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舞	
給孩⼦子⼀一個夢	

-	共融舞蹈劇- 

	



愛・傳遞 LoveXpress Foundation Limited 為非弁利利慈善機構，以『明⽩白
愛・懂得愛・傳遞愛』為宗旨；透過建立平台，推動社會共融，讓不同層⾯面
的⼈人在多元化的活動中，感受愛與被愛，繼⽽而⼀一同起動，關懷他⼈人。 
 
以共融互愛為⽬目標, 匯聚社會資源，建立⼀一個互相補⾜足的平台，帶動資源整
合，發揮協同效應，幫助社會有需要的群體。 
	

網站:	www.lovexpress.org	

 
 
 
 

 
 

 
 
  

	

主辦機構 - 愛・傳遞  

香港慈善機構檔案號碼  Hong Kong Charities file number 91/13813	



	
	
	

有關機構 
主辦機構	 愛・傳遞	

合辦機構	 香港⻄西區扶輪輪社匡智晨輝學校	

香港舞蹈教育中⼼心	SGM	Studio	

協辦機構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保良局	陳麗玲(百週年年)學校	

⽀支持機構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香港⾃自閉症聯聯盟			

香港兒童啟迪協會	

陳少玲標準舞蹈學校	

香港輪輪椅舞蹈運動協會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念中學	

⽣生命教育基⾦金金會	

主要表演團隊	 映舞團	



籌委名單 

籌委主席	 林林賢伍	

慈善⼤大使	 翁虹	

製作及舞蹈總監	 ⿈黃泰成	

公關及宣傳	 周利利華	

籌款⼩小組	 林林賢伍、許瑞雪、彭順德、	蔡舒婷	

⼤大會顧問	 許瑞雪	

籌委成員	 潘嘉麗、馮⽟玉兒、林林賢伍	



活動理理念念 
•  為特殊學習需要(SEN)⼈人⼠士提供⼀一個發展藝術事業的持續
平台，以建立他們⾃自信⾃自立和積極⾃自我進步的態度 

 
•  促進社會認識SEN⼈人⼠士的藝術天賦，透過公開招募，讓
社會⼈人⼠士參參 與共舞，建立⼀一個互相尊重、共融共創的香
港社會。 



活動宗旨和⽬目的 
宗旨 
以舞匯愛、推廣社會共融 
 

⽬目的 
•  展示SEN的藝術才華 
•  發展SEN的藝術事業，建立獨立⾃自主的能⼒力力 
•  ⿎鼓勵社會⼈人⼠士接觸SEN年年⻘青⼈人，促進了了解、接納和提供
就業機會 

 

特⾊色 
「為特殊孩⼦子“以舞蹈、圓夢想、創未來來”」 

  

 
 



活動計劃 
⽇日期	 2018年年5⽉月10-11	⽇日	

場地	 香港演藝學院	-	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門票	 公開形式售票，並以⼤大眾化為基礎，務求拓拓⼤大接觸⾯面	

⽬目標觀眾總⼈人數	 約為1,200	–	1,800⼈人	

演出界別	 •  以特殊學習需要的⼈人⼠士為主*	
•  主流學校學⽣生	
•  公眾⼈人⼠士	(公開組)	

演出招募	
	

•  特殊教育和主流學校通過個別邀請進⾏行行	
•  公開組通過公開招募，以10-35歲⻘青少年年對象為主，希望針
對社會未來來動⼒力力層散播關懷共愛的種⼦子。	

•  公開組的參參加者可以免費接受香港知名舞蹈老師及其團隊
為期半年年，共30節的採排及訓練課程	

活動特⾊色	 公開組及主流學校組將有不同機會與特殊學校組共同練習和
排舞，以促進互相認識、學習和建立關係之果效。		

*主要表演團體:	映舞團	



映舞團- 主要表演團隊簡介 

映舞團是由⼀一羣特殊學習需要的朋友組成，當中包括特殊藝術
家劉劉理理盈及何頌勇。	
	
⾃自2011年年開始，映舞團積極排演不同的舞蹈作品，其中《演唱
會》、《⾦金金曲點唱機》、《機械舞》等作品較為⼈人認識，在不
同⼤大型活動及公開場作過演出。他們的舞蹈元素主要包括爵⼠士
舞、街頭舞及現代舞等。 
	 
