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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合辦 

 

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章 程 

(一) 宗旨 

推廣舞蹈活動及提供機會予各舞蹈團體及人士互相切磋舞藝，從而提高市民對舞蹈活動的 

興趣。歡迎對舞蹈有興趣之人士報名參加。 

 

註：比賽原分為團體舞及體育舞蹈兩部份，今屆因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

情，未能安排舉辦體育舞蹈部份。 

 

(二) 團體舞 (活動編號：4064 3633) 

1. 同一團體，每個比賽項目最多可報兩隊，每隊只可報一項比賽； 

2. 每位參賽者只可代表一隊報名參加一個比賽項目； 

3. 各組以出生年份計算年齡界限； 

4. 每隊須由一名年滿18歲人士擔任領隊，每位領隊只可帶領一隊。 

 

團體舞組別 年齡 比賽項目 名額 比賽日期及時間 比賽地點 

特殊人士組 不  限 自選舞蹈 

60隊 

 

(每隊最少2人) 

 

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 

下午2時至晚上10時 

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 

幼童組 

5歲或以下 

(2018年或以後出生者) 

或 

就讀幼稚園之學生 

自選舞蹈 

少年組 

6歲至11歲 

(2012-2017年出生者) 

或 

就讀小學之學生 

東方舞 

西方舞 

自選舞蹈 

公開組 不限 

東方舞 

西方舞 

爵士舞 

現代舞 

自選舞蹈 

          

(二)(i)  各隊比賽時間 

 每隊比賽時間不能超過5分鐘，否則將被扣分。 

 

(二)(ii)  報名費用 

 每隊$60。 



頁2/8 

 

 

(三) 報名辦法 

1. 報名時，參賽隊伍的領隊需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以核對身份及辦理有關繳費

手續。如參賽隊伍的領隊為非香港居民，請出示有效旅遊證件（如: 護照、往來港

澳通行證）作核對身份及繳費之用； 

2. 以先到先得方式接受報名，資料不齊全，恕不辦理； 

3. 凡有興趣報名之隊伍，必須填妥所有報名表格及帶同費用，親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辦理報名手續。報名時須出示各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

正本或副本（如附有學校或團體蓋印，則毋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副本）。每人每

次只限遞交兩份報名表格，如遞交多於兩份報名表格，必須重新排隊。（繳費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8:30至下午4:30）； 

4. 若參加隊伍以郵遞方式遞交報名表格，把已填妥的報名表格，連同抬頭書寫「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及有關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於截止報名日期前（以郵

戳為準），郵寄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賽會會先接受當天親

臨報名的申請，若有餘額，才會處理郵寄報名申請，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

夠郵資。本署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而此等郵件將由香港郵政處理。有關

郵費的計算，可參閱香港郵政網頁(http://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5. 十八歲以下之參賽者必須連同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參賽者聲明（未滿十八歲的參

賽者適用）一併交回（如附有學校或團體蓋印除外）； 

6. 每份表格只可填報一項比賽； 

7. 每隊參加隊伍只可報一項比賽； 

8. 各參賽隊伍須於報名或領隊會議提交音樂光碟，而有關提交的規格，請參閱附則十

一； 

9.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參賽者不得異議； 

10. 一經辦妥報名手續，賽會有權不接受任何增補或更換隊員的申請。 

 

(四) 報名表格索取處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 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中央廣場第1座12樓1207-1212室 

2. 車公廟體育館、恆安體育館、顯徑體育館、圓洲角體育館、小瀝源路遊樂場、 

源禾遊樂場、曾大屋遊樂場及沙田賽馬會公眾壁球場 

3. 沙田文藝協會（地址: 沙田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G03室） 

或瀏覽沙田文藝協會網址 (www.staa.com.hk) 下載報名表格 

 

(五) 報名日期及時間 

 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至 12月9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六) 查詢電話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電話：2634 0111 

2. 沙田文藝協會，電話：2606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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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領隊會議 

