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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總會（下稱『舞總』）成立四十多年，是本港第一個非牟利多元舞蹈社團，以發揚
舞蹈藝術、鼓勵推動本港之舞蹈發展為宗旨；多元化工作範圍包括『舞蹈教育培訓及考試』、
『演出製作』、『外展活動』、『出版及委約』等。舞總即將定期開辦短期舞蹈興趣課程，專
為坊間有興趣學習舞蹈的朋友，提供高質素、多元化的舞蹈課程，讓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
透過肢體活動的伸展，隨著音樂節奏的起舞，舞出美麗的身段、跳出愉悅的心境，盡情地
舞動並揮灑出生命的色彩。 

課程由初級至中級程度，並邀請知名舞蹈老師任教；歡迎舞蹈愛好者按課程要求的程度踴
躍參加。每班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及早報名。 

課程內容 
上課日期： 12.11.2021 – 28.12.2021 
上課地點： 香港舞蹈總會 - 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 932 號興迅廣場 26 樓 B 室 
報名費用： 凡於 10 月 31 日前成功報名及同時報讀兩班課程，可獲九折優惠 
報名人數： 10-16 人 
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 
 

課 程 導 師 學 費 

中國民間舞小品：初級 

以東北秧歌動作元素，如基本手巾花及動律為

主，加入當代音樂编創一段民間舞小品。 

導師：胡錦明老師 
編號：21A01 
日期：15、22/11 

6、13、20/12 (星期一) 
時間：7:00pm – 8:20pm 

$750 

中國古典小品課程：中級 

以中國古典舞身韻元素，配合折扇為道具，加

入當代素材编創一段中國古典舞小品。 

導師：胡錦明老師 
編號：21A02 
日期：15、22/11 

6、13、20/12 (星期一) 
時間：8:30pm – 9:50pm 

$750 

Hip Hop Dance：初級 
課程以教授基礎律動與節奏，配以身體協調的

練習，以編舞形式去了解各類基礎的連接。 

導師：陳頴業老師 
編號：21A03 
日期：16、23、30/11 

7、14、28/12 (星期二) 
時間：7:00pm – 8:20pm 

$900 

Hip Hop Dance：中級 
課程以訓練力量控制、時間與速度及空間運用

為主。 

導師：陳頴業老師 
編號：21A04 
日期：16、23、30/11 

7、14、28/12 (星期二) 
時間：8:30pm – 9:50pm 

$900 

現代舞課程：初級 

課程將教授現代舞的基本技巧，初步介紹身

體、空間、能量與動作之間的協調互動關係，

找到自由舞蹈的樂趣，讓同學學習以身體動作

表達自己並提升創意思維，讓身體在鬆弛的狀

態下找尋重量、空間、肢體動作之相互關係。 

導師：黎德威老師 
編號：21A05 
日期：12、19/11 

3、10、17/12 (星期五) 
時間：7:00pm – 8:20pm 

$750 

現代舞課程：中級 

傳統的現代舞技巧課堂結構，涉及重心轉移、

平衡、各個肢體的特性與運用、方向感、節奏

感等，配合地板動作、身體的協調與溝通。 

導師：黎德威老師 
編號：21A06 
日期：12、19/11 

3、10、17/12 (星期五) 
時間：8:30pm – 9:50pm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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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介： 

 
胡錦明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及北京舞蹈學院。1997 年獲「桃李杯」民間舞組前十佳演員；2003 年

獲「香港傑出青年舞蹈家」名錄；2005 年獲香港舞蹈聨盟「舞蹈編舞年獎」。曾為香港演

藝學院客席導師。於 2017 年帶領 JAY 舞團參加新布拉格國際舞蹈比賽，成績優異，榮獲

舞蹈劇場獎第一名及編舞獎第二名；2019 年聯同傲雪舞蹈團於新布拉格舞蹈節中亦同樣獲

得舞蹈劇場獎第一名及編舞獎第二名。 
 
前香港舞蹈團演員，演出劇目包括《西遊記》、《木偶奇遇記》、《霸王·別姬》、《童話之王－

永遠的孩子》及《笑傲江湖》，並為舞劇《梁祝》、《邊城》、《童話之王》、《笑傲江湖》及《清

明上河圖》助理編舞。亦曾為香港舞蹈總會大型舞蹈詩《歲月香江》及《緣起敦煌》擔任

編舞兼主要演員。 
 

 

