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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有限公司

陳盛寶

評委會主席

街角藝舍

思絃集

第八屆

香港聯校

余雅仕

匯演表演嘉賓
評委會評審員

暨

香港學界

第七屆

籌劃：

近景魔術組
賽事
魔法新星組

舞台魔術組賽事
頒獎禮 匯演節目

時間：下午2:30
票價：$50

時間：晚上7:30
票價：$150，100，80

(不設劃位、全日制學生、高齡人士及殘疾人士可享六折優惠)
套票：以正價購5-10張可享八折，11-20可享七折，21張或以上可享六折

門票現正在城市售票網發售

(全日制學生、長者及殘疾人士可享七折優惠)
套票：以正價購5-10張可享八折，11-20可享七折，21張或以上可享六折

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 購票

網上購票：http://www.urbtix.hk
信用卡電話購票：2111 5999
票務查詢：3761 6661(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節目查詢：3568 1898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
網址：http://www.hksma.com.hk

袁晴晴 - CoCo Yuen
(司 儀 - 只演晚上)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 簡介
「香港學界魔術協會」是香港非牟利團體，旨在推廣魔術藝術文化。近年，坊間出現了很多魔術團體，經常因負責人的魔術知識不

裴俊軒

足，而導致學生們經常有侵犯知識產權、不了解道具引發意外、魔術知識缺乏購買了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危險用品引致的意外傷人等

評委會副主席

不法行為。本會成立就是為了協助學界舉辦各類型有關魔術的活動、課程及講座，令學界的魔術愛好者有更多平台學習正確魔術知
識，鍛鍊自己有扎實的基本功，希望學生能在健康的態度和正確的途徑去學習魔術。

尤志豪 - 蕃茄
(司 儀 - 只演晚上)

張樂賢

匯演表演嘉賓
評委會評審員

余雅仕 - Alex Yu

(表演嘉賓)

從事魔術表演藝術行業超過35年，學生時期師承《香港朱氏魔術學社》朱宏譽先生指導下，在各私人機構表演大小不
同魔術效果。其後在香港兩間電視台及數間電影公司擔任魔術顧問。指導各藝員有關大小不同的魔術表演。數年後加
入《香港海洋公園》第一屆小丑雜技及魔術訓練班的藝員，學習各類不同表演，娛樂觀眾。

張樂賢 - Mr.Y

(表演嘉賓)

香港魔術新一代前線魔術師，早於中學時代已深研魔術，早年以近境魔術為主，現鍾情於舞台當中。近年更於不
同地方榮獲不同之獎項，並代表香港參加亞洲大會大賽。

CoCo - 晴晴

日期：2016年7月16日 (星期六)

(司儀)

自由身模特兒及主持；嗜好及專長為唱歌、跳舞、主持、魔術、寫作等。正在向音樂及夢想之路邁進，努力學習作曲
、作詞、編曲中，期望以歌聲感動人。

地點：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入選《2016第56屆國際小姐中國大賽》 香港代表

．入選《2014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香港賽區)

．入選《2015世界時尚旅遊小姐競選》香港代表
．入選《2015－2016深港澳超級車模大賽》香港代表及獲頒「全國前十佳」
．入選《2015第42屆環球國際小姐大賽中國賽區》香港代表
．獲得《第三屆澳門亞洲車模大賽》亞軍
．入選《第六屆全球客家妹形象使者大賽2014》全球複賽

．入選 飲食天王 x 新天成咖啡 <美女倒奶拉花挑戰賽>
．獲得時裝網站"Lovemy3"主辦及"Bubble"&"Playboy"協辦之
「今個秋冬WinSnap Me」Snapshot 比賽冠軍
．入選亞洲遊戲展Asia Game Show 2010<Miss Ags亞洲遊戲展小姐選舉>決賽
．入選香港魔術節2010 - 魔術美少女大賽8強

尤志豪 - 蕃茄

(司儀)

現為自由身演員及舞者，曾為香港海洋公園全職演員及香港迪士尼樂園黑色世界2015演員，參演的舞台劇、電影
及廣告有全新Tempo電視廣告(2014)點都傍住你，唔駛爭！飾演男朋友、《譚仔三哥》宣傳片飾演男朋友、Yellow
野佬—《跟車太貼》MV飾演食客、電影《猛龍特囧》飾演小丑、舞台劇《再見．大伙兒》、零與一劇團《老舉寨》
及《男人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音樂劇《麻醉》、亞妮瑪部落呈獻《香港首個部落融合肚皮舞劇之夢想成
真》、青山醫院五十周年呈獻《無明．心澄》、伊利沙伯體育館—621

4 colour Size: (210W x 297H)mm
IMPORTANT REMARKS:
This artwork presentation is a colour
output only, the colour effect may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printing.

4 colour Size: (210W x 297H)mm
ERNEST稿件

Diecut
not print

903世界禁毒日原創音樂劇「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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