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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1 年 6 月 24 日 (共 5 頁)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21 
大型合家歡舞劇 載譽歸來 

 

  
十二生肖勇闖北極 迸發溫馨惹笑大冒險！ 

 
香港舞蹈團專業舞蹈員Ｘ兒童團及少年團 
率領大小朋友穿梭北極，拯救北極熊 BB 

 

由香港舞蹈團專業舞者，聯同逾 250 位兒童團及少年團的精靈小演員，再加上星級嘉賓何遠東，

齊齊化身小動物，以鬼馬的造型配合精湛舞技，在這炎炎夏日帶著大家遠離高樓大廈，肩負保護環

境的重任，勇闖冰川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冠名贊助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21 節目：

大型合家歡音樂舞劇《十二生肖大冒險の冰雪奇熊》將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至 21 日假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上演 5 場，為一家大細帶來夏日最佳消暑節目。 
 
故事大綱 

全球暖化影響擴大，極地冰川日漸融化，北極熊平靜的「安樂窩」面臨著巨大危機，他們就快無家

可歸了！ 2015 年，十二生肖首次「登陸北極」，拯救北極熊 BB，大小朋友都念念不忘這個動人的

故事。今次北極有難，十二生肖再次出動，開展一場險象環生、溫馨惹笑的大冒險。 
 
《十二生肖大冒險の冰雪奇熊》故事講述十二隻身懷絕技的動物被委以重任，前往受環境污染的北

極，合力幫北極熊尋找安樂窩。可是牠們以為參加了北極旅行團，只顧玩樂，將任務拋諸腦後。此

時，可怕的雪崩突然降臨，令可憐的北極熊 BB 和熊媽媽失散了。十二生肖決心幫助熊 BB 尋親。

旅途上，牠們遇到北極光與流星雨，在危難中發揮合作精神。這齣載歌載舞的音樂舞劇由香港舞蹈

團的專業舞蹈員聯同兒童團及少年團的小演員，分別主演十二生肖、熊 BB 同熊媽媽，加上特邀演

員何遠東(飾 說書人)，以多元化舞蹈、新編曲詞和詼諧惹笑的戲劇元素，配合多媒體錄像營造的

冰雪氣氛，為大小朋友送上一個關於愛、勇氣和環保的動人故事。 

下載《十二生肖大冒險の冰雪奇熊》高像素圖像：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0GTdpecJl2SkHtonzDXfRSSY

feXcxX4?usp=sharing  

觀賞最新預告片：https://youtu.be/bndbp_9PWkw  

如版面有限，請見第 3 頁尾的節目撮要以便刊登。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0GTdpecJl2SkHtonzDXfRSSYfeXcxX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0GTdpecJl2SkHtonzDXfRSSYfeXcxX4?usp=sharing
https://youtu.be/bndbp_9PW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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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資料 
 

日期及時間 2021 年 8 月 13, 20 日 (五) 晚上 7:45 

2021 年 8 月 14-15, 21 日 (六-日) 下午 3:00 

*另設 8 月 22 日（日）：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場次 

門票發售詳情容後公布 

地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票價 $300 $240 $160 $100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折扣/套票優惠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21」之舞台/電影節目套票優惠： 

套票優惠 

九折｜每次購買 3 - 4 場不同舞台/電影節目的正價門票 

八五折｜每次購買 5 場或以上不同舞台/電影節目的正價門票 

 

團體套票優惠 

九折｜每次購買 4 - 9 張正價門票 

八五折｜每次購買 10 - 19 張正價門票 

八折｜每次購買 20 或以上張正價門票 

折扣門票 

五折｜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看護人、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及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適用於$160-$300 門票；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八折｜香港舞蹈團「以舞會友」尊尚會員 

九折｜香港舞蹈團「以舞會友」精英會員 

 

其他優惠詳情，請參閱城市售票網。 

網上購票 www.urbtix.hk 

信用卡電話購票 2111 5999 

票務查詢 3761 6661 

節目查詢 3103 1879 / hkdance@hkdance.com 

網址 www.hkdance.com 

適合 3 歲或以上人士觀看                                             

香港舞蹈團保留更改節目及表演者之權利 

 

http://ticket.urbtix.hk/internet/zh_TW/eventDetail/25833
http://www.hkdanc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1:2015-16&catid=11:performances&Itemid=221&lang=tw#.VUCHVCGqp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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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創及演出人員 

 

