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館教育活動: 古蹟教育劇場
報名表格

學生透過參與由大館舉辦的古蹟教育劇場活動，認識香港司法制度的歷史和發展。大館邀請了香港
善導會為活動的合作伙伴，協助策劃及推行是項體驗式教育活動，而戲劇部份則由香港話劇團負責
編排及提供專業意見。
古蹟教育劇場分別設有兩個主題，給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參加︰


高小至初中生 (小五至小六 及 中一至中二)

古蹟教育劇場 I 之「裕盛辦館毒麵包案」，戲劇取材於發生在 1857 年的一宗案件。大館將此案
重新「翻案」，並重新把案件注入了戲劇元素並讓同學進行角色扮演，從而理解當年案件的來
龍去脈，從中理解香港司法制度的發展。


中學生 (中三至中六)

古蹟教育劇場 II 之「香港廢死之路」，同學可以透過教育劇場從而了解香港昔日的死刑制度，
並深入探討香港最後一名被處決的死囚的案件，從而反思相關政策。
活動需時兩小時三十分鐘至三小時，請學校預留足夠時間。
同時，此項是收費活動，請學校留意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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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地址: heritage.edu@taikwun.hk
傳真: 2109-0240
致:

大館 — 香港古蹟及藝術館文物事務部教育團隊

學校名稱 (中文)
School Name (English)
地址
電話 / 傳真
申請及付款方法
由於活動成本所需，每位古蹟教育劇場參加者收費為 HK$50 (老師除外) 。為更加有效地運用資源，活動設有
最低參與額，最少以 20 人計算。詳情致電 3955 2528 或 3955 0044 查詢。
大館會按活動當日參加人數向 貴校發出發票，學校請於活動日後計起 30 天之內付款，支票收款者為賽馬會
文物保育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 號 14 座２樓大館財務部)。支票後請填寫
a. 學校名稱; b. 當日總學生人數; c. 活動日期及 d. 列明活動名稱 - 古蹟教育劇場主題。
每逢星期二上午十時正至中午一時正 或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公眾假期除外)
活動會以廣東話進行，而建議人數則為最少 20 人，最多為 35 人
大館教育活動: 古蹟教育劇場 I 之 裕盛辦館毒麵包案 (小五至小六 及 中一至中二)
大館教育活動: 古蹟教育劇場 II 之 香港廢死之路 (中三至中六)
日期 (首選)

人數

日期 (次選)

年級 / 科目

時段

活動聯絡人
1

2

姓名 (中文)
Name (English)
電郵地址
手電號碼

簽署:
姓名:

學校正式印鑑 :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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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和條件 Terms and Conditions
•
•
•

•

•
•

申請必須於活動前最少 15 個工作天提出。
Application must be made at least 15 working days in advance before the proposed date of visit.
申請確認電郵/電話會在收到申請後的 5 個工作天內發送。
Application confirmation will be notified by email/phone within 5 working days upon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
如要更改申請資料，請在活動前 10 個工作天經電話/電郵通知本館。
Please inform Tai Kwun by phone / email of any amendments 10 working days in advance before the proposed
date of visit.
如校方在活動日期前少於 10 個工作天通知取消活動，大館將向學校以報名時的人數為準則收取總費用的 50%。
Should the school cancel the activity fewer than 10 working days before the activity date, Tai Kwun will charge
50% of the total fe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cited on the application.
大館保留最終決定權。
Tai Kwun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final decision of the arrangement.
任何人以訪客身份進入大館後，您確認您的參與是自願的，在參觀過程中有可能會被攝錄並授予大館非獨家的、
免版稅的、永久的、可轉讓的、不可撤銷及無限制之權利，以任何方式使用、複製、發行及展示於世界各地任何
媒體就是次參觀所製作之任何報告、圖像、視頻或其他版權物品。大館亦有權分許他人該等權利。
By entering Tai Kwun as a visitor, you acknowledge that your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you may be
photographed/filmed during the visit and you grant Tai Kwun a non-exclusive, royalty-free, perpetual,
transferable, irrevocable and unrestricted right to use, reproduce, publish and display any reports, imagery,
videos or other copyright material, resulting from your visit,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any manner or media,
including the right to sub-license to others discretion.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
•

詳情可參閱: https://www.taikwun.hk/en/privacy_polic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https://www.taikwun.hk/en/privacy_policy
申請人如需要查閱或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heritage.edu@taikwun.hk 大館文物教育團隊聯絡。
For enquiries or amendment to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Heritage Education Team, Tai Kwun by
e-mail at heritage.edu@taikwun.hk

惡劣天氣特別安排 Adverse Weather Special Arrangement
•

•

•

如於參觀當日上午七時正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安排於早上十時正的活動將會取消。
If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 3 or above or Red Rainstorm Signal are still hoisted at 07:00, activity
arranged in the morning session at 10:00 will be cancelled.
如於參觀當日中午十一時半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安排於下午二時半的活動將會取消。
If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 3 or above or Red Rainstorm Signal are still hoisted at 11:30 in the
morning, visits arranged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at 14:30 will be cancelled.
因天氣關係而被取消之的活動，本館將在可行情況下，另作安排活動時間。
Activity arrangement can be made again if the cancellation occurred due to inclement weather. Tai Kwun will do
its utmost to reschedule the activity to a mutually agreeable date /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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