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教育中心    《演藝 GPS》2013/14 活動時間表                  
有關參加資格、活動須知及詳情，請細閱「活動詳情」，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584-8503 與阮小姐聯絡。 

   音樂       舞蹈              電影及電視       中國戲曲     舞台及製作藝術 對象：小學 4 – 6 年級學生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編號 活動名稱 內容 每校最多人數 

2013 年 10 月 

15 (二) 18:45 -21:30 MU2(1)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畢業生連同交響樂團

音樂會 

80 

16 (三) 18:45 -21:30 MU2(2) 80 

28 (一) 11:00-12:30 CO1(3) 拆解大戲密碼 粵劇工作坊 80 

29 (二) 18:45-20:30 MU2(3)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管樂隊音樂會 50 

11 月 

4 (一) 17:45 -19:30 MU2(4)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木管室樂團音樂會 50 

6 (三) 17:45 -19:30 MU2(5)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中樂音樂會 40 

8 (五) 18:45-21:00 MU2(6)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交響樂團音樂會 50 

14 (四) 17:45 -19:30 MU2(7)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敲擊樂音樂會 50 

22 (五) 15:00-17:30 DA1(1) 表演賞‧想 舞蹈表演欣賞 180 

23 (六) 15:00-17:30 DA1(2) 表演賞‧想 舞蹈表演欣賞 180 

27 (三) 17:45-19:30 MU2(8)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銅管樂音樂會 50 

30 (六) 09:30-13:30 FT1(1) 寫意快拍 錄像短片製作坊 +分享會 (4 月 5 日) 30 

12 月      

6 (五) 15:00-17:30 MU2(9)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歌劇選段音樂會 80 

7 (六) 09:30-13:30 FT1(2) 寫意快拍 錄像短片製作坊 +分享會 (4 月 5 日) 30 

14 (六) 09:30-13:30 FT1(3) 寫意快拍  錄像短片製作坊 +分享會 (4 月 5 日) 30 

2014 年 1 月 

18 (六) 09:30-13:30 FT1(4) 寫意快拍 錄像短片製作坊 +分享會 (4 月 5 日) 30 

22 (三) 17:45-19:30 MU2(10)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中樂音樂會 40 

25 (六) 09:30-13:30 FT1(5) 寫意快拍 錄像短片製作坊 +分享會 (4 月 5 日) 30 

2 月      

11 (二) 13:00-15:00 MU1(2) 玩轉音樂格式 創意音樂創作工作坊 + 分享會 (7 月 3 日) 40 

20 (四) 17:45 -19:30 MU2(11)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木管樂音樂會 50 

28 (五) 18:45 -20:30 MU2(12)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早期音樂音樂會 50 

3 月      

14 (五) 17:45-19:30 MU2(13)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敲擊樂音樂會 50 

19 (三) 17:45-19:30 MU2(14)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中樂音樂會 40 

28 (五) 17:45-19:30 MU2(15)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木管室樂團音樂會 50 

4 月      

2 (三) 17:45 -19:30 MU2(16)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箏樂音樂會 50 

4 (五) 17:45-19:30 MU2(17)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木管樂音樂會 50 

10 (四) 18:45-20:30 MU2(18)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聲樂音樂會 50 

14 (一) 11:00-12:30 CO1(4) 拆解大戲密碼 粵劇工作坊 80 

15 (二) 18:45-20:30 MU2(19)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管樂隊音樂會 50 

23 (三) 17:45 -19:30 MU2(20)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銅管樂音樂會 50 

29 (二) 18:45-20:30 MU2(21) 妙趣生韻 音樂會前導賞 + 演藝爵士樂音樂會 50 

5 月      

9 (五) 15:00-17:30 DA1(3) 表演賞‧想 舞蹈表演欣賞 40 

10 (六) 15:00-17:30 DA1(4) 表演賞‧想 舞蹈表演欣賞 40 

6 月      

23-25,27 日 

11:00-13:00    
14:00-16:00 
11:45-13:45    
14:45-16:45 
12:30-14:30    
15:30-17:30 
13:15-15:15 

28 日 

10:00-12:00 
10:45-12:45 
11:30-13:30 
12:15-14:15 

TA5 
漫遊舞台設計 

作品展 
導賞團及戲服設計工作坊 30 

 

  



《演藝 GPS》2013/14                  

活動詳情 

 

 

如遇特殊情況，香港演藝學院保留更改節目內容或日期的權利 

活動名稱 地點 內容 每校最多人數 

妙趣生韻 香港演藝學院 透過欣賞由音樂系學生演出的音樂會，增加對不同

樂種包括銅管樂、木管樂、中樂、聲樂、敲擊樂、

室樂管弦樂及樂隊方面的了解，各音樂會均設導賞

環節，如演出前講座或演出期間介紹。 

40-80 人 

玩轉音樂格式 香港演藝學院 

及 

報名學校 

 

在工作坊第一節，導師將介紹創意音樂創作的基

礎，以創新手法鼓勵學生於音樂表演中展現創造力

及表達自我。學生將以全新方法學習如何演奏音

樂，甚至演奏他們創作的音樂。導師將透過多種遊

戲及練習，發展學生對不同音樂元素，如音高(旋律

及和聲)、節奏及色彩的了解。老師可輕易地把這些

方法運用於教學中，使未曾接受音樂訓練的學生容

易投入音樂活動中。及後導師會到訪學校主持 3 節

1.5 小時工作坊，帶領學生創作一首長約 2 至 5 分鐘

的樂曲，於 2014 年 7 月 3 日回到演藝學院表演分

享。 

40 人 

寫意快拍  薄扶林 

伯大尼校園 

在 4 小時的工作坊中，學生將會通過電影理論的教

授，掌握如何把意念思緒舖展成故事，並認識到甚

麼是電影語言。導師會即席示範，教授如何拍攝一

場戲，使學員掌握到拍攝技巧。分組實習時，小組

導師將會協助拍攝、解決問題和分享經驗。完成工

作坊後，參加學生須合作製作一段 3 至 5 分鐘的短

片，並於 4 月 5 日在演藝學院薄扶林伯大尼校園分

享，一起檢討學習成果。 

30 人 

拆解大戲密碼 香港演藝學院 導師將以輕鬆手法簡單介紹粵劇的基本知識，如歷

史、理論、類型等，並藉着粵劇與日常生活的連

繫，介紹及示範一些身段動作及服裝衣飾，更有選

段演出及戲服試穿環節，以增加趣味。 

80 人 

表演賞‧想 香港演藝學院 學生將欣賞由舞蹈學院製作的學校專場演出。表演

由多位國際編舞家的優秀作品組成，展現不同風格

舞蹈，包括芭蕾舞、現代舞、中國舞與跨舞蹈風格

(cross-stream)舞蹈，並加插導賞環節，以增強學生對

作品的了解。 

40-180 人 

漫遊舞台設計 

作品展 

香港演藝學院 導師將帶領學生參觀舞台設計系畢業生作品展，並

設戲服設計工作坊，介紹及應用不同物料創作，與

同學製作獨特的服飾。 

3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