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申請者編號:               

年度 :                    

 

兼職導師申請表 (外展課程) 

 

I)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          中文姓名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號碼 :     (日)    (夜) 手提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II) 學歷 / 專業資格（請順序列出最近及最與教職相關的資料） 

專業機構名稱 / 就讀學院名稱 所獲學歷 /所獲專業資格（例如證書、文憑、學位等） 頒發日期 (日/月/年) 

   

   

   

   

   

 

III) 教學經驗 （請順序列出最近及最與教職相關的資料） 

服務機構名稱 課程名稱 授課對象 人數 日期 

     

     

     

     

     

 

IV) 其他表演、創作或工作經驗 （請順序列出最近及最與教職相關的資料） 

服務機構名稱 職銜及工作性質 
全職 

或兼職 

日期 (日/月/年) 

由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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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申請外展課程教職 (請以‘’選擇) 

  現代舞實踐計劃 (如選這項，必須填寫第X項資料) 

 中、小學各級舞蹈藝術科 

 大學課程 

 

VI) 授課資料 

請列出最擅長教授的三項舞蹈課程:  

(1)      (2)       (3)        

除上述課程外，請列出所有可以教授的課程 (舞蹈類別 /身體鍛鍊系列等):  

                        

                        

請以 1 表示閣下最擅長之教課語言，並以 2、3、4 表示次選 : 

 廣東話   英語    普通話    其他 (請註明 :     ) 

 

VII)  要求時薪為: 港幣$            至港幣$               

 

VIII)  簡短問題  

請簡述你以往教學上的最大成就 

                       

                       

 

 

IX) 時間安排 (請在閣下可以主持舞蹈課的時段加上‘’ )  

   (上午時段約為8:30 -1:30; 下午時段約為1:30 – 6:3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若閣下可能於年中某段期間不能授課，請在此註明： 

若閣下現正全職或兼職受聘或服務於其他機構，而需要申報額外兼職或利益申報者，請自行通知所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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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供申請「現代舞實踐計劃」教職之人士填寫:  

「現代舞實踐計劃」乃城市當代舞蹈團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作的一個全方位舞蹈藝術發展計劃。計劃課程為期

10個月，設有中學及小學兩個組別。全年活動包括舞蹈工作坊(30節)、舞蹈欣賞及導賞活動 (1-2節)、及《舞出

艷陽天》結業演出。本年主題為《身體知旅》。(詳情可瀏覽 : https://www.abo.gov.hk/tc/eventDetail/795) 

 

若你成為上述計劃導師： 

1) 請以‘’選擇授課組別(可選擇多於一組):    小學    中學 

 

2) 請以 % 表示你會如何分配及設計全年課堂內容 (合共 100% ) 

 %  %  % 

引導學生發展主題  即興創作及表達  藝術性的要求  

基本舞蹈技巧訓練  舞蹈組合  處理課堂秩序及學生情緒  

加深學生對現代舞了解  編舞及排練  其他 :                    

引發學生對現代舞的興趣  舞蹈欣賞    

 

3) 請簡述怎樣以舞蹈引發學員對「身體的了解及連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簡述及舉例以「身體知旅」為主題，你會如何: 

i)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創作過程及發展主題       (ii)引導學生利用舞蹈元素發揮及表達主題  

                     

                     

                     

5) 由於受疫情影響，本學年課程將以實體課堂、Zoom 及拍攝教學影片形式授課，請簡述:   

   i) 以Zoom形式     及 ii)  拍攝教學影片形式    的授課主題或內容: 

                     

 

6) 閣下能否出席以下活動 (請以  表示) 

活動 舉行日期 ‘’ 

舞蹈培訓工作坊(每校每週一節1.5小時、共30節) 2022年9月中 至 2023年7月中  

以Zoom 形式進行部份舞蹈培訓工作坊 2022年9月中 至 2023年7月中  

 於CCDC舞蹈中心拍攝教學影片作為部份舞蹈培訓工作坊 2022年9月中 至 2023年7月中  

https://www.abo.gov.hk/tc/eventDetail/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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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欣賞及導賞活動 2022年11月或 2023年4月 (TBC)  

《舞出艷陽天》結業演出謝幕舞綵排及服裝試身 2023年7月1日  

《舞出艷陽天》結業演出及入台綵排 2023年7月16日至18日(日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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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謹此聲明以上所提供的資料均屬真實及所附証明文件皆為真確副本。本人

明白倘若故意虛報資料、提供假文件或隱瞞重要事實，城市當代舞蹈團可取消已發出的口頭或書面聘約或縱使已

獲聘任，亦可被終止合約及聘用。 

 

 

申請者簽署 :  

日期 :   

 

 

城市當代舞蹈團為平等機會僱主，任何合乎聘請職位要求之人士，均歡迎申請。本團一切招聘均以申請人之履歷

及勝任能力作考慮，而不會因為申請人的性別、年齡、種族、殘疾、婚姻狀況、或家庭崗位而受影響。有關申請

資料會保密處理，並只會用於此次招聘事宜上。申請人如在一學年內沒有被通知即代表申請不被接納。除非獲申

請人同意，否則本公司會於是次招聘程序完結後，將申請人之資料銷毀。 

CCDC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We welcome applicants who meet the resp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job vacant.  All appointments are based on the candidates’  past working experience, 

competencies and qualifications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age, race, disability, marital status, or family 

status. Information provided relating to employment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used only for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Applicants who are not contacted within one academic year may consider their 

applications unsuccessful. Unless otherwise consented by applicants, all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s will 

be destroyed upon completion of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