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主辦：

贊助：

元朗區議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贊助鳴謝：邱王碧卿博士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協辦：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張志光院士

馮壽如先生

鄧添福先生

元朗區青年節「街舞 BATTLE 2015」
比賽章程
基本資料
1.

日期：2015 年 7 月 19 日 (星期日)

2.

時間：下午 1 時至 6 時

3.

地點：天水圍

4.

報名資格：熱愛街舞之元朗區青少年

5.

名額：(1)齊舞比賽 15 隊、(2) BREAKING (1ON 1)

6.

報名費：$30 (以個人 / 隊伍計算)

7.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逾期恕不受理

天晴社區會堂
36 名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及健康申報表後，親臨遞交報名表連現金或郵寄報名表連支票 (郵寄只收支票，支票
抬頭︰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到本中心 (地址：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16-225 室)，梁雪梅
小姐收。**郵寄報名表的參賽單位，若成功報名人士/隊伍將於 13/7/2015 – 17/7/2015 收到大會電話通知確認。
8.

評判：
(1) BILLY CHAN (BILLY CHAN DANCE CONCEPTS)
(2) BBOY Bigki (Rhythm Attack/Mental Fusion/BBOYWORLD ASIA)
(3) BBOY Rockaa Roc (B-Tribe Crew)

9. MC: Travis (JamCity) DJ: DJ KIT (Spark Crew)
10. 獎項： BREAKING (1ON 1)
設冠軍一名，可獲獎盃及獎金$500
亞軍一名，可獲獎盃
齊舞比賽

設冠軍一名，可獲獎盃及獎金$800
亞軍一名，可獲獎盃及獎金$600
季軍一名，可獲獎盃及獎金$300

12.

查詢：致電 2475 5441 與梁雪梅小姐 聯絡

注意事項
1.

郵寄報名表的齊舞比賽參賽單位請於 4/7/2015(星期六)或之前將(已註明比賽隊伍名稱)音樂光碟(MP3 格式)交到本中
心。*請確保碟內只有一首參賽歌曲；

2.

齊舞比賽參賽單位，每隊限時表演 4 分鐘。由評判選出冠、亞、季各一名；

3.

BREAKING 賽事採取晉級制，以 battle 形式對決，海選每場比賽時間為 2 分鐘，由評判選出 16 晉入複賽。其餘各場賽
事採取即場淘汰，比賽時間為 3 分鐘，並選出冠軍及亞軍各一名；

4.

報到時間為 1:00PM-1:30PM，所有參賽者必須於指定時間到達會場報到；比賽之出場次序，由報到先後次序決定。

5.

參賽者須自行保管個人物品；

6.

參賽者必須填妥健康申報表，以確實身體健康狀況良好。參賽者也須因應個人身體狀況而作出各項動作，如參加者因
個人疏忽或健康狀況欠佳等因素而引致受傷，大會無須負責；

7.

如比賽當日天文台於上午 10 時懸掛黑色暴雨警告/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活動將可能延期或取消，大會將於活動前 2 小
時以電話通知各參賽單位有關比賽安排；

8.

評審結果以大會評審團之決定為準，參賽者必須尊重及接受大會評判團之決定不得異議；

9.

大會保留更改比賽日期、時間或地點的權利，比賽細則如有任何修改，會盡快通知各參賽隊伍；

10.

所有參賽者必須遵守上述之事項。

致︰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梁雪梅小姐 (傳真︰3005 4922)
主辦：

贊助：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議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贊助鳴謝：邱王碧卿博士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協辦：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張志光院士

馮壽如先生

鄧添福先生

元朗區青年節「街舞 BATTLE 2015」
報名表格
請於 4/7/2015(星期六)或之前連同報名費及健康聲明交回本中心(地址：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16-225 室)。
參賽資料 (填寫本報名表格前，請先細閱比賽章程)
BREAKING 參賽者資料
中文姓名：

年齡：

聯絡電話：

性別：

電郵：

健康聲明
健康聲明 (每名參加者也須填寫健康聲明)
*本人/*敝子弟_______________(參加者姓名)身體健康，適合參與上述比賽，如因*本人/*敝子弟的疏忽或身體能力
欠佳，而引致參加比賽時傷亡，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無須負任何責任。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期
備註：十八歲以下參加者需由家長簽署

1.
2.
3.
4.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你在本表格中及就本比賽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籌辦本比賽及第七屆元朗區青年節之用途上。本會可能在法例授權或准許下，向其他人（例
如元朗大會堂、元朗區議會及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披露 / 轉移部分或全部資料。
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的豁免範圍之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要求應向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提出，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體育路 4 號。
如本會就本比賽書面公佈結果，該書面公佈會載有你所提供的部分資料，包括你的姓名及就讀學校。
如你是有關人士的代理/代表，請通知他們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注意你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應負的責任。

致︰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梁雪梅小姐 (傳真︰3005 4922)
主辦：

贊助：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議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贊助鳴謝：邱王碧卿博士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協辦：

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 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張志光院士

馮壽如先生

鄧添福先生

元朗區青年節「街舞 BATTLE 2015」
報名表格
請於 4/7/2015(星期六)或之前將(已註明比賽隊伍名稱)之音樂光碟(MP3 格式) *連同報名費及健康聲明
交回本中心 (地址：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16-225 室)。
*

請確保碟內只有一首參賽歌曲

齊舞比賽參賽隊伍資料
參賽資料 (填寫本報名表格前，請先細閱比賽章程)
*隊伍名稱：

*人數 :

領隊 / 隊長：

*電郵：

(如表格不足書寫，請自行影印)
*聯絡電話：

參賽者個人資料及聲明
*參加者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年齡：

*本人/*敝子弟_______________(參加者姓名)身體健康，適合參與上述比賽，如因*本人/*敝子弟的疏忽或身體能力欠
佳，而引致參加比賽時傷亡，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無須負任何責任。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期

*必須填寫及請刪去不適用者

備註：十八歲以下參加者需由家長簽署

參賽者個人資料及聲明
*參加者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

年齡：

*本人/*敝子弟_______________(參加者姓名)身體健康，適合參與上述比賽，如因*本人/*敝子弟的疏忽或身體能力欠
佳，而引致參加比賽時傷亡，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無須負任何責任。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參加者/*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日期
備註：十八歲以下參加者需由家長簽署

1.
2.
3.
4.

*必須填寫及請刪去不適用者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你在本表格中及就本比賽所提供的資料，將用於籌辦本比賽及第七屆元朗區青年節之用途上。本會可能在法例授權或准許下，向其他人（例如
元朗大會堂、元朗區議會及元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披露 / 轉移部分或全部資料。
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的豁免範圍之外，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你的個人資料。有關要求應向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提出，地
址：香港新界元朗體育路 4 號。
如本會就本比賽書面公佈結果，該書面公佈會載有你所提供的部分資料，包括你的姓名及就讀學校。
如你是有關人士的代理/代表，請通知他們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注意你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應負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