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突發事故或比賽場地所在地區當時的「空
氣質素健康指數」（AQHI）達「嚴重」
（10+級）的注意事項及比賽安排
1.

惡劣天氣
a. 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上午 6 時 15 分仍然生效，則原定於當日全天（上午及
下午）舉行之所有比賽將告取消
b. 當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於上午 6 時 15 分仍然懸掛，則原定於當
日全天（上午及下午）舉行之所有比賽將告取消
c. 當比賽進行期間，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
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比賽須即時停止，當天停賽以後所有舉行的比賽將告取消

2.

教育局宣佈停課
如教育局宣佈所有學校上午或全日停課，則原定於當日全天（上午及下午）舉行之所有
比賽將告取消

3.

突發事故
當遇上突發事故，比賽須即時停止，當天停賽以後所有舉行的比賽將告取消

4.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AQHI）達「嚴重」（10+級）
a. 參賽學校應參考當天比賽場地所在地區一般監測站的AQHI（其他地區的指數不會影
響比賽進行）
b. 當比賽場地所在地區的AQHI於上午6時15分達「嚴重」
（10+級）水平時，當天上午的
所有比賽將告取消
c. 當比賽場地所在地區的AQHI於上午11時達「嚴重」（10+級）水平時，當天下午的所
有比賽將告取消
d. 當比賽場地所在地區的AQHI在比賽進行中達「嚴重」（10+級）水平時，比賽須即時
停止。當天停賽以後的所有比賽將告取消

5.

補賽
a. 主辦機構將盡快通知所有受影響學校的有關補賽安排，並於本會網頁公佈相關消息
b. 如體育舞蹈需進行補賽，將於本會網頁公佈補賽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c. 主辦機構將通知評判參賽舞蹈成績應不受環境因素影響
d. 如補賽因惡劣天氣、教育局宣佈停課、突發事故或補賽場地所在地區當時的AQHI達
「嚴重」（10+級）水平而未能進行，主辦機構將不會安排第二次補賽
e. 如受影響學校未能參加補賽或主辦機構最終未能安排補賽，受影響學校將獲發還學
校舞蹈節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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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加強家校溝通
1. 家長可在比賽當天於伊利沙伯體育館地下大堂的領票處領取免費入場票觀賞第五十六屆
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懇請各參賽學校鼓勵家長到比賽場地觀看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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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員及評判評分，請叮囑學生及家長以下事項：
a. 入場觀眾年齡須為三歲以上
b. 在比賽進行中須避免中途離開座位
c. 嚴禁在觀眾席及後台攝影或錄影
3. 學校舞蹈節提供了一個讓學生互相欣賞及交流舞蹈經驗的好機會，主辦機構鼓勵各參賽
學校安排學生觀賞其他參賽隊伍的演出
4. 後台及化妝間嚴禁非工作人員出入，參賽學校應與家長協議一集散地點（例如地下大堂
或二樓大堂）及時間，方便家長接送子女

(二十八) 其他
1. 參賽隊伍若決定退出比賽，必須盡早致電本會並由校長以書面通知主辦機構
2. 請參賽學校的工作人員於比賽前確保學生穿著合身的舞蹈服飾，並提醒學生如在演出時
服裝鬆脫或身體不適，應立即離開舞台
3. 伊利沙伯體育館的位置圖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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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工作人員須即時
簽署由主辦機構提供的「損壞紀錄」
，表示知悉學校可能須負責賠償一切損失及承擔責任，
主辦機構毋須負責
5. 體育館內不准飲食及不得穿著有鐵碼或脫色鞋類，以免弄花或刮損地地板。若有任何損
毀，有關學校須負責賠償一切損失及承擔責任，主辦機構毋須負責
6. 比賽期間，參賽隊伍的工作人員須協助管理己隊秩序。以免妨礙其他參賽隊伍的演出
7. 須保持比賽場地清潔
8. 參賽隊伍如在比賽場地遺留物件，可致電本會查詢。主辦機構將於整個比賽期結束後一
個月（即 2020 年 4 月 6 日）將所有在比賽場地拾獲的失物贈予慈善團體

(二十九) 違規跟進
總結上述違規情況，違規的參賽學校須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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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第八項）
b. 遺失「學校工作人員證」（詳見第十一項）
c. 干犯違規行為（詳見第十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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