已報名的參賽隊伍請委派領隊或代表出席領隊會議，屆時會講解參賽隊伍須知及抽籤決定

出場次序。 

領隊會議詳情： 

組別 
 特殊人士組 

 幼童組 

 少年組 

 公開組 

時間 晚上 7 時 30 分 晚上 8 時 30 分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 

地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視聽室（沙田排頭街1-3號1樓） 

 

(八)  獎勵 

每個比賽項目均設金獎及銀獎。 

 

獎項 數目 評分 

金獎 五名 
獲九十分或以上， 

並須為首五名最高得分隊伍 

銀獎 十名 
獲八十分或以上， 

並須為金獎隨後成績最高分之十隊參賽隊伍 

 

 

(九)  評分標準 

1. 以風格、舞蹈編排、技巧、音樂、合作及表情作為評分標準； 

2. 評判的判決為最終決定。 

 

(十)  評判 

 由香港舞蹈總會負責評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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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附則 

1. 參賽隊伍如未能在指定報到時間報到，則作自動棄權論； 

2. 參賽隊伍必須遵守賽會及沙田大會堂的各項規則； 

3. 比賽不設現場伴奏，參賽隊伍須自備比賽用的音樂並必須於報名時或領隊會議提交以

Audio CD 格式錄製的CD光碟； 

i. 如隊伍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提交音樂光碟，總成績將被扣五分； 

ii. 請在CD面上註明組別、隊名、舞蹈名稱及時間； 

iii. 請留意比賽音樂光碟必須為Audio CD 格式錄製的CD光碟，不接受以MP3格式或 

其他格式錄製的光碟； 

4. 於比賽時間前2小時（即中午12時或下午5時），如天文台仍發出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該時段的賽事即告取消。賽會不會安排補期，參賽隊伍請

保留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手續； 

5. 若受特殊情況影響，比賽是否繼續舉行將由賽會全權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6. 每名參賽者只能代表一隊作賽，如經賽會發現該參賽者重複代表多於一隊參賽，則其參

賽資格會被取消。如已作賽，則有關參賽隊伍的比賽成績將會被作廢； 

7. 如有冒名頂替他人者，賽會將取消該隊的比賽資格，所得成績作廢； 

8. 參賽隊伍必須填寫報名表格<二>內的資料表呈交供本署審核； 

9. 如有參賽者的服裝及道具經賽會認為會對場地做成破壞或對其他人士構成危險，賽會有

權要求參賽者更換或禁止使用有問題的服裝或道具； 

10. 如有參賽者經賽會認為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或有意阻礙賽事進行，賽會有權取消其比

賽資格及要求離場； 

11. 參賽隊伍請留意當日賽會的宣佈，比賽一切安排，將以即場的宣佈為準，賽會有權隨時

更改比賽程序； 

12. 參賽隊伍如需索取比賽成績或出席證明，必須於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前向賽會申

請，逾期恕不受理； 

13. 參賽者須遵守賽會之指示及安排； 

14. 比賽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當場評判團最終判決為準； 

15. 賽會保留接受或拒絕參賽者參加比賽的權利； 

16. 賽會將會拍攝比賽實況作宣傳用途； 

17. 報名一經接納，棄權或被取消資格者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18. 所有參賽者須遵守政府頒布的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599章）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19.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賽會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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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合辦 

  

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報名表格<一> (4064 3633)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亦只限獲本

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你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及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將不獲受

理，恕不另行通知。 

 
隊名／學校／團體名稱：                                         

領隊姓名（必須年滿十八歲）：（中文）                  （英文）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地址︰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日）                   （手提電話）                   

 

參賽資料 （每人只可代表一隊報名參加一個比賽項目） 
 

組  別 ： 特殊人士組   幼童組   少年組   公開組 

項  目 ： 自選舞蹈     東方舞   西方舞   爵士舞   現代舞 

 

舞蹈名稱：              時間：              *人數：           

 

編號 

參賽者姓名 

（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 出生年份 

(日/月/年) 
年齡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電話 

中文 英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註：如參賽者人數多於10名，可自行影印此表格填寫  * 每隊最少2人 

《未完 – 請填妥頁6至頁8》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  ) 

編號: __________ 

由賽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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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右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合辦 

         
 

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團體舞報名表格<二> (4064 3633) 

資料表 

團體名稱：  舞蹈名稱：  

音樂時間：    

舞蹈內容簡介：     

(必須填寫，以作備用)    

請列明：音樂、定型 /  1.  2.          3. 

