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集體舞》創作大賽
Easy Dances for All
本會於 1999 年以香港人的節日風俗、生活習慣及遊戲活動為題材，出版了第一輯《香港舞》
。
教材曾推廣至全港中、小學並介紹到海外，深受各地老師歡迎；時至今日，不少學校及舞蹈團體仍
沿用當中的舞蹈及音樂。
為了延續《香港舞》的精神，本會有意推出一輯《簡易集體舞》
，希望透過舉辦創作大賽，集
思廣益，吸納更多易學易記、群眾性高、具香港情懷的簡易舞蹈，讓更多香港人能夠享受跳舞的樂
趣，海外人士亦能對香港的文化加深了解。
《簡易集體舞》創作大賽由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決賽將於 2022 年 9 月 4 日假高山劇場新翼
一號排演室進行。請細閱附上的最新資料，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及舞者報名參加。

比賽詳情
《簡易集體舞》創作大賽 - 初賽
比賽形式：提交影片
舞蹈長度：2.5 - 4 分鐘
人數: 8 人或以上
《簡易集體舞》創作大賽 - 決賽
比賽形式：現場比賽 (須以初賽舞蹈參與決賽)
舞蹈長度：2.5 - 4 分鐘
人數: 8 - 24 人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
報名費用：每隻參賽舞蹈港幣 250 元
決賽名單：2022 年 7 月 20 日或之前以電郵通知
決賽日期：2022 年 9 月 4 日(星期日)
決賽地點：高山劇場新翼一號排演室
決賽時間：確實時間另行通知
評審委員：本地資深舞蹈家
獎

項：
1. 設優秀創作獎和優異獎
2. 每位編舞者及參賽者均獲參與証書乙張
3. 獲優秀創作獎的作品將獲香港舞蹈總會收納於《簡易集體舞》系列中，而版權將為香港
舞蹈總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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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規
1.

作品要求：易學易跳、群眾性高、可交流互動的舞蹈。(作品可配合道具編創)

2.

作品主題：具香港特色：節日、生活、環境、中西合璧等。

3.

評分準則：舞蹈的題材、切合性、結構、編排。

4.

作品音樂：可自選音樂 (入選《簡易集體舞》系列舞蹈將由會方安排重新作曲或編曲）

5.

舞蹈種類：不限

6.

舞蹈長度：2.5 - 4 分鐘，全舞約 4-6 個小段。

7.

每位編舞者最多只能報名 2 隻舞蹈。

8.

除比賽取消外，一經確實報名後，已繳費用概不發還。

9.

編舞者需要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並年滿 18 歲以上；舞蹈員年齡不限。

初賽影片要求：
1.

影片解析度須達 1080p 或以上。

2.

只接受 mp4 或 mov 檔案。

3.

可在任何足夠空間的地點拍攝。

4.

拍攝背景不可以有團體或學校名稱 / 標誌、需要清楚、簡單、整潔及不可背光。

5.

視頻內 (包括服裝和道具) 不可以有姓名、團體或學校名稱 / 標誌。

6.

可用任何攝影器材以橫向水平拍攝。

7.

要以一鏡到底方式拍攝，不可剪接、加入效果及後期製作。

8.

留意音樂質素，需要音畫同步。

報名方式：
1.

網上報名
請於截止日期或以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上傳報名費入數收據、作品影片及舞蹈員資料表格。

2.

郵寄/親身逕交
填妥報名表後，連同報名費(支票或入數收據)、作品影片 USB 及舞蹈員資料表格於截止日期
前，逕交或寄交九龍長沙灣道 932 號興迅廣場 26 樓 B 室香港舞蹈總會。
封面請註明：
《簡易集體舞》創作大賽
(如郵寄請確保足夠郵費或使用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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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方法：
1. 銀行匯款及轉賬
銀行名稱: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 168-228724-838
戶口名稱: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
2. 劃線支票
抬頭人「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背面寫上《簡易集體舞》報名費和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3. 轉數快 FPS
電話 69003960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
# 請提供截圖證明，截圖需包括日期及參考號碼
查詢：
香港舞蹈總會
可致電 29604940 與本會 Tiffany Wong 聯絡，或電郵至 hkdf@netvigator.com。

*本會保留任何改動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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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報名表
Entry Form

(只供舞總填寫)

(每表一舞，請用正楷填寫 Please fill in Block Letters, Separate form for each dance)
編舞者資料 Information of Choreographer (如編舞者多於一位，請自行影印填寫)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聯絡電話 Tel：

電郵 E-mail：

通訊地址 Address：

負責人資料 Information of Contact Person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聯絡電話 Tel：

電郵 E-mail：

舞蹈資料 Dance Information
舞蹈名稱 Name of Dance (中文 Chinese)
舞蹈名稱 Name of Dance (英文 English)
舞蹈時間 Duration：

舞蹈員人數 No. of Performers：

舞蹈內容簡介 Dance Synopsis
中文 (50 字) :

English (70 words) :

聲明 Declaration：
•
•
•
•
•

此參賽舞蹈為本人之創作。如引起任何有關版權爭議的法律問題，概由本人負責。This dance entered for the competition
is my own creation. I will assume all the legal obligations incurred by infringements on copyright should there be any.
本人及參賽者均願意遵守主辦機構所訂之規則，並絕對服從評審團之決定。I am willing to observe the rules made by
the organizing body and will absolutely obey the decision of the Adjudicating Panel.
本人的參賽者均健康良好，沒有任何一人患上心理或生理的疾病。特此聲明。I acknowledge that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suffer from any psychical or physical disease.
本人 / 本團的參賽者同意遵守屆時政府所頒布《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 章）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I am/ We
are willing to observe the Covid-19 precautionary measures unde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 (Cap.
599)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本人 / 本團同意賽委會在比賽期間任何時間所拍攝的照片和視頻，以及參賽單位所提供的視頻均可被賽委會使用，
用途包括紀錄、播放、宣傳及推廣之用。I / We agree that the photos and videos taken by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at
any ti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videos submitted from my / our side, can be used by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for archiving, stream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purposes.

編舞者簽署 Signature of Choreographer(s)：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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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員資料
Dancer(s) Information Form
No.

姓名(中文)
Name (Chinese)

姓名(英文)
Name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性別
Sex

身份證 / 證件號碼
ID / Passport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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