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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份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 

報考章程 

2021 年考級特別安排說明： 

因香港受疫情影響，今年度所有課程備受延誤，學校班組一直停課，舞蹈授課老師面對

前所未有的困境，正逐步克服困難，爭取在許可條件下開班授課，讓喜愛民族民間舞蹈的學

生得以繼續學習，因此，考級中心決定今年繼續開辦考級活動，並配合防疫措施，今年將取

消現場由考官出席評分方式，而採用由報考老師負責安排考生錄像和在限期前遞交錄像方式

（請參考附錄(一)），最後交由北京考級中心考官評分及頒發證書。 

一、 2021 年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章程規定日期 2021 年 9 月 23 日或前報名。 

二、 根據防止疫情措施，2021 年將不會派發准考証。 

三、 保送老師可根據考評中心要求錄像標準，自行選擇場地進行拍攝。 

四、 根據考評局公佈之錄像規則及須知錄製考級影像，並按規定於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或

前交影像資料。 

五、 根據考評局公佈 2021 年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章程規定日期內報名。 

六、 根據考評局公佈之錄像規則及須知錄製考級影像，並按規定日期前交影像資料。 

七、 為防止 2019 冠狀病毒病在香港散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時向入境香港的人士實

施一系列的入境限制及强制檢疫措施，有關詳情請瀏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專題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及政府最新的公布。考生在考試當天如出

現以下情況將不能進入試場應考： 

⚫ 出現發燒 （口探溫度逹到攝氏 37.5 度或以上/耳探溫度逹到攝氏 38 度或以

上），不論是否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例如咳嗽、氣促等； 

⚫ 沒有發燒，但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 

⚫ 突然失去味覺或嗅覺；或 

⚫ 於考試日正接受政府指定的強制檢疫，或於考試日前 14 天內到內地、澳門或

台灣或任何要求強制隔離的海外國家或地區。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簡介：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獲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中心委託，由 2017 起在香港

代辦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主要對象為 4 歲或以上的幼稚園至中小學學生。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原由隸屬中國文化部核准跨省考級機構的「中國藝術職業教

育學會」主辦。文化部於 2017 年 12 月發佈了新修訂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管理辦法》，批

准「中國藝術職業教育學會」把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轉至「北京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家

協會」負責開展(專業代碼為 020102)；同時在師資培訓、專業建設、學術研究、活動組織等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


第2頁，共6頁 

方面，北京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家協會將會繼續與中國藝術職業教育學會開展相關合作。 

《中國民族民間舞等級考試教材》由北京著名舞蹈教育家、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

系創始人潘志濤教授主編，十數位專家參加編創，其教育宗旨是以「愉悅教育和素質教育結

合」，以 56 個民族舞蹈為素材，選取各民族舞蹈中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性元素進行組合的編

創，根據不同年齡學生的生理、心理特徵與感知能力編排。教材共分為 12 級，每級包含 10

個舞目。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於每年定期舉行，由北京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中心委

派考官來港進行考試。合格者會獲頒發由中國文化部認證、編號及管理，由中國藝術職業教

育學會簽發之「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證書」，所有證書均錄入中國文化部社會藝術考

試中心數據庫備案。 

 

報名須知 (報名前敬請詳閱本報考章程的細則)： 

 

1. 考生報考資格： 

報名考生必須完成所報考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的級別之培訓，並由認可保送教師

保送參加考試。 

 

2. 保送教師： 

保送教師須持有由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中心發出之教師證書，其證書之級別必須

與其保送考生所報考之級別相符，並於報名時須填寫所持有中國民族民間舞等級考試最

高級別的證書號碼或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香港中心)發出之教師中心會員編號。 

 

3. 考生年齡： 

考生須符合下表所列各級最低報考年齡，方可報名參加考試，但可高於規定年齡，考生年

齡將按報考該年 12 月 31 日計算。如考生已考獲第一至第八級證書，從第九級開始，報

考時將不受最低年齡限制(考生報名時須提交持有的最高級別證書的副本)。 

 

級別 最低報考年齡  級別 最低報考年齡  級別 最低報考年齡 

一級 4 歲  五級 8 歲  九級 12 歲 

二級 5 歲  六級 9 歲  十級 13 歲 

三級 6 歲  七級 10 歲  十一級 14 歲 

四級 7 歲  八級 11 歲  十二級 1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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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試費用： 

各級考試費均由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中心釐訂，2021 年的考試及考試場地費如下： 

 

* 2021 年 10 月份考試將不設立公眾考場 

 

注意事項： 

1. 一般情況下，考試報名費一經繳交，概不發還。若考生遲到或缺席考試，一律作棄

權論，所繳費用，恕不發還，亦不可延至下次考試或其他考試之用。惟因病缺席，

考生可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起計三星期內，出示醫生證明正本，以書面方式向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申請，可退回百份之五十之考試費，逾期申請恕不受理。 