進場、燈光的次序  4. 5.          6. 

 

甲. 進場及退場舞台設計 

開始時圖形 (請)  

a .  定型：□  

b .  進場：（請用箭咀在圖中表示）  

左邊□  右邊□  

兩邊□   

c .  佈景，道具擺放位置：（請用▲在圖中表示）     

 

   

完成時圖形 (請)   

a .  定型：□  

b .  退場：（請用箭咀在圖中表示）  

左邊□  右邊□  

兩邊□                    

                 

乙. 道具/佈景 

  請列出所有道具/佈景（包括手持道具）、其材質及數量，以作審核。 

 道具/佈景 材質 數量 

1    

2    

3    

註: 如多於3項道具／佈景，可自行影印此表格填寫。 

 

丙. 場地安排 

 參賽隊伍不得使用檀香、粉末或含有污染性質等的道具演出。如有參賽者的服裝及道具經賽會認為對場地做成

破壞或對其他人士構成危險，賽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及要求離場。 

 賽會有權禁止使用與申報不相符的道具／佈景。 

 比賽當日場地只設天幕而舞台燈光採用世界光形式。 

大會保留接受及修改貴團體要求的權利。 

 

右邊  

舞台 

左邊  

左邊  

觀眾席  

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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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合辦 

 

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 團體舞 (4064 3634) 

＜聲明書＞ 

自行組合 

領隊聲明：  

本人證明以上申報各參賽者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本人亦證明上列參賽者均身體

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

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

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

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及裁判的指示。 

 

 

領隊簽署：                         

日  期：                         

註：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參賽者聲明＞ 

學校或團體 

學校／團體領隊聲明： 

本人證明以上申報各參賽者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本人亦證明上列參賽者均身體

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

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

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

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及裁判的指示。 

而報名表格<一>內未滿十八歲之參賽者，均獲其家長同意參加此項比賽。 

 

 

 

 

領隊簽署：                         

日  期：                         

回郵地址（必須填寫傳真號碼或地址，作日後聯絡之用） 

姓  名：                              

傳真號碼：                              

地  址：                              

                                     

                                     

姓  名：                              

傳真號碼：                              

地  址：                              

                                        

                                        

學校／團體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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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文藝協會     合辦 

 

 

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 團體舞 (4064 3633) 

＜參賽者聲明＞ 

（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適用） 
 

所有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本聲明，連同團體舞報名表格一併遞交。 
 

團體名稱：                             舞蹈名稱：             

  

本人聲明： 

本人（姓名）         同意         （參賽者姓名）參加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本人亦證明

以上申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參賽者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

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

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

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

及裁判的指示。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本人聲明： 

本人（姓名）         同意         （參賽者姓名）參加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本人亦證明

以上申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參賽者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

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

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

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

及裁判的指示。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本人聲明： 

本人（姓名）         同意         （參賽者姓名）參加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本人亦證明

以上申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參賽者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

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

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

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

及裁判的指示。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本人聲明： 

本人（姓名）         同意         （參賽者姓名）參加第四十三屆沙田區舞蹈比賽，本人亦證明

以上申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主辦機構所訂的參加資格。參賽者身體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上列參

賽者因個人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而上列參賽者亦已詳細閱讀有

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並明白主辦機構如有需要有權於出賽前查閱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參賽者身

份；亦同意主辦機構在比賽期間拍攝比賽實況作宣傳用途。本人會囑咐上列參賽者遵守比賽及場地規則，並聽從主辦機構

及裁判的指示。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