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機構: 場地贊助: 受惠機構: 合作伙伴: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 Festival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團體及個人音樂比賽 

 
 

敬啟者： 

 
由香港演藝音樂節主辦「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團體及個人音樂比賽」分別將於 5 月及 8 月

舉行。現誠邀全港學校樂團及學生報名參與，茲見詳情如下： 
 

 
 

 

 
活動目標 

 

 提供平台予學生公開演出 

 聽取專業評審意見，鞏固潛能發展 

 促進交流觀摩，改良演奏技巧 

 支持慈善項目「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 

對象 全港小一至中六學生 

日期 團體賽：2019 年 5 月中旬；個人賽：2019 年 8 月下旬 

地點 
D2 Place ONE – The Space 

荔枝角長義街 9 號 2 樓 

截止報名日期 團體賽：2019 年 1 月 31 日；個人賽：2019 年 7 月 31 日 

費用 有關報名費及門票收費，請參閱報名表格 

 

備註 
 報名表格與參賽條款及細則亦可見於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PAF 

 參賽名額及觀賽名門票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http://www.facebook.com/HKPAF


 

香港演藝音樂節全力支持熱心服務社區長者及培育青少年的慈善項目 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LoM） 及其「平等Fun 享音樂暨海外交流計劃」* 籌募經費。音樂節扣除成本後

之所有收益全數撥捐此計劃，讓是次比賽更添意義。同時，音樂節另設有籌款表演環節，歡

迎各校派出各類型表演團隊參與演出。 

 

 
團體組是次比賽備有合唱團、無伴奏小組、小/ 中/ 大型管弦樂團；個人組是次比賽備

有鋼琴、弦樂、木管樂、銅管樂及敲擊樂等五大組別，每項組別再細分入門級、初級、中級

及高級四種程度，為不同音樂演奏造詣程度的學生予以演出平台及交流機會。每隊樂團或每

名學生將於賽後取得評分紙，從而知悉自己演出表現的優勝與不足，力求進步，定必裨益良

多。 

誠希 貴校鼓勵學生踴躍參與，一展所長，並於前頁所列截止報名日期前填妥參加表格

，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或將報名表格和相關款項郵寄至 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63號

Global Gateway Tower 11 樓 1106 室 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106 

8346。 
 

 

 

 
 

敬祝 

教安 

 

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 Legacy of Music (LoM) 音樂傳承 - 「平等 Fun 享音樂暨海外交流計劃」 

此慈善活動每年為 8 至 10 名本港基層家庭青少年提供免費學習 A Cappella 無伴奏合唱訓練的機會，帶領他們到

不同學校表演及到長者中心探訪，並於 8 月中旬走出香港，到海外作觀摩及交流表演，以進一步認識 A Cappella 

文化及擴濶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人生閱歷。詳情請參閱 p.14「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慈善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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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個人組 - 音樂比賽

報名表格 
• 填寫前，請參閱附錄之條款及細則 

• 每張報名表格只供一位學生以個人名義參加 

• 同一名學生如參加兩項或以上賽事，請就每項賽事填寫獨立報名表格 

•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資料及於合適方格內加上✔號 

• 如對本比賽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或致電 3106 8346 查詢 

甲、個人資料 

 

 

 

 

 

 

 

 

 

 
 

乙、參賽資料 
 

 

 

 

 

 

 

 

參賽者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份證明文件 ： □ 香港身份證 □ 外國護照 □ 其他（請註明）：   

文件號碼 ：   出生日期：  （年）  （月）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852）   

電郵地址 ：   

郵遞地址 ：   

（必須為香港境內；謹作郵寄證書之用） 

所屬學校／音樂中心  ：  (如有) 學校／中心電話：   

參賽樂器 

□ 鋼琴 □ 小提琴 □ 中提琴 □ 大提琴 □ 低音大提琴 

□ 長笛 □ 單簧管 □  雙 簧管 □ 色士風 

□ 小號 □ 法國號 □ 長號 □ 低音號 

□ 敲擊樂器 (木琴／爵士鼓／其他＿＿＿＿＿＿＿＿＿＿＿） 

期望比賽時段： 星期一至五  □下午 □晚上 ／ 星 期 六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請參考p.7 列表比賽時段欄目；大會將盡力安排「第一期望」時段，惟結果可能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變動。) 