2. 考試收費以主辦機構最新發佈數字為準，相關資料可在相關機構之網頁查看。 

 

5. 考試組別人數及考試時間： 

保送老師在報名時須為考生編排考試組別，每組規定人數如下：  

級別 每組人數 考試時間（分鐘） 

一級 

最少 2 人，最多 8 人一組 - 二級 

三級 

四級 

最少 2 人，最多 6 人一組 - 五級 

六級 

七級 
最少 2 人，最多 6 人一組 - 

八級 

級別 考試費 使用公眾考場的考試場地費 (每組) * 

一級 575 150 

二級 595 150 

三級 620 150 

四級 645 200 

五級 670 200 

六級 700 200 

七級 735 200 

八級 770 200 

九級 810 280 

十級 860 280 

十一級 910 280 

十二級 96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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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級 

十級 

最少 2 人，最多 6 人一組 - 十一級 

十二級 

 

6. 考試內容 

 

級別 考試舞目 

一級 保送教師自選 3 個舞目 

二級 保送教師自選 4 個舞目 

三級或以上 保送教師自選 5 個舞目 

 

7. 報名方法： 

(a) 保送教師可於 8 月 22 日至 9 月 23 日期間親臨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7 號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 3/F 遞交報名表格； 

(b) 保送教師亦可於 9 月 23 日或之前(以郵戳為準)郵遞報名表格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位

於新蒲崗的辦事處； 

(c) 2021 年 10 月份的考試將不設網上報名。 

 

8. 考試場地： 

因 2021 年 10 月份考試是以交錄像資料方式，所以不設公共考試場地，錄像地點及日

期均由保送教師自行安排，但必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a) 應以香港學校禮堂或大課室、一般私人舞蹈教室為標準； 

(b) 自行安排足夠人手協助考試當日的行政工作，包括核實考生身份、填妥出席紀錄及

安排考生進行考試及攝錄等； 

 

9. 親身或郵遞報名前請核對以下表格及文件是否已備妥？ 

(a) 表格 1：報名及收費總表 

(b) 表格 2：考生報名表及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身份證、出生證明書、護照*或回港證其

中之一) 

*由 2021 年 1 月 31 日起，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不得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分

證明。 

(c) 表格 3：考生分組表 

(d) 考試費及場地費用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或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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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送老師必須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或之前，將所報考之考級錄像存放在 USB 中，寫

上保送老師姓名及考級內容，用郵遞或親自送交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附錄(一)： 考級錄像場地標準及須知 

 

一、 考級錄像規格： 

 

1. 全部錄像鏡頭必須是一次完成，不允許有任何剪接。 

2. 錄像規格是 16：9 高清影片（解像度 1920 x 1080 ）(MP4 或 MOV 檔

案） 

3. 一般 HD 錄像之相機、錄像機或手機均可，最後存放在 USB 上交考評

局。 

 

二、 考級錄像程序： 

 

1. 近鏡拍攝： 

➢ 錄像開始請顯示考級組別編號。 

➢ 每位考生面向鏡頭手持身份證（顯示有照片及號碼的一面），以普通

話報讀自己的考生編號、中文姓名。 

 

2. 全場拍攝（不可剪接編輯，必須一次性完成） 

➢ 從考生列隊，再報一次自己的編號及中文姓名。 

➢ 音樂開始，每個舞目開始至完結，直至完成各個考級所規定之舞目。 

➢ 最後列隊一起說謝謝老師後結束錄像。 

 

三、 考級錄像資料須知及遞交： 

        

1. 為保障考生私隱，所有未成年之考生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成年考生自己

簽署一份錄像同意書，及保送老師須加簽責任條款同意書（見附件二），

該同意書必須連同考級錄像資料一同送交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 學生考級錄像 USB 必須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或之前用郵遞或親自送交

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新蒲崗辦事處。 

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會將錄像 USB 連同考生成績單一同送回申請人。 

 

四、 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香港中心將會提供租用場地及錄像服務，有需要的老師可與該中

心聯絡查詢（電話：90880661 趙先生、96331447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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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考級錄像同意及責任條款責任書 

 

考級錄像同意書 

（每位考生須填寫一份） 

 

     本人同意下列考生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考級中，參加考級舞蹈錄像，包括顯示身份證

資料用作鑑定和確認考生身份。該錄像只同意提供予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中心用作評分用

途。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考級錄像責任條款同意書 

（每位保送申請人只須填寫一份） 

 

本人為確保考生私隱，有關錄像資料只提供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交中國民族民間舞考級 

 

中心作評分和核對考生身份用途，不會向第三方發佈任何片段，完成評核工作後，有關錄像 

 

將連同評分成績單一併經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退回申請人，並會刪除所有資料。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