創作上，映舞團的舞蹈作品⼤大膽多變，更更多是原創作品，	題材
以⽣生活、時事或虛構故事為主。⽽而近年年在表演上更更作出不同嘗
試，曾加入流⾏行行的英語饒⾆舌	(Rap)	⾳音樂樂樂樂及電⼦子⾳音樂樂樂樂、加入中國
傳統⾳音樂樂樂樂及⿎鼓藝元素混⾳音，實⾏行行中⻄西合壁的「Crossover」，突
破觀眾對舞蹈的傳統觀念念。⼤大膽的創作都在比賽上得到評判的
認同，舞團在近三年年所獲得的獎項多達⼗十⼆二個，包括︰藝無疆
－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之隊伍特別獎、兩兩次公開舞蹈比賽的
總冠軍、學校舞蹈節優等獎及編舞獎等，成績令⼈人⿎鼓舞。 

節錄⾃自:	香港展能藝術協會	



映舞團獎項 

2015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隊伍特
別獎﹝香港⻄西區扶輪輪社匡智	

晨輝學校－映．舞團﹞	

香港展能藝術會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特殊學校組現代
舞優等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教育局合辦	

2014	 傷健歌舞同展藝2014舞蹈組冠軍﹝香港⻄西區
扶輪輪社匡智晨輝學校舞蹈組﹞	

樂樂樂樂智協會	
	

2013	 第⼀一屆「展能藝術發展基⾦金金」	 利利希慎基⾦金金	

2012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特殊學校組現代
舞甲等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教育局合辦	

「傷健歌舞同展藝2012」傷健集體舞蹈創作
組比賽冠軍(香港⻄西區扶輪輪社匡智	

晨輝學校舞蹈組)	

樂樂樂樂智協會	
	



映舞團獎項 (續)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5現代舞組別《中國風》(編舞)	優等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5現代舞組別《機械舞》(編舞)	甲等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5現代舞組別《美食廚神》(編舞)	甲等	
•  傷健共融集體舞比賽2014《機械舞》(編舞)	冠軍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4現代舞組別《⾦金金曲點唱機》(編舞)	甲等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4現代舞組別《成長》(編舞)	甲等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3現代舞組別《演唱會》(編舞)	甲等獎	編舞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2現代舞組別《DO	NOT	FORGET	ME》甲等獎	(雙⼈人舞編)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2現代舞組別《⽶米⾼高積遜》(編舞)	優等獎	
•  學校舞蹈節比賽2012現代舞組別《DREAM》(編舞)	甲等獎	
•  香港教育學院周年年舞蹈比賽2011	《電影與⼈人⽣生》(編舞及舞蹈員)	全場總亞軍	
•  最受觀眾歡迎⼤大獎	
•  傷健共融集體舞比賽《演唱會》(編舞)	冠軍	



劉劉理理盈熱愛舞蹈和⾳音樂樂樂樂，四歲開始學習芭蕾舞。雖
然患有唐⽒氏綜合症，	但經過不斷的努⼒力力，	於: 
	
•  2012年年考獲皇家芭蕾舞⼋八級	
•  2015年年澳洲聯聯邦舞蹈教師協會爵⼠士舞⾦金金章(榮譽)
證書	

•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2011」－劉劉理理
盈演出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Bk4mcv-t800	

劉劉理理盈簡介 (映舞團主要舞者) 