概念/構思 謝茵 

編舞/藝術統籌 謝茵、蔡飛、柯志勇 

執行藝術統籌 陳凱琪、丘文紅 

聯合編舞/導師 兒童團及少年團全體導師 

特邀演出 何遠東 

編劇/填詞 鄧智堅 

戲劇指導 陳健豪 

音樂總監/作曲 張兆鴻 

佈景設計 馮家瑜 

服裝設計 李峯 

*承蒙香港演藝學院批准參與製作 

燈光設計 鄺雅麗 

錄像設計 阿水、黃子珏 

音響設計 溫新康 

演出 香港舞蹈團舞蹈員何超亞、何健、林錚源、黃海芸、林真娜、

鄺麗冰、占倩、賴韻姿 

香港舞蹈團兒童團及少年團全體團員 

 
節目撮要 (約 200 字) 

 
白雪茫茫的北極，受到人類不斷破壞，冰川日漸融化，情況非常嚴峻，令北極熊無家可歸。一日，

突如其來的雪崩，把一對北極熊母子分隔，險象環生！十二生肖各懷本領，被派往北極幫助熊 BB

尋親。旅途上，他們遇到北極光與流星雨，在危難中發揮合作精神…… 香港舞蹈團的專業舞蹈員，

聯同兒童團及少年團的小演員，邀請觀眾一起踏上這趟神奇冰雪之旅。十二隻趣緻動物與熊啤啤載

歌載舞，劇情緊張刺激，幽默詼諧，今個暑假為大小朋友送上一個關於愛、勇氣和環保的動人故事。 

 

13-21.8.2021 (五-日)｜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300 $240 $160 $100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發售｜網上購票 www.urbtix.hk 

節目查詢 3103 1879｜www.hkdance.com 

冠名贊助：招商局集團 |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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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團 

「融匯中西 舞動香港」 

  

使命宣言 

我們從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汲取養份，結合當代藝術創意，以具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蹈感動世界。 

  

香港舞蹈團於 1981 年成立，2001 年註冊成為慈善及非牟利機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舞團今年慶祝成立四十週年，至今已排演超過二百齣深受觀眾歡迎和評論界讚賞的作品。近期作

品包括《花木蘭》、《塵埃落定》、《蘭亭．祭姪》、《梁祝．傳說》、《風雲》、《倩女．幽魂》、《踏歌

行》、《紅樓．夢三闋》、《中華英雄》、《觀自在》、《白蛇》、《三城誌》、《紫玉成煙》、《劉三姐》、《絲

路如詩》、《弦舞》、《一水南天》、《媽祖》、《青衣》、《山水》，以及展現「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

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三年探索成果的舞 X 武劇場《凝》。 

  

舞團經常到海外及內地演出，以促進文化交流，曾涉足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近年曾赴美國華盛頓

甘迺迪藝術中心、美國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英國倫敦南岸中心、加拿大多倫多索尼演藝中心、

澳洲悉尼卓士活中央廣場劇院、白俄羅斯明斯克國立模範音樂劇院、「韓國舞蹈祭典」、首爾「國

際佛教舞蹈節」、北京國家大劇院、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海大劇院、上海國際舞蹈中心、杭州

大劇院、廣州大劇院、台北新舞台、臺灣戲曲中心等，演出舞團的得獎原創舞劇《花木蘭》、《倩

女．幽魂》、《梁祝．傳說》、《蘭亭．祭姪》等饒具香港特色的作品，為海內外的觀眾帶來文化

藝術新體驗。 

 

香港舞蹈團兒童團及少年團 

「走出課室  放眼世界藝術 」 

 

舞團分別於 2006 及 2008 年創辦兒童團及少年團（兒少團），有系統地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的藝術

修養與欣賞能力，積極發展創新獨有的教與學模式──「學、演、賞」，幫助兒童及青少年認識自我、

發掘潛能和建立自信，提升個人內在的藝術修養，為他們帶來一個快樂自由及具創意的舞蹈藝術空

間。 

 

兒少團曾參加全國少兒舞蹈比賽並獲得最高榮譽金獎，成功樹立少兒舞蹈表演藝術團體的品牌。兒

少團除了每年演出大型舞台節目外，亦積極開展對外的藝術文化交流活動，先後踏足北京、青島、

上海、深圳、台灣、番禺、廣州、馬來西亞沙巴、濟南、新加坡及大灣區等地區進行交流展演。兒

少團為有志向專業發展的青少年提供高質素的專業訓練，為進入香港演藝學院或其他專科學校的職

業培訓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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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歡迎傳媒查詢及採訪，請與香港舞蹈團市場及節目部聯絡。 

 

張婷 (Candy Cheung) ─ 節目及教育主管 

電話：(852) 3103 1878    

傳真：(852) 2851 3607    

電郵：candycheung@hkdance.com  

 

鄭宇青 (Cheng Yu-ching) ─ 高級市場及節目主任 

電話：(852) 3103 1810  

傳真：(852) 2851 3607    

電郵：yuching@hkdance.com  

 

mailto:candycheung@hkdance.com
mailto:yuching@hkda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