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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大會將密切留意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政府和場地實行的最新防疫措  

  施指引，以適時對活動作出調整(包括表演環節及參與演出人數)，各隊伍 

  不得異議。請隨時留意活動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的最新通告。 

 

一、 活動概要 

聯合主辦：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發展基金會 

協辦機構：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活動日期： 
2022年 

7 月 9日 (星期六) 

2022年 

7 月 10日 (星期日) 

活動場次 

及時間： 

下午場： 

下午 2:30 至下午 6:30 

上午場： 

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下午場：特別安排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周年 

健康快車武林群英大滙演 

下午 2:30 至下午 6:30 

活動地點： 伊利沙伯體育館 (香港灣仔愛群道 18號)   

現場及網上

表演環節： 

(暫定表演環節上限) 

下午場：34節 

(暫定表演環節上限) 

上午場：26節 

備註： 

i. 報名截止日期：6月 2日(星期四) 

ii. 若以上任何一天的報名表演環節過多，大會有權調動表演隊伍的演出日

期及時間，各表演隊伍不得異議。 

iii. 現場及網上表演環節：因表演環節設有上限，所以大會以收到隊伍參加

回條及捐款支票/入數紙為準。若表演環節額滿，大會將停止接受報名，

並將不作另行通知。 

 
注意：因目前食肆可以容納的人數上限至今尚未確定，所以大會暫時不安排慶功宴。 

 

聯合主辦 

協辦機構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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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參加活動須知 

1. 請於 2022年 6月 2日(星期四)或之前交回「隊伍參加回條」。報名前

請閱讀活動細則及表演須知。 

2. 所有參加演出的表演隊伍籌款需達到最低籌款目標。 

3. 因表演環節設有上限，所以大會以收到隊伍參加回條及捐款支票/入數紙

為準。若表演環節額滿，大會將停止接受報名，並將不作另行通知。 

4. 現場表演隊伍： 

a. 可以申請最多連續 2 個 5 分鐘的表演環節，但兩個表演環節內容不

可相同。 

b. 每一個表演環節的演出人數上限為 50人，而演出者之間的相距至

少有 1.5米。 

c. 所有進入場地人士(觀眾除外)必須填報健康申報表及聯絡資料，並

經表演隊伍負責人交回給大會紀錄。 

d. 每一個表演環節的所有演出者，必須要統一佩戴、或統一不佩戴口

罩演出。 

e. 任何人士在會場內進行彩排或演出，必須佩戴口罩。 

f. 如申請不佩戴口罩演出的表演隊伍，每位演出者必須： 

i. 於演出前 7 天內接受政府認可的 2019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

反應核酸檢測，而表演隊伍負責人於 7 月 7 日前填妥並遞交演

出者陰性報告結果申報表給大會紀錄； 

ii. 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的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紀錄必須保

留，以供場地管理人員檢查(如有要求)； 

iii. 在進入會場演出當天，必須要自行做新冠病毒病的快速抗原測

試，以確保入場前取得陰性結果； 

iv. 請必須保留演出當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的測試棒(標有該表

演者姓名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日期)的照片，以供場地管理人員

檢查(如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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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上表演隊伍： 

a. 可以申請最多連續 2 個表演環節，合共 6 分鐘作為演出時間。 

b. 網上表演隊伍在錄影演出片段時，請演出者做好保護自己的防疫措

施，及遵守所在地區當時的防疫指引。 

c. 參與網上演出的表演隊伍及演出者，若在參與活動期間觸犯任何不

合法行為或發生任何意外，表演隊伍及演出者須自行承擔責任，大

會概不負責。 

d. 大會保留一切刪減、剪接、取消播出網上表演隊伍的錄影演出片段

之權利。 

6. 大會擁有是次活動現場和網上包括表演內容和表演次序的最終決定權。 

 

三、 表演環節 

1. 香港地區隊伍 – 參與現場表演 

最低 

籌款目標 

隊伍 

籌款獎 

最多可以參與之 

表演環節 

(每節不可超過 5分鐘) 

尊享鳴謝 

場刊廣告 

(版位由大會安排) 

活動

網頁 

(隊徽) 

如若舉行 

慶功宴的 

席位安排 

HK$8,000

或以上 
--- 1 節 1 頁 ✓ 2 位 

HK$16,000

或以上 
銅獎 2 節 1 頁 ✓ 6 位 

HK$29,000

或以上 
銀獎 3 節 2 頁連版 ✓ 12 位 

HK$46,000

或以上 
金獎 5 節 4 頁連版 ✓ 18 位 

HK$80,000

或以上 
金鑽獎 8 節 6 頁連版 ✓ 24 位 

*現場表演隊伍可以申請最多連續 2個 5分鐘的表演環節，但兩個環節內容不可以相同。 

*每一個現場表演環節的演出人數上限為 50人，而演出者之間的相距至少有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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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內地/海外地區隊伍 – 參與網上表演 

最低 

籌款目標 

隊伍 

籌款獎 

最多可以參與之 

表演環節 

(每節不可超過 3分鐘) 