陳頴業 Yip@Asylum/HKSDDA 
是位資深的舞台演出者及專業街舞導師，現任香港街舞發展聯盟委員，參與敎育、策劃及

行政工作，致力推廣舞蹈文化。曾為香港浸會大學奪得了 2014 年大專聯校舞蹈比賽的冠軍

及最佳編舞獎。2014 至 2017 年任教於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並連續三年獲得學校

舞蹈節街舞及爵士舞組的總冠軍。 

 

其舞團 Asylum 多次贏得本地編舞賽冠軍, 亦多次於 Battle 比賽獲得優良成績，於 2012 至

2014 年均有參與香港海洋公園的十月全城哈佬喂演出之編舞工作，風格創新另類，曾奪最

佳演出節目獎。陳氏活躍於不同街舞比賽活動，多次於港、台、韓等地擔任比賽評審：積

極參與商業演出、劇場及藝術創作，包括 JJ 林俊傑、李克勤、容祖兒、古巨基、方皓玟；

舞蹈編排包括 2021 維他檸檬茶[澀得起]廣告 Lokman AK 強尼、Cecilia Yeung X Utah Lee 
[Nike Sportwear]、陳葦璇 - 全民造星 3 初選；聯合編舞：英國街舞編舞家 Tony Thrill、
[Alley-Opp] Dance X Basketball Concepts Show、結界達人 - 圖花緣/麻甩梟雄（音樂劇）、

新視野藝術節 - 剎那的烏托邦、李健偉 - Galaxy Dreamer、香港藝術節 - The Battle Zone (編
舞及舞者)、Neo Dance HK - 凝體術(並於台北巡演)及 CCDC 城市當代舞蹈團 - 真演出 - 
長篇舞蹈作品"大娛大慾" (編舞及舞者)等。 
 

 

黎德威 
2002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現代舞系。在校期間曾獲取多項獎學金，2002 年考獲香

港賽馬會舞蹈基金，遠赴巴黎國家音樂及舞蹈學院深造，其後加入青年現代舞團並於

2002/2003 舞季作巡迴演出。2005 年期間為雲門舞集舞者，其後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成為

駐團舞者。2014 年憑《尋找大觀園》獲頒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男舞蹈員演出」。 
 
現為獨立編舞、自由身舞者及舞蹈教師。曾任教廣東舞蹈學院現代舞大專班、CCDC 舞蹈

中心晚間課程及現代舞培訓計劃。編舞作品包括：《夜未眠》、《身分‧分身》、《逆轉》之〈一

霎〉及《發現號》之〈眩〉。2017 年發表長篇獨舞《So Low》並於 2018 年獲頒香港舞蹈年

獎「傑出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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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程度要求 

歡迎 15 歲以上人士報名參加 

初級：適合初學人士 

中級：適合曾經接受報讀舞蹈訓練一年或以上之人士 

 

報名方法及須知 

1. 上述舞蹈課程將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接受報名，請填妥報名表格

並親身或以郵寄、傳真方法報名。 
i. 親身：親臨香港舞蹈總會報名及以現金或支票繳付學費。 
ii. 郵寄：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課程費用，支票抬頭《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逕寄「九龍

荔枝角長沙灣道 932 號興迅廣場 26 樓 B 室」，請勿郵寄現金。若因郵遞錯誤，舞蹈總會

恕不負責。 
iii. 銀行轉帳：舞蹈總會銀行戶口：匯豐銀行 168-228724-838，請將入數紀錄連同報名表格傳

真 2967-1591 或電郵 hkdf@netvigator.com。 
iv. 轉數快 FPS：帳戶電郵地址：hkdf@netvigator.com / 電話 69003960，請將截圖 (附轉賬日

