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師 余翰廷

課程
基礎編劇 Fundamental Playwriting

（課程編號：PWF）
深造研習編劇 Advanced Level 2 Playwriting

（課程編號：PWA）

日期
10/2、17/2、24/2、3/3、10/3、17/3、24/3、31/3

逢星期一（如有補課，將安排7/4或及14/4）

28/4、5/5、12/5、19/5、26/5、9/6、16/6、23/6
逢星期一（如有補課，將安排29/6或及30/6）

時間 20:00-22:00

地點 劇場工作室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廈B座12樓B5室（觀塘港鐵站B1出口）

節數 8節、每節2小時 8節、每節2小時

費用 $2,000 $2,400

對象 歡迎16歲以上人士參加 歡迎21歲以上人士參加

備忘 -
此課程為有相關學習經驗人士而設，

報名時若能提供有關履歷或文件，將優先取錄。



導師 廖淑芬、Mohamed Drissi

課程
基礎音樂劇演技及舞蹈 Musical Acting & Dance

（課程編號：MT）

日期
25/4、2/5、9/5、16/5、23/5、30/5、6/6、13/6
逢星期五（如有補課，將安排17/5或及20/6）

時間 20:00-22:00

地點
劇場工作室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廈B座12樓B5室

（ 觀塘港鐵站B1出口）

節數
8節、每節2小時

前4節為音樂劇演技及唱功培訓，後4節為舞蹈培訓

費用 $2,800

對象 歡迎16歲以上人士參加

備忘 舞蹈培訓以英語進行。學員請穿適宜活動的衣服上課。



導師 伍潔茵

課程
基礎聲線及語言運用 Fundamental Speaking Voice & Text

（課程編號：SV）

日期
1/4（二）、3/4（四）、8/4（二）、10/4（四）、15/4（二）、16/4（三 ）

（如有補課，將安排26/4或及27/4）

時間 20:00-22:30

地點 劇場工作室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廈B座12樓B5室（觀塘港鐵站B1出口）

節數 6節、每節2.5小時

費用 $1,920

對象 歡迎16歲以上人士參加

備忘 學員請穿適宜活動的衣服上課



導師 李國威

課程
基礎導演 Fundamental Directing

（課程編號：DR）

日期
2/4、9/4、17/4、23/4、30/4、7/5、14/5、21/5 

除17/4（四）外，逢星期三（如有補課，將安排28/5或及4/6）

時間 20:00-22:00

地點 劇場工作室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廈B座12樓B5室（觀塘港鐵站B1出口）

節數 8節、每節2小時

費用 $3,200

對象 歡迎16歲以上人士參加

備忘 -



導師 廖淑芬

課程
基礎演技 Fundamental Acting

（課程編號：AT）

日期
14/2、21/2、28/2、7/3、14/3、21/3、28/3、4/4

逢星期五（如有補課，將安排11/4或及12/4）

時間 20:00-22:00

地點 劇場工作室  九龍觀塘興業街16-18號美興工廈B座12樓B5室（觀塘港鐵站B1出口）

節數 8節、每節2小時

費用 $2,000

對象 歡迎16歲以上人士參加

備忘 學員請穿輕便衣服上課



報名方法
1.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支票抬頭：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或 Drama Gallery Ltd.，支票背面請寫上姓名及所報讀的課程編號），郵寄至

 「九龍 觀塘 興業街16-18號 美興工業大廈B座12樓B5室 劇場工作室」收。

2.  若選擇轉賬，請填妥報名表格，將學費存入本團的銀行戶口：渣打銀行562-2038-2920，並連同付款記錄傳真至2116-2701  或 電郵至

 contact@dramagallery.com 或寄回本團。收妥後本團職員將聯絡核實。

3.  網上報名及付款：Art-Mate（www.art-mate.net）
4.  報名表格見後頁，亦可到本團網頁www.dramagallery.com 或FB專頁www.facebook.com/dramagalleryhk或下載小冊子

 www.dramagallery.com/evecourse/spr2014bklet.pdf參閱。

截止報名
1.  各課程於開課前7天截止報名。逾期申請只會在該課程名額未滿的情況下才獲考慮接納。

2.  取錄之學員將於開課前5天獲個別開課確認通知。

折扣及優惠
1. 「Early Bird報名優惠」：凡於每個課程開課前40天報名，可享八五折優惠。

2. 「五人同行優惠」：五人同時報讀同一或任何課程及一筆過遞交五人的總學費，可享八五折優惠。（*即本團需單次收到五張報名表，一張支票或一次

 付款記錄為準）

3.  凡報讀兩個或以上課程及DG季度課程舊生可享九折優惠。

4.  以上折扣優惠不能同時使用。

5.  凡成功報讀課程，可優先報名及免費參加《相約星期六》環節，本季嘉賓將容後公佈。

6.  凡成功報讀課程，可免費獲本團之定期資訊及享八折優惠購買本團之公開演出門票。

7.  劇場工作室保留隨時更改優惠條例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學員須知
1. 一經取錄，已繳費用恕不發還。有關的費用及席位亦不可轉讓他人。未獲取錄之申請人的支票將於開課後兩星期內寄回申請人。