尊享鳴謝 

活動網頁 

(隊徽) 

HK$4,000

或以上 
--- 1 節 ✓ 

HK$8,000

或以上 
--- 2 節 ✓ 

*網上表演隊伍可以申請最多連續 2個表演環節，合共一起以 6分鐘作為演出時間。 

i. 錄影演出片段必須於 6月 17日(星期五)前上載至 YouTube、Google 

Cloud、百度雲或以WhatsApp 傳送給大會。 

ii. 錄影演出片段的視頻要求： 

(1) 如以智能手機拍攝，請以橫向拍攝演出片段畫面； 

(2) 視頻格式：mp4 或 mov； 

(3) 畫面大小：1920 x 1080 或 16:9 ； 

(4) 請註明背景音樂名稱 

iii. 若錄影演出片段質素(包括畫面、音樂/音效、背景等)未及大會播出

要求，大會保留刪減、剪接及取消播出錄影演出片段之最終權利。 

iv. 若以人民幣或其他外幣捐款，大會將以外幣對換港幣計算。 

v. 人民幣捐款請存入「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賬戶。捐款收據由中華

健康快車基金會發出，並可以於內地申請扣減稅款。 

vi. 其他外幣捐款請存入「健康快車香港基金」賬戶。捐款收據由健康

快車香港基金發出，並只可以於香港地區申請扣減稅款。 

 

四、 門票安排 

1. 所有人士(包括觀眾及表演者)必須持有該場次的門票進入會場，一人一

票入座。 

2. 所有人士在每一場表演結束後必須離開會場，以方便工作人員進行清

潔及消毒。 

3. 入座方式將以當時的最新防疫措施指引安排，所有人士必須遵守。因

此暫定每一場的每一個表演團體獲派發 30張門票。(2022年 4月 25 日的

最新指引：會場只可容納 50%入座率，相連座位不得超過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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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獎項 

1. 2022年度最佳表演獎 (由大會評判選出) 

2. 2022年度籌款獎： 

兩大組別： 現場表演籌款獎和網上表演籌款獎(以 2022年籌款總額計算) 

獎項名稱 獎 項 

現場表演籌款獎 

團隊籌款獎  金鑽獎、金獎、銀獎、銅獎 

企業最高籌款獎*  名額 1 個 

個人最高籌款獎*  名額 1 個 

網上表演籌款獎 

團隊(網上表演)籌款獎  金鑽獎、金獎、銀獎、銅獎 

香港團隊(網上演出)籌款最優秀獎  名額 1 個 

內地團隊(網上演出)籌款最優秀獎  名額 1 個 

海外團隊(網上演出)籌款最優秀獎  名額 1 個 

i. *企業/個人最高籌款獎必須由團隊提名。 

ii. 籌款獎項結算截止日期為2022年6月24日(以銀行入數紙日期為準)。 

iii. 獎項將於 7 月 10 日下午頒發(暫定)。 
 

六、 場刊及感謝狀 

1. 為響應及支持環保，大會將儘量減少使用印刷品。活動印刷場刊派完

即止。未能取得場刊的觀眾，請到網上閱覽電子版場刊。 

2. 各表演者均可獲贈感謝狀乙張。 

 

七、 出場序抽籤安排 

1. 於目前疫情及限制聚集人數不確定的情況下，出場序將由大會安排工作

人員代替各表演團隊抽籤。抽籤過程將於網上直播，詳情稍後通知。 

2. 抽籤日期暫定為 6月 10日(星期五)中午舉行。 

3. 結果將於 6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活動 Facebook 專頁及網站公佈。 

4. 大會保留調動表演隊伍出場序的最終權利，各隊伍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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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細則及表演須知 

1. 所有進入場地人士(觀眾除外)必須填妥並簽署健康申報表及聯絡資料，

以便大會遞交場地管理人員。 

2. 除獲豁免人士外，所有人士在進入會場前必須利用手機掃瞄「安心出

行」二維碼，及須符合「疫苗通行證」指示下適用於公眾娛樂場所的

規定。而獲豁免人士必須填妥大會/會場的登記表格，如有需要，大會

及場地管理人員有權要求登記者展示相關身份證明以作核實。 

3. 所有人士在進入會場前必須量度體溫。 

4. 所有人士在會場內不得飲食。 

5. 所有人士在每一場表演完畢後必須離開會場，以方便工作人員進行清

潔及消毒。 

6. 表演項目：大會恕不接受臨場報名。若表演節目內容涉及商業推介或

其他不當內容及行為，表演隊伍須自行承擔所有法律責任。大會有權

立即終止其演出，並取消該表演隊伍的表演資格，各隊伍不得異議。 

7. 現場表演音樂： 

a. 每節表演音樂必須在 5 分鐘或以內，並於 6月 10日前遞交大會； 

b. 請把音樂上載至 YouTube、Google Cloud、百度雲或以 WhatsApp 傳

送給大會；音樂的音頻格式要求：mp3  

c. 如有 2 節表演，請必須遞交 2 個音樂檔案，如此類推； 

d. 若表演隊伍未能遞交音樂檔案，該表演環節的背景音樂將由大會提

供，各隊伍不得異議。 

8. 網上演出片段： 

a. 錄影演出片段的視頻必須在 3 分鐘或以內，並於 6月 17日前遞交

給大會； 

b. 請把演出片段的視頻檔案上載至 Google Cloud、百度雲、YouTube

或以WhatsApp傳送給大會； 

c. 錄影演出片段的視頻要求： 

i. 如以智能手機拍攝，請以橫向拍攝演出片段畫面； 

ii. 視頻格式：mp4 或 mov； 

iii. 畫面大小：1920 x 1080 或 16:9 ； 

iv. 請註明背景音樂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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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會有權審批表演隊伍遞交的錄影演出片段，包括表演內容、背景