演出於法國	



映舞團剪影  



公開組義
演	

聯聯合演出- 公開組花絮  

招募	

訓練	



活動預計受惠群體 
預計受惠群體	 •  特殊學習需要學校，學⽣生和家庭	

•  主流學校學校，學⽣生和家庭	
•  低收入	/	困難家庭	
•  在職特殊學習需要⼈人⼠士及培訓導師	
•  公眾⼈人⼠士	

預計受惠⼈人數	 •  在職特殊學習需要導師及義⼯工	(~		20	⼈人	)	
•  公開組和特殊學習需要舞蹈⼈人⼠士	(~	200⼈人)	
•  演出培訓,	製作	和義⼯工	(~		50⼈人)	
•  觀眾⼈人數	(~	1800⼈人)	
	
總⼈人數:		近	2,100⼈人	



持續計劃 
⽬目的	 •  持續發掘及培養具有舞蹈天份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  推廣公眾⼈人⼠士對SEN學⽣生的接納和肯定	

⽬目標對象	
	

•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每年年60名學⽣生)	

內容	 •  每年年向	3	-6	間主流或特殊學校，招募60名學⽣生		
•  為特殊學⽣生提供維期⼀一個學年年的專業舞蹈肢體訓練，讓他
們掌握情感的表達，發揮藝術潛能，建立⾃自信，擴闊社交
圈⼦子	

•  公開招募約30名年年齡10-35歲的公眾⼈人⼠士	，期間會與特殊學
習組共同練習和排舞，以促進互相認識、學習和建立關係	

•  每年年舉辦特殊學⽣生與公眾⼈人⼠士共同演出的⼤大型舞蹈劇	

⽬目標期限	 3	年年	



故事⼤大綱 
以「尋夢」為主幹 
 
• 故事反映著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需要的⼈人，⼼心中
也擁有⼀一個夢想和追求夢想實現的動⼒力力 

 

• 映照他們追夢的旅程，因獲同伴或⾝身邊⼈人的⽀支持⽽而
成功，從⽽而推廣社會共融 



贊助Sponsorship 
Sponsorship	
贊助	

Amount		
⾦金金額	(港幣)	

Acknowledgement	致謝	

Title	sponsor		
冠名贊助	
		

HK$300,000	 ➢  Naming	rights	for	the	event舞蹈劇冠名權	
➢  Attend	PR	and	promotion	events出席公關活動及對外宣傳活

動	
➢  Attend	media	Interview出席媒體專訪	
➢  Opening	speech	開幕致詞	
➢  Sponsor	name	on	all	promotional	materials宣傳品公司標誌	
➢  Sponsor	name	at	Back	drop宣傳展板公司標誌	
➢  House	Program	Double	Page	advertisement場刊雙⾴頁廣告	
➢  Complimentary	VIP	tickets	貴賓席入場券	
➢  Souvenir紀念念品	

Sponsor贊助	 HK$100,000	 ➢  Sponsor	name	at	back	drop	宣傳展板公司標誌	
➢  Sponsor	name	on	all	promotional	material宣傳品公司	
➢  House	Program	Full	Page	advertisement場刊全⾴頁廣告	
➢  Complimentary	VIP	tickets	貴賓席入場券	
➢  Souvenir	紀念念品	



House	Program	Sponsor	(Full	colour)		
場刊贊助(彩⾊色) Advertising Material Deadline : 10 April 
2017	

Amount⾦金金額	(港幣)	

Back	cover	封底	 HK$50,000	
Center	spread	中央跨⾴頁	 HK$40,000	
Inside	front/back	封⾯面或封底內⾴頁	 HK$30,000	
Full	page	全版內⾴頁	 HK$10,000	
Half	page	半版內⾴頁	 HK$5,000	

贊助Sponsorship 

Cash Donation 捐款	

Tax	exemption	receipts	will	be	offered	to	donations	/	sponsorships	over	HK$100.		
所有贊助或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	本會將發慈善收據作扣稅⽤用途.	

Product	Sponsor	品牌贊助	 Quantity	數量量	

Small	gift	⼩小禮品	 1,200	–	1,800	



附件 : 
 
 

•  “⾃自閉症知多少?”- 請閱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