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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明日之聲大賽 

第三十五屆舞動香江大賽 

比賽安排 
 

比賽日期: 1 / 11 / 2020 (星期日) 

地點: 尖沙咀文化中心 GR1（大劇院後台 6 樓） 

 

特別鳴謝！黃國強校長（馬鞍山靈糧堂小學創校校長）擔任是次比賽評審。 

 

*請填妥健康申報表，於登記時交予職員* 

[如於登記時間內未成功登記，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第一組] 

登記時間 Registration time: 09:20 am - 09:30 am 

比賽時間 Competition time: 09:30 am – 10:45am 

 

 

 

 

 

項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1 唐諾兒 Tong Nok Yi 青少年組 獨唱 

2 沈詠彤 Shum Wing Tung 青年組 單人項目 - 中國舞 

3 林卓瑤 Lam Cheuk Yiu Cherrie 青少年組 單人項目 - 中國舞 

4 莫沁宜 Mok Sum Yi 青少年組 單人項目 - 中國舞 

5 羅心怡 Lo Sum Yi Abby 少年組 單人項目 - 中國舞 

6 謝子翹 Tse Gwenyth Q 少年組 單人項目 - 中國舞 

7 廖晞榆 Liu Hei Yu 幼童組 單人項目 - 現代舞 

8 

蘇靖晴 So Ching Ching 
兒童組 團體項目– 爵士舞 

蕭朗兒 Siu Long Yee 

9 
李佩瑩 Lee Pui Ying Chantelle 

幼兒組 團體項目– 兒童組 
李崇熙 Lee Sung Hei Qu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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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登記時間 Registration time: 10:50 – 11:00 am 

 比賽時間 Competition time: 11:00 am – 12:15noon 

 

 

 

 

項目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參賽項目 

1 
陳雪心 Chen Suet Sum Angel 兒童組  單人項目 – 兒童舞 

2 
朱芍喬 Chu Cheuk Kiu 兒童組  單人項目 – 兒童舞 

3 
黎泳彤 Lai Wing Tung 兒童組  單人項目 – 兒童舞 

4 
劉淑晴 Lau Shuk Ching Sophie 兒童組  單人項目 – 爵士舞 

5 
葉庭萱 Yip Ting Hsuan 兒童組  單人項目 – 爵士舞 

6 

劉曉晴 Lau Hiu Ching Devanna 

兒童組 團體項目– 兒童舞 

鄭栩偲  Cheng Hui Sze 

7 

李雪昀 Li Suet Wan Saffron 

兒童組 團體項目– 兒童舞 鄭曉陶 Cheng Hiu To 

陳詩雨 Chan Rainelle Sze Yu 

8 

劉淑晴 Lau Shuk Ching Sophie 

兒童組 團體項目– 爵士舞 

黎泳彤 Lai Wing Tung 

李宓娗 Li Fuk Ting 

朱芍喬 Chu Cheuk Kiu 

9 

葉庭萱 Yip Ting Hsuan 

兒童組 團體項目– 爵士舞 

陳雪心 Chen Suet Sum Angel 

黃芊悦 Wong Chin Yuet  

麥梓煒 Mak Tsz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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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比賽人士健康申報記錄 

根據有關部門指引， 

任何人士未能於進入會場時提交健康申報記錄， 

將不得進入會場！ 

 

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陪同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體溫：__________） 

 

（請圈出正確資料） 

I. 於過去 14 天 內均（有 / 沒有）出現以下病癥, 包括: 發燒、 

全身乏力、咳嗽、喉嚨痛、氣促或其他疑似流感等癥狀; 

 

II. 於過去 14 天 內,（有 / 沒有）離港和/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 ; 

 

II. 於過去 14 天 內, （有 / 沒有）與曾外遊和/ 

或正接受強制檢疫隔離人士有緊密接觸; 

 

IV. 於過去 14 天內, （有 / 沒有）與在香港或海外被確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或初步檢測呈陽性結果病例的任何人士有緊密接觸。 

 

本人確認以上訊息為真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寫）                      （請以正楷填寫）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18 歲以下人士由陪同人簽署）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參賽者 陪同者 

有 沒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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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Declaration Form 
All attendees must submit a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before entering the venue. 

According to relevant department guidelines,  

those attendees who fail to submit the health declaration form  

will NOT be admitted to the venue. 
 

Contestant: _______  (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 

  

Companion:______   (Temperature degree: ______) 

 (Please circle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1. all personnel do not have and have not had in the past 14 days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 fever, malaise, cough, sore throat,  

shortness of breath or other flu-like symptoms; 

 

2.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out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14 days 

and/or  

are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3.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have 

travelled outside Hong Kong and/or have been under compulsory 

quarantine in the past 14 days; 

 

4. all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any person who is a 

confirmed or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Hong 

Kong or overseas in the past 14 days. 

 

I confirm that the above message is true. 

Contestant:                                         Companion:                         

 

Signature : ______                                   Signature: _______ 

Name:                                             Name: 

Contact Tel#                                        Contact Tel# 

Date of contest:                                     Date of contest: 

 

(Persons under 18 are signed by accompanying adult )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Contestant Companion 

Has Hasn’t Has Has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