音樂及拍攝場地等，並保留取消播放表演隊伍的錄影演出片段之權

利，各隊伍不得異議。 

9. 服飾：各表演隊必須穿著整潔的功夫服裝或統一的體育服裝，如未能

穿著整潔隊服的隊伍，大會有權取消該隊伍的表演項目。 

10. 表演項目司儀稿：請於 6月 10日或以前填妥及遞交「司儀稿回條」表

格。稿件內容不得涉及商業推介，大會有權修改或刪減任何遞交之資

料，各隊伍不得異議。 

11. 拍照及錄影：大會設有攝影隊及錄影隊拍攝整個活動情況，並於活動

結束後一個月以 USB存檔贈予各表演團體留念。 

12. 肖像權：大會有權使用是次活動中的相片、影像及活動記錄等作為

「健康快車」工作的宣傳推廣用途，各隊伍不得異議。 

13. 橫額：除獲大會批准外，各參與團體及表演隊伍不得在會場內外展示任

何橫額。如有違規，大會有權沒收橫，並取消該表演隊伍的表演資格。 

14. 儲物間：現場表演場地設有儲物間給各表演隊伍使用，但貴重財物請

自行保管，如有損壞或遺失，大會恕不負責。 

15. 保險：大會將為是次現場表演活動購買一般公眾責任保險 (Public 

Liability)。活動參加者可因應自己需要自行購買額外之保險，如意外傷

亡及保障財物保險等。 

16. 若遇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疫情、天災、暴亂、政變、大型民眾活

動或惡劣天氣情況等而需要取消活動，大會將不會改期重辦活動，而

已入賬之善款將不會安排退還。 

17. 參加者必須確保其體格適宜參加活動。參加者必須同意遵守及接受

「表演隊伍須知」的各項條款。 

18. 大會有權利聯絡活動參加者，查詢有關其報名資料之事宜。 

19. 大會保留限制及拒絕接受報名的最終決定權。 

20. 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活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任何有關活動的臨

時改動或消息，將以大會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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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善款交付方法 

1. 港幣捐款： 

i. 請隊伍負責人集齊各隊員的贊助表格及善款； 

ii. 善款以現金或支票 (抬頭請寫「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存入「健康

快車香港基金」捐款賬戶。賬戶資料如下： 

 賬戶名稱： 健康快車香港基金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賬戶號碼： 滙豐銀行  511-895955-001 

    中國銀行(香港)  012-875-0-0276900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644-008886361 

iii. 善款存妥後，請隊伍負責人將贊助表格及銀行存款單於 2022年 6月

24日(星期五)或之前一併交回或寄回「健康快車」辦公室。 

iv. 請自行影印贊助表格及銀行存款單以作存檔及核對； 

v.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將獲發免稅收據，收據將由各隊伍負責人

代為分發予各參加者及贊助人。 

 

2. 外幣捐款： 

i. 請隊伍負責人集齊各隊員的贊助表格及善款； 

ii. 善款轉賬存入「健康快車香港基金」捐款賬戶。賬戶資料如下： 

Name of Beneficiary :  Lifeline Express Hong Kong Foundation 

Name of Beneficiary bank :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Address of Beneficiary Bank :  HSBC Main Building,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Beneficiary Account No. :  511-895955-001 

Swift Code :     HSBCHKHHHKH 

iii. 善款存妥後，請隊伍負責人以電郵或WhatsApp 把贊助表格及銀行

存款單於 2022年 6月 24日(星期五)或之前一併交回「健康快車」

辦公室。 

iv. 請自行影印贊助表格及銀行存款單以作存檔及核對； 

v. 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將獲發免稅收據，收據將由各隊伍負責人

代為分發予各參加者及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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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幣捐款： 

i. 請隊伍負責人集齊各隊員的贊助表格及善款； 

ii. 善款轉賬存入「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捐款賬戶。賬戶資料如下： 

 賬戶名稱：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 

 銀    行：中國銀行總行營業部 

 銀行地址：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 1號 

  銀行賬戶：778-350-036-467 

iii. 善款存妥後，請隊伍負責人將贊助表格及銀行存款單副本於 2022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或之前一併發至 WeChat 賬號：健康快車香港辦

公室 

iv. 請自行影印贊助表格及銀行存款單以作存檔及核對； 

v. 免稅收據將由各隊伍負責人代為分發予各參加者及贊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