期、參考編號及註明姓名) 連同報名表格傳真 2967-1591 或電郵 hkdf@netvigator.com。 
(請勿多次傳送同一份報名表或在非辦公時間傳真。) 

2. 凡報名參加上述舞蹈課程人士需持有有效的舞總會員或會友資格，所有成功參與舞蹈課程的人

士將免費獲舞總會友資格一年，會籍到期得自行續會。如果已經是舞總的會友或會員，則可憑

有效會員證減收 HK$100 學費。 
3. 每項課程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課程取錄均以先到先得之方式處理，額滿即止。 
4. 如報名人數未乎理想之課程，將於 202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三)通知課程取消，舞總將會盡快退

回所繳付學費。 
5. 報名一經接納，將不得轉讓名額或退款。 
6. 除課程取消外，所有繳交費用一概不會退還。 
7. 學員如有請假者，將不設補堂安排。 
8. 舞總保留更改課程內容的權利。 
9. 學員於上課時須穿著舞蹈或簡便服裝及合適跳舞鞋。 
10. 舞總有權於活動期間進行拍攝，參加者同意活動相片或影片用作舞總之宣傳物品上。 
11. 參加者所攜帶之物品，需自行負責，如有任何遺失，舞總恕不負責。 

疫情注意事項 

為確保導師及學員在衛生及安全的環境下學習，舞總將採取以下措施，懇請各位導師、學員配合： 

1. 進入舞蹈總會範圍前需以手機「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或填寫表格登記到訪紀錄及檢測體溫。 
2. 進入舞蹈總會範圍，所有人必須配戴口罩。 
3. 如有發燒、咳嗽及身體不適，請勿前往上課，並應儘快前往醫院或診所就醫。 
4. 導師及學員必須自備及配戴口罩，如沒有配戴口罩，本會將有權拒絕學員進入課室上課。 
5. 請導師及學員進入課室前先脫鞋，並換上另一雙乾淨的舞蹈鞋上課。 
6. 中心已即時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每天使用具消毒成份的清潔液消毒課室及走廊。同時，中心

 及課室入口處會舖上 1:99 消毒漂白水地毯，並會定時更換。讓大家安心上課。 
7. 如過去 14 天曾離港人士；或任何懷疑曾接觸感染個案之人士，在此期間請勿返回本會上課。 

 

颱風及暴雨警告 
1. 若天文於下午 4時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所有下午 6 時後之課堂將會

取消。 

2. 因颱風或其他惡劣天氣而被取消之課堂，本會將在 facebook 專頁通知，不設安排補課及退款。 

mailto:%E9%80%A3%E5%90%8C%E5%A0%B1%E5%90%8D%E8%A1%A8%E6%A0%BC%E5%82%B3%E7%9C%9F2967-1591%E6%88%96%E9%9B%BB%E9%83%B5hkdf@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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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格》                            
 

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讀課程：    A01 班   A02 班   A03 班   A04 班   A05 班   A06 班 / 共 _____ 班  

學費： HK$ ________ X ____ 班 X ____ % 

HK$ ________ X ____ 班 X ____ %  = HK$ _________ (於 31/10 前同時報讀兩班可獲 9 折) 

 

會員/會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繳費方法： 

   現金 

   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 支票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轉帳 / 轉數快 銀行：__________ 轉數快編號：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聲 明 書 
(18 歲或以下參加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聲明 ( 年滿 18 歲之人士適用 ) 

 

家長 / 監護人聲明 ( 未滿 18歲之人士適用 )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晚間舞
蹈課程》，現申報本人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並
無任何疾病及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本人謹証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 18 歲以下的參加
者，並已獲得家長/監護人之同意參加《晚間舞蹈課程》。參加者
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並無任何疾病及適宜參加上述活動。 
 
 

 家長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