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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2021 年 6 月 24 日 (共 5 页) 

国际综艺合家欢 2021 
大型合家欢舞剧 载誉归来 

 

  
十二生肖勇闯北极 迸发温馨惹笑大冒险！ 

 
香港舞蹈团专业舞蹈员Ｘ儿童团及少年团 
率领大小朋友穿梭北极，拯救北极熊 BB 

 

由香港舞蹈团专业舞者，联同逾 250 位儿童团及少年团的精灵小演员，再加上星级嘉宾何远东，

齐齐化身小动物，以鬼马的造型配合精湛舞技，在这炎炎夏日带着大家远离高楼大厦，肩负保护环

境的重任，勇闯冰川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名赞助 国际综艺合家欢 2021 节目：

大型合家欢音乐舞剧《十二生肖大冒险の冰雪奇熊》將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至 21 日假沙田大会堂

演奏厅上演 5 场，为一家大細带來夏日最佳消节目。 
 
故事大纲 

全球暖化影响扩大，极地冰川日渐融化，北极熊平静的「安乐窝」面临着巨大危机，他们就快无家

可归了！2015 年，十二生肖首次「登陆北极」，拯救北极熊 BB，大小朋友都念念不忘这个动人的

故事。今次北极有难，十二生肖再次出动，开展一场险象环生、温馨惹笑的大冒险。 
 
《十二生肖大冒險の冰雪奇熊》故事讲述十二只身怀绝技的动物被委以重任，前往受环境污染的北

极，合力帮北极熊尋找安樂窩。可是牠们以为参加了北极旅行团，只顾玩乐，将任务抛诸脑后。此

时，可怕的雪崩突然降临，令可怜的北极熊 BB 和熊妈妈失散了。十二生肖决心帮助熊 BB 寻亲。

旅途上，牠们遇到北极光与流星雨，在危难中发挥合作精神。这出载歌载舞的音乐舞剧由香港舞蹈

团的专业舞蹈员联同儿童团及少年团的小演员，分别主演十二生肖、熊 BB 同熊妈妈，加上特邀演

员何远东(饰 说书人)，以多元化舞蹈、新编曲词和诙谐惹笑的戏剧元素，配合多媒体录像营造的

冰雪气氛，为大小朋友送上一个关于爱、勇气和环保的动人故事。 

下載《十二生肖大冒险の冰雪奇熊》高像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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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cxX4?usp=sharing  

观赏最新预告片：https://youtu.be/bndbp_9PWkw  

如版面有限，請見第 3 页尾的节目撮要以便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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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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资料 
 

日期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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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设 8 月 22 日（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场次 

门票发售详情容后公布 

地点 沙田大会堂演奏厅 

票价 $300 $240 $160 $100  

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发售 

折扣/套票优惠 「国际综艺合家欢 2021」之舞台/电影节目套票优惠:  

套票优惠 

九折｜每次购买 3 - 4 场不同舞台/电影节目的正价门票 

八五折｜每次购买 5 场或以上不同舞台/电影节目的正价门票 

 

团体套票优惠 

九折｜每次购买 4 - 9 张正价门票 

八五折｜每次购买 10 - 19 张正价门票 

八折｜每次购买 20 或以上张正价门票 

折扣门票 

五折｜全日制学生、残疾人士及看护人、60 岁或以上高龄人士及综合

社会保障援助受惠人士（适用於$160-$300 门票；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八折｜香港舞蹈团「以舞会友」尊尚会员 

九折｜香港舞蹈团「以舞会友」精英会员 

 

其他优惠详情，请参阅城市售票网。 

网上购票 www.urbtix.hk 

信用卡电话购票 2111 5999 

票务查询 3761 6661 

节目查询 3103 1879 / hkdance@hkdance.com 

网址 www.hkdance.com 

適合 3 岁或以上人士观看                                             

香港舞蹈团保留更改节目及表演者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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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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创及演出人员 

 

概念/构思 谢茵 

编舞/艺术统筹 谢茵、蔡飞、柯志勇 

執行艺术统筹 陈凯琪、丘文红 

联合编舞/导師 儿童团及少年团全体导师 

特邀演出 何远东 

编剧/填词 邓智坚 

戏剧指导 陈健豪 

音乐总监/作曲 张兆鸿 

布景设计 冯家瑜 

服装设计 李峯 

*承蒙香港演艺学院批准参与制作 

灯光设计 邝雅丽 

录像设计 阿水、黄子珏 

音响设计 溫新康 

演出 香港舞蹈团舞蹈员何超亞、何健、林铮源、黃海芸、林真娜、

邝丽冰、占倩、赖韵姿 

香港舞蹈团儿童团及少年团全体团员 

 

