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贊助 

                                   
 

普 劇場 2020「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_報名表格1 

普 劇場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 

2020「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 

報名簡章 

 

引言： 

普 劇場為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本團藉此匯聚新界西不同學校齊集屯門大會堂，讓學生們一

嘗踏上專業舞台滋味，更期望不同學校互相觀摩、交流和學習，以達致集思廣益，累積舞台

表演經驗，更可增加戲劇知識。為減輕學校籌備比賽中的繁瑣，入選比賽之學校會獲得本團

到 貴校提供給予專業意見乙次，可為是次比賽及未來的戲劇路程作最好的準備。 

 

戲劇比賽程序：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入選學校公佈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 

入選學校遞交資料：2019 年 11 月 30 日 

提供協助時期 ：2020 年 1 至 2 月 

技術綵排時間 ：2020 年 2 月 25 – 28 日 (其中兩小時) 

技術綵排地點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演出日期  ：2020 年 2 月 29 日(星期六) 

演出時間  ：10:00am – 5:00pm 

演出場地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報名方法： 

 **參加學校需繳交幣壹百元正(HK$100)按金。 

     -請用劃線支票或本票付款，支票抬頭：「普劇場有限公司」或「Pop Theatre Limited」。 

     -請勿郵寄現金。 

     -按金於比賽完結後兩星期內退還。（如參賽隊伍中途自動退出，按金恕不退還。）  

 

1) 郵寄：填妥參加表格後，請連同支票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或之前寄往下列地址：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 403 號滙城集團大廈 9 樓 F 室 

     （信封封面請註明 普 劇場「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 

 

2) 電郵 或 傳真：填妥參加表格後，請連同按金入數紙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或之

前電郵到 submit@poptheatre.hk （標題請註明普 劇場「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

賽」）或 傳真至 3954 5622。 

 

3) 銀行資料 : 銀行名 普劇場有限公司 或 Pop Theatre Limited    帳戶: 112-55026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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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細則：  

（1）參加資格： 必須為新界西區之學校 

（2）劇長  ： 十五至二十分鐘（包括過場換景時間），不依時限之演出，會被取消 

獲獎資格或終止比賽。  

（3）劇本選擇： 學校可自行撰寫劇本、選用或改編現存劇本。  

（4）評選  ： 資深戲劇工作者負責評審各隊伍的演出，評選將以作品的原創性、藝 

術意念及技巧為標準。  

 

演出協助 / 津貼及獎項： 

（1）協助： 入選隊伍將獲本團到  貴校提供相關演出專業意見及技術協助乙次。 

（2）津貼： 本團將負責提供演出場地及宣傳工作，每隊入選隊伍亦可獲港幣一千元正

之演出津貼。(演出津貼將以實報實銷形式發還)  

（3）獎項： 大會將頒發 9 個奬項，分別為：「最佳整體演出」、「最佳舞台效果」、「最佳編

劇」、「最佳導演」、「最佳角色造型」、「最佳男演員」、「最佳女演員」、「優異演

員」、「最具公民意識」；各奬項均獲頒贈紀念獎座乙個。  

 

報名須知： 

（1） 參賽隊伍必須為學校。  

（2） 比賽作品必須未經任公開演出。  

（3） 所有提交文件概不發還。  

（4） 每間學校提交的作品數目不限（需個別填寫報名表格），惟每間學校最多只會有一個作品

＿＿＿入圍。 

（5） 各參賽隊伍的成員必須在報名表格上填報其真實姓名。  

（6）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7） 入選隊伍結果將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通知參賽學校聯絡人。  

（8）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劇本及參賽資料#。 

（9） 主辦機構及評審團有權取消違例作品之參賽資格，最終賽果由主辦機構決定，不設上訴機

＿＿＿制。 

（10）主辦機構保留可使用參賽者所提供資料的權利，並可出版、演出或複製入圍參賽作品，

＿＿＿作為推廣活動之用。  

（11）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比賽規則及內容之權利。  

 
#
參賽資料包括：  

(a) 參賽隊伍名稱及簡介  

(b) 工作人員(包括前、後台)之人數、個人資料及簡介  

(c) 演出劇目、故事大綱及劇本  

(d) 角色分配表  

 

查詢： 如參加者對參賽規則、舞台技術支援等有任何問題，可與本團職員聯絡 852 – 3956 3459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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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劇場 

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 

2020「新界西小學戲劇匯聚比賽」 

報名表格 

 

(請以黑色原子筆及正楷中文填寫)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師聯絡電話：（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師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劇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簡介(不少於 400 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簡介如有不敷，可另加紙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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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1） 參賽隊伍必須為學校。  

（2） 比賽作品必須未經公開演出。  

（3） 所有提交文件概不發還。  

（4） 每間學校提交的作品數目不限（需個別填寫報名表格），惟每間學校最多只會有一個作品

入圍。 

（5） 各參賽隊伍的成員必須在報名表格上填報其真實姓名。  

（6）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7） 入選隊伍結果將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通知參賽學校聯絡人。  

（8） 參賽隊伍必須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劇本及參賽資料#。 

（9） 主辦機構及評審團有權取消違例作品之參賽資格，最終賽果由主辦機構決定，不設上訴機

制。 

（10）主辦機構保留可使用參賽者所提供資料的權利，並可出版、演出或複製入圍參賽作品，

作為推廣活動之用。  

（11）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比賽規則及內容之權利。  

 
#
參賽資料包括：  

(a) 參賽隊伍名稱及簡介  

(b) 工作人員(包括前、後台)之人數、個人資料及簡介  

(c) 演出劇目、故事大綱及劇本  

(d) 角色分配表  

 

 

 

 

  學校蓋印 :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隊伍遞交報名表格後，即表示接受主辦機構的參賽要求及規則。   

主辦機構有唯一及最終決定權處理一切與是項比賽有關之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