2.  已取錄之學員如於開課前，欲轉讀其他課程，本團將收取$50手續費及只會在該課程名額未滿的情況下才獲考慮接納。

3.  報讀人數若超過所限名額，將以先報先得方式處理。本團保留因應報名情況而作出調動之權利，亦有權拒絕申請人的報讀。

4.  本團保留取消任何課程之權利。如課程取消，將盡快通知受影響學員，並於開課後兩星期內以支票方式將費用全數歸還。

5.  上課日期及時間按小冊子所刊登的如期舉行，並由原定的導師授課，如有更改將獲另行通知。本團保留更改上課安排之權利，及保留最終決定權。

6.  如因颱風、水浸、紅雨、黑雨、惡劣天氣、傳染病或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導致停課，本團則取消該日課程，並予以補課。

7.  出席率達80%之學員，將於課程完成後兩星期內獲發修畢證書。

課程時間表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導師 日期 時間 節數 費用（全期）

PWF 編劇（基礎）

Playwriting（Fundamental)
余翰廷 逢星期一 10/2、17/2、24/2、3/3、10/3、

17/3、24/3、31/3
20:00-22:00 8節 $2,000

$1,800（9折）

$1,700（85折）

PWA 編劇（深造研習）

Playwriting (Advanced L2）

余翰廷 逢星期一 28/4、5/5、12/5、19/5、26/5、

9/6、16/6、23/6
20:00-22:00 8節 $2,400

$2,160（9折）

$2,040（85折）

SV 聲線及語言運用（基礎）

Speaking Voice & Text
（Fundamental）

伍潔茵 逢星期二、四 1/4、3/4、8/4、10/4、15/4
及星期三 16/4

20:00-22:30 6節 $1,920
$1,728（9折）

$1,632（85折）

DR 導演（基礎）

Directing（Fundamental)
李國威 逢星期三 2/4、9/4、23/4、30/4、7/5、14/5、21/5

及星期四 17/4
20:00-22:00 8節 $3,200

$2,880（9折）

$2,720（85折）

AT 演技（基礎）

Acting（Fundamental)
廖淑芬 逢星期五 14/2、21/2、28/2、7/3、14/3、

21/3、28/3、4/4
20:00-22:00 8節 $2,000

$1,800（9折）

$1,700（85折）

MT 音樂劇演技及舞蹈（基礎）

Musical Acting & Dance
（Fundamental）

廖淑芬、

Mohamed 
Drissi

逢星期五 25/4、2/5、9/5、16/5、23/5、

30/5、6/6、13/6
20:00-22:00 8節 $2,800

$2,520（9折）

$2,380（85折）

Drama Gallery 劇場工作室

劇場工作室 春季課程2014 報名表格

報讀課程：（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 編號：_______________  (由職員填寫)

□  PWF 編劇（ 基礎）Playwriting（Fundamental） $2,000 $1,800（9折） $1,700（85折）

□  PWA 編劇（深造研習）Playwriting（Advanced L2） $2,400 $2,160（9折） $2,040（85折）

□  SV 聲線及語言運用 Speaking Voice & Text $1,920 $1,728（9折） $1,632（85折）

□  DR 導演 Directing $3,200 $2,880（9折） $2,720（85折）

□  AT 演技 Acting $2,000 $1,800（9折） $1,700（85折）

□  MT 音樂劇演技及舞蹈 Musical Acting & Dance $2,800 $2,520（9折） $2,380（85折）

學費總計 HK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優惠選擇：（折扣優惠不能同時使用。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 9折優惠 報讀兩個課程或以上

□ 9折優惠 DG季度課程舊生   *請提供姓名及參與的季度課程年份以作核實：

□ 85折優惠 Early Bird報名優惠（報讀之課程開課前40天報名，以付款日計算）

□ 85折優惠 五人同行優惠（五人同時報讀同一或任何課程及一筆過遞交五人的總學費）

* 請提供同行的4位參加者姓名：1.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 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若選擇支票付款，支票抬頭請寫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或 Drama Gallery Ltd.

□ 轉賬  若選擇轉賬付款，請將學費存入 渣打銀行戶口562-2038-2920，並連同付款記錄副本一併遞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