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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e Skipping DELIGHT Hong Kong 2016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2016 

 
目的  

¶ 全港首創，以舞台效果加插花式跳繩表演 
¶ 為全港所有中小學及機構提供一個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 透過一個輕鬆愉快的表演平台讓學生汲取比賽經驗 
¶ 提供機會讓不同學校及機構之學生互相認識及交流學習 

 
一般資料  

日期：2016年 5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15:00 - 22:00 
地點：鄉議局大樓 - 大劇院（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石門安睦街 30號） 
費用：每隊港幣$900（觀眾人士入場需要另購入場卷，$80一張，詳情稍後網頁公佈） 
 
1. 參加資格  

a. 新界地域小學組 b. 港島及九龍地域小學組 
c. 新界地域中學組 d.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組 
e. 14歲或以下公開組 f. 15歲或以上公開組 

 
2. 比賽獎項  

a. 每組別之冠、亞及季軍隊伍將會獲得由 Ultimate Ears讚助藍牙喇叭乙個（總值$29,376） 
b. 設有隊際冠、亞、季軍及殿軍 
冠、亞、季軍及殿軍之學校及機構將獲發獎盃一隻及每位學生獲發獎牌一面 

c. 優異獎 
d. 最佳花式創意獎 
e. 最佳造型獎 
f. 最完美大獎 
g. 最受歡迎大獎（由現場觀眾投票） 
 
＊優異獎所有組別各 3名得獎隊伍；最佳花式創意獎、最佳造型獎、最完美大獎及最受歡迎大獎，
所有組別各 1名得將隊伍。每隊得獎隊伍將獲發獎盃一隻。 

 
3. 比賽注意事項  

a. 所有比賽不設上訴，比賽結果均以當場裁判判決為準 
b. 本校將會邀請來至跳繩界、舞蹈界及其他有關文化運動藝術有關的人士擔任比賽裁判 
c. 所有參賽隊伍請自備繩子比賽，質料不限 
d. 可以使用道具，但需要預先申請及得到本校批准 
e. 比賽場區最少 6 x 12米 
f. 參賽者及道具，不得超越舞台範圍，否則取消資格 
g. 危險動作 - 將會導致生命危險，裁判有權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4. 其他事項  

a. 每校須由最少一位學校老師或教練帶領，負責監督其學生在場內及場外之行為 

b. 所有參加之學生將會獲發參與證書一張 
 



	  

Address:	  Unit	  D,	  5/F,	  Power	  Industrial	  Building,	  9-‐15	  Wo	  Heung	  Street,	  Fo	  T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Website:	  http://www.hkrsa.asia	   	   	   e-‐Mail:	  info@hkrsa.asia	   	   	   Tel:	  9813	  6367	  /	  9332	  7191	   	   	   Fax:	  3013	  9833	  

比賽資料及通則  
Ø 比賽形式： 

以自選音樂表演不同難度及創意的花式跳繩  
• 小學 3-4分鐘以內 
• 中學 4-5分鐘以內 
• 公開組 4-6分鐘以內 
比賽時間不足或超時，每 5秒扣 1分，最多扣 10分（不足 5秒亦作 5秒計算） 

Ø 每校或機構可報多於 1隊，不設上限 
Ø 每隊伍參與學生人數最小為 5人，不設上限 
Ø 評分標準 

創意  編排及整體表現  參與人數及同步性  難度  

主題運用 
花式變化 
音樂運用 

流暢性 
花式與花式間轉接 

場地運用 
互動性 

運動員的參與率 
齊整度 

花式技巧  
（主要分為個人繩， 
雙人或多人繩、大繩 

及交互繩） 
25% 25% 25% 25% 

* 可以使用舞台燈光效 
* 如分數相同，創意分較高者勝 
  （如創意分相同，會按以下次序之分數較高分者勝:編排及整體表現分數->參與人數及同步性->難度） 
 

報名方法  
• 由即日起至 2016年 4月 15日（星期五）截止；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9813 6367 或 電郵 

info@hkrsa.asia 向本校職員查詢 
• 填妥報名表、參賽者聲明及連同報名費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有限公司」，寄回地址：「火炭禾香街9-15號力堅工業大廈5樓D室」，請註明「#DelightHK」 

• 完整的報名申請必須包括： 
1. 填妥的報名表 
2. 參賽者聲明 
3. 劃線支票 

• 所有報名資料如有更改會按照第二次遞交時間為準 
• 郵寄的報名申請以郵印日期為準 
• 報名一經確認，費用將不設退款 
 
特殊情況  
Ø  如遇天氣情況惡劣，參加學校可於比賽前兩小時致電 9813 6367 / 9332 7191查詢。如遇天文台發
出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黑色暴雨訊號時，比賽則會改期進行，日期另行通知。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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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e Skipping DELIGHT Hong Kong 2016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 2016 

 
學校或機構名稱：                  

學校或機構地址：                  

領隊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領隊必須為 18歲或以上人士 

 
參賽組別             會否使用道具 
¨ 新界地域小學組    ¨ 港島及九龍地域小學組   ¨ 會  ¨ 不會 
¨ 新界地域中學組    ¨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組   如會，請例明：     
¨ 14歲或以下公開組    ¨ 15歲或以上公開組           
                     
參賽者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公開組適用（中小學組不需填寫此欄）  

身份證或護照首 4位數字 出生年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如不夠位請自行複印 
• 報名費用每隊港幣900元正（請以劃線支票繳交，抬頭請寫上「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有限公司」） 
• 請把報名費用連同報名表及各參賽運動員聲明一同寄回「火炭禾香街 9-15號力堅工業大廈 5樓 D室」，請
註明「#DelightHK」 

 
合作伙伴  

學校或機構印章：     
日期：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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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e Skipping DELIGHT Hong Kong 2016 

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2016 

 
 

 

參賽者聲明（如參加者未滿十八歲，請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1. 本人謹此聲明：                   （參賽者姓名）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合參加上述「香港花式

跳繩大匯演2016」活動。如果本人／小兒／小女的疏忽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主

辦機構及協辦機構概不需負責。如果本人／小兒／小女在活動期間發生任何意外，本人授權主辦機構

全權決定是否送本人／小兒／小女到醫院接受治療。主辦機構或協辦機構或教練無須就本人／小兒／

小女的人身傷害及其他一切損失負上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2. 本人明白及同意在收集資料的類別方面，在「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2016」活動其間，所有參賽者可能

會被主辦機構、協辦機構或傳媒機構拍攝照片及錄影，亦會有機會作公開刊登（如校刊、學校網頁、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及報章雜誌）及播放。 

 

3. 本人明白在此報名表上提供之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如有任何虛假及誤導性資料，此申請將被取消。

如已接納，均屬無效。  

 

4. 本人已細閱及明白章程及報名表內容，並願意遵守。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參賽者簽署﹕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日期：       

 

• 每一位參賽者必需填寫一張參賽者聲明，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 
 
目的  

¶ 全港首創，以舞台效果加插花式跳繩表演 
¶ 為全港所有中小學及機構提供一個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 透過一個輕鬆愉快的表演平台讓學生汲取比賽經驗 
¶ 提供機會讓不同學校及機構之學生互相認識及交流學習 

 
一般資料  

日期：2016年 5月 27日（星期五） 
時間：15:00 - 22:00 
地點：鄉議局大樓 - 大劇院（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石門安睦街 30號） 
詳細資料：http://www.hkrsa.asia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