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內容及導師：本會已邀得專業導師教授舞蹈營內各項課程， 包括：

主修課： 現代爵士舞 (澳洲CSTD現代爵士舞教師)
 西方民族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中國民族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副修課： 馬來西亞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香港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現代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街舞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必修課： 左轉，右轉，氹氹轉！！ (本地專業舞蹈教師)

主辦 Presented by:

由香港舞蹈總會主辦、香港藝術發展局撥款資助、自2010年開始四日三夜的多元『國際舞蹈營』將於今年暑假繼續舉行。青少年
除可得到知名的舞蹈家培訓外，更可獲得相關的舞蹈知識、增廣見聞，並與其他青少年舞蹈愛好者共同學習，進行交流活動。

本年度即將舉辦的國際舞蹈營，將為香港青少年舞蹈愛好者提供一個高質素及多元化的學習及交流機會。多位來自澳洲及本地的
舞蹈家，將分別主持多個不同類別的《舞蹈課程/工作坊》。營內將舉辦《舞蹈交流晚會》、《編舞大賽》及《成效展示匯演》等
項目，內容充實豐富。營友將有機會與外國及本港舞蹈家近距離互動學習，通過參與舞蹈營的經驗，認識不同地域的舞蹈文化，
並將學習成效帶回學校與同學分享。

舞蹈營詳情
日期 ： 27-7-2021(星期二)至

30-7-2021(星期五)
地　　點 ： 香港柴灣柴灣道238號青年

廣場Y旅舍
參加資格 ： 凡年齡13歲至29歲的本港青

少年學生均可參加
營　　費 ： 本港全日制學生
  (港幣$1,500.00)

報名須知
1. 全日制學生及外地青少年需以學校或團體名義參加，每單位不超過3組，每組最多4人。

因名額有限，請盡早報名；如有超額，亦可填寫申請並作候補；申請人如未滿18歲，
學校或團體須獲得家長/監護人簽名同意。

2. 18歲或以上的全日制學生(須備有效學生証副本)，可以個人名義參加；
3. 所有參加舞蹈營的學員必須預備一隻長約2-3分鐘內的編創舞蹈節目，於天才表演之

夜參加作交流演出及比賽，可以小組或獨舞形式演出；
4. 參加者須選擇參與2個「主修」及3個「副修」舞蹈課程(舞蹈課程詳列於後頁)；
5. 所有學員可獲發“活動T-恤”及“紀念品”乙件；另外，學員必須出席營內所有活動方

可獲頒“參加證書”。若發現參加者有曠課紀錄，本會將保留頒發“參加證書”權利；
6. 參加者要兩人一組報名，讓房間能妥善分配，主辦單位不設單人房安排；
7. 如家長及學校教師須跟隨入營，可電聯本會查詢詳情；
8. 本會有權要求參加者遵守屆時政府及場地所要求的防疫措施。

請填妥報名表格，並在信封面註明『活動名稱：國際青少年舞蹈營2021』，逕寄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932號興迅廣場26樓B室本會收或親
臨本會報名。
郵寄支票：抬頭「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九龍荔枝角長沙灣932號興迅廣場26樓B室；
銀行入賬：匯豐銀行(A/C No. 168 - 228724 - 838)，戶口名稱「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轉數快(FPS)：電郵地址 hkdf@netvigator.com 或電話69003960。
* 完成入賬後，請於紀錄表(副本)上寫上姓名及電話，再電郵到(hkdf@netvigator.com及chee@hkdf.org.hk)或傳真(2967 1591)給本會。

查詢電話 ：(852) 2967 8253 / (852) 2960 4940
  (星期一至五10:00am - 6:00pm)
傳真 ： (852) 2967 1591
電郵 ： hkdf@netvigator.com
網址 ： www.hkdf.org.hk
臉書 ：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dancefederation
微信 ：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HKDF
IG ： hkdancefederation

舞蹈營簡介

單張及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頁下載或於香港舞蹈總會索取。主辦單位保留活動更改最終決定權。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6月30日

支持機構：



緊急聯絡資料  EMERGENCY CONTACT DETAIL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日間聯絡 Day Time Contact 晚間聯絡 Night Time Contact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日間聯絡 Day Time Contact 晚間聯絡 Night Time Contact
   

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Chinese) Name (English)

地址
Address

 香港身份證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HKID   (外地人士Overseas)     
    出生日期 

DD /       MM /         YYYY
 國籍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性別 Sex  護照到期日 Expiry Date 

住宅電話 Tel (Home)  流動電話 Mobile

所屬團體 Name of School / Organization  電郵 Email
    

傳真 Fax

職業  舞蹈經驗
Occupation  Dance Experience

報名支票號碼Cheque No.  本人為素食者
   Vegetarian 

付款銀行 Drawn on  

個人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請以正楷填寫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
國際青少年舞蹈營2021
International Dance Camp for Youth 2021

請以     選擇所報名的活動 Please      in the box provided

主修課 (請選二項)  Major (Please select 2 subjects)

 現代爵士舞 Modern Jazz Dance 西方民族舞 Western Folk Dance           中國民族舞 Chinese National Dance 

副修課 (請選三項)  Minor (Please select 3 subjects)

 馬來西亞舞 Malaysia Kelantan Dance 現代舞 Modern Dance

 香港舞 Hong Kong Dance 街舞 Street Dance

營友聲明 (年滿18歲之學員適用)
Declaration (Over age of 18)

本人          謹証明上述填報之資料一切屬
實，並無任何疾病及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I    , declare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true and I am fit to participate in all activities 
included.

學員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家長/監護人聲明 (未滿18歲之學員適用)
Parent's/Guardian's Declaration (Under age of 18)

本人謹証明    為18歲以下的參加者。
上述填報之資料一切屬實，並已獲得家長/監護人之同意。參
加者並無任何疾病及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I declare that                                               is under the age 
of 18.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true. His/Her 
participation is under the parent’s / guardian’s approval and 
he/she is fit to participate in all activities included.
家長 / 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 / Guardian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