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HKAS) 

 

(A) 個人資料

(B) 參與詳情 (請於適當空格上填上「√」號)

I. 學校類別及語言組別 (可選多於一項)

II. 校訪時間及編排組別 (請最少提供18節可校訪日子)

** (本年度戲劇節有機會以「讀劇演出」”Reader’s Theatre”形式演出，申請者可能須要透過會議軟件參與評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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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會按上述資料安排合適組別 

請盡量編排與   (另一申請者姓名) 於同一組別 

請盡量避免安排與   (建議申請者姓名) 於同一組別 

姓名 (英文) ：         (中、英文姓名，須與香港身份證相符) 

姓名 (中文) ： 身份證號碼 ： 

電郵地址 ： 手提電話號碼 ： 

通訊地址 ： 

學校類別 口頭評語所使用之語言 書面評語所使用之語言 

小學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中學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中文 英文 

備註： 可到訪特殊學校 (其他) 

學校演出日期 : 2021 年 2 月 24 日 至 3 月 16 日 

學校演出時間 : 上午 ( 9:00am-12:00nn ) ; 下午 ( 2:00pm-5:00pm ) 

2020/21 香港學校戲劇節 

學校演出期評判 

申請表格 

申請需知： 

(1) 申請方法：請填妥申請表格，並於2020年11月13日晚上11時前電郵至 hksdf@hkac.org.hk

(2) 如遞交申請表三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由香港藝術學院以電郵地址 : hksdf@hkac.org.hk 發出之 「HKSDF

2020/21 - ACKNOWLEDGEMENT OF APPLICATION – ADJ」 覆函，請與學院聯絡。

(3) 已提交申請表格之申請者，並不代表已成功列入「2020/21 香港學校戲劇節」評判團隊中。

(4) 所有資料絕對保密，有關申請表會在申請截止日期後一年銷毀。 

mailto:hksdf@hkac.org.hk


20202021 (HKAS) 

III. 利益申報

2020/21 年度將會擔任戲劇導師或有可能引致利益衝突* 的學校名單 (若不敷應用，請另紙再寫) 

*有可能引致利益衝突例子：子女就讀、伴侶任教、曾於 2017/18、2018/19 、2019/20 期間出任導師等。

學校名稱 原因 

IV. 個人簡歷 (300-350字)

請按所選擇的語言組別提供一段約300-350字個人簡介，大會將於校訪前把下列資料交予參與學校

V. 注意事項 (重要)

 新申請者

 從缺3年或以上申請者

 請提供詳細履歷

 大會將安排「小組面談」(必須出席)，讓申請者進一步了解「戲劇節」，其後將

邀請合適人選加入評判團隊。

「小組面談」時段如下：

24 Nov. 2020  (1900-2100) 

 評判團隊

(大會將於2020年11月下旬

以電郵通知個別人士確認) 

 大會將安排「校訪前工作會議」，所有評判必須出席 。與會者將一同檢視校

訪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分享遇到的難題及商討解決方法。

可出席「校訪前工作會議」時段：

26 Jan, 21 (19:00-21:00) 28 Jan,21 (19:00-21:00) 兩者皆可 

 評判校訪後須注意事項  評判須於大會指定日期或以前遞交完整工作表 (如: 獎項名單、評估表、評語紙)

(C)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在本申請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均屬正確及完備。本人明白倘若故意虛報資料或隱瞞事實，香港藝術學院

可取消已發出的口頭或書面聘約或縱使已獲聘任亦可遭解僱。 

  日期: 申請者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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