 
节目撮要 (约 200 字) 

 
白雪茫茫的北极，受到人类不断破坏，冰川日渐融化，情况非常严峻，令北极熊无家可归。一日，

突如其来的雪崩，把一对北极熊母子分隔，险象环生！十二生肖各怀本领，被派往北极帮助熊 BB

寻亲。旅途上，他们遇到北极光与流星雨，在危难中发挥合作精神…… 香港舞蹈团的专业舞蹈员，

联同儿童团及少年团的小演员，邀请观众一起踏上这趟神奇冰雪之旅。十二只趣致动物与熊啤啤载

歌载舞，剧情紧张刺激，幽默诙谐，今个暑假为大小朋友送上一个关于爱、勇气和环保的动人故事。 

 

13-21.8.2021 (五-日)｜沙田大会堂演奏厅 

$300 $240 $160 $100 门票现于城市售票网发售｜网上购票 www.urbtix.hk 

节目查询 3103 1879｜www.hkdance.com 

冠名赞助：招商局集团 |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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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团 

「融汇中西 舞动香港」 

  

使命宣言 

我们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养份，结合当代艺术创意，以具香港特色的中国舞蹈感动世界。 

  

香港舞蹈团于 1981 年成立，2001 年注册成为慈善及非牟利机构，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

舞团今年庆祝成立四十周年，至今已排演超过二百出深受观众欢迎和评论界赞赏的作品。近期作

品包括《花木兰》、《尘埃落定》、《兰亭．祭侄》、《梁祝．传说》、《风云》、《倩女．幽魂》、《踏歌

行》、《红楼．梦三阕》、《中华英雄》、《观自在》、《白蛇》、《三城志》、《紫玉成烟》、《刘三姐》、《丝

路如诗》、《弦舞》、《一水南天》、《妈祖》、《青衣》、《山水》，以及展现「中国舞蹈与中国武术之

交互研究与成果呈现计划」三年探索成果的舞 X 武剧场《凝》。 

  

舞团经常到海外及内地演出，以促进文化交流，曾涉足十多个国家及地区。近年曾赴美国华盛顿

肯尼迪艺术中心、美国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英国伦敦南岸中心、加拿大多伦多索尼演艺中心、

澳洲悉尼卓士活中央广场剧院、白俄罗斯明斯克国立模范音乐剧院、「韩国舞蹈祭典」、首尔「国

际佛教舞蹈节」、北京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杭州

大剧院、广州大剧院、台北新舞台、台湾戏曲中心等，演出舞团的得奖原创舞剧《花木兰》、《倩

女．幽魂》、《梁祝．传说》、《兰亭．祭侄》等饶具香港特色的作品，为海内外的观众带来文化

艺术新体验。 

 

香港舞蹈团儿童团及少年团 

「走出课室  放眼世界艺術 」 

 

舞团分别于 2006 及 2008 年创办兒童团及少年团（儿少团），有系统地提升儿童及青少年的艺術

修养与欣赏能力，积极发展创新独有的教与学模式──「学、演、赏」，帮助儿童及青少年认识自

我、发掘潜能和建立自信，提升个人内在的艺術修养，為他们帶來一個快乐自由及具創意的舞蹈艺

術空间。 

 

儿少团曾参加全国少儿舞蹈比赛并获得最高荣譽金奖，成功树立少儿舞蹈表演艺術团体的品牌。儿

少团除了每年演出大型舞台节目外，亦积极开展对外的艺術文化交流活动，先后踏足北京、青岛、

上海、深圳、台湾、番禺、广州、马来西亚沙巴、济南、新加坡及大湾区等地区进行交流展演。儿

少团为有志向专业发展的青少年提供高质素的专业训练，为进入香港演艺学院或其他专科学校的职

业培训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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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查询 
欢迎传媒查询及采访，请与香港舞蹈团市场及节目部联络。 

 

张婷 (Candy Cheung) ─ 节目及教育主管 

电话：(852) 3103 1878    

传真：(852) 2851 3607    

电邮：candycheung@hkdance.com  

 

郑宇青 (Cheng Yu-ching) ─ 高级场場及节目主任 

电话：(852) 3103 1810  

传真：(852) 2851 3607    

传真：yuching@hkd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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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