參賽項目編號： ＿＿＿＿＿ （請參考 p.3 列表音樂曲式／組別編號欄目） 

參賽曲目（請註明作曲家及改編）：    

額外購買門票：  張（每張 HK$120） 總費用：港幣   _   

(註：每名參賽者可免費獲得兩張當日比賽門票（不設劃位）供親友觀賽之用，總值 HK$240) 

□ 毋需伴奏 □ 需要鋼琴現場伴奏（請自行聘請伴奏） □ 需要背景音樂伴奏* 

* 請將已剪接好的背景音樂歌曲(只接受 mp3 檔)於 8 月 16 日或之前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 

 
銀行存根編號 (入數紙必須提供副本證明)   ／ 支票號碼：   

mailto:hkpafest@gmail.com或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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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門票 

 

1. 門票每張價值 HK$120。每名參賽者可免費獲得兩張當日比賽門票（不設劃位）供親友觀賽之用，總值 

HK$240。如欲邀請更多親友支持及觀賽，請於報名表格上列明所需購買門票的數量。受場地座位所

限，門票的分發先後依報名表格遞交的次序，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丁、繳費方法 

 
1) 銀行過戶：全數以銀行過戶付款到中國銀行(香港)。請於入數紙背面寫上參賽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並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將入數紙副本以郵寄 /電郵繳交以茲證明。 

帳戶號碼：012-586-101694-92 帳戶名稱：「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2) 支票：全數以劃線支票支付，支票抬頭請寫上「Sunstar Creation Limited」。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參賽
者姓名及聯絡電話，並於 2018 年 7月 31 日或之前（以郵戳日期為準）郵寄至大會。 

 
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 

電郵：hkpafest@gmail.com 

地址：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63 號 Global Gateway Tower 11 樓 1106 室 

 
註：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7月 31 日，以大會收迄完整的報名表格及全數繳費證明作準。大會有權

不受理逾期報名者，或向其收取比賽項目總額之 10%為行政費。 

 
戊、聲明 

 
 

本人已細閱附錄中所有有關報名與比賽之條款及細則，明白及同意所列之細項，並簽名作實。本人理解到如參賽

人數不足，大會有權合併或取消相關比賽，所有參賽者均不得異議。倘若取消，大會將於取消決定日計起 30 個

工作天內，以郵寄形式將劃線支票寄至所登記的香港地址，悉數退回相關報名費／及門票費。 

 

 

 

 

 

 

 

 

 

 

 
姓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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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個人組 - 音樂比賽之條款及細則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8 –個人音樂比賽」由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主辦，音域樂坊全力支持。 

 甲、報名須知 

 

1. 是次音樂比賽將於 D2 Place ONE – The Space (荔枝角長義街 9 號 2 樓) 舉行。有關比賽地點、演奏

時間及級別定義，詳見附錄二。 

2. 每位學生可報名參加多於一種樂器的比賽及組別。 

3. 報名表格可自行複印副本或於「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8」Facebook 下載。 

4. 參賽者須於報名表格上清楚填寫參賽曲目，並獲大會以電郵確認後才可於比賽時演奏。 

5. 報名表格及報名費一經繳交及核實，恕不接受取消及更改。 

6. 所有比賽項目之組別以所選曲目的程度劃分。除入門組別，參賽者須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術科考試 

(ABRSM Practical Exam) 的現有考試曲目中選取一首樂曲或一節樂段作賽。程度劃分如下： 

• 入門組為初學至程度達一級，所選曲目須於 1 分鐘內完成演奏 

• 初級組為 2 級-4 級，所選曲目須於 3 分鐘內完成演奏 

• 中級組為 5 級-6 級，所選曲目須於 4 分鐘內完成演奏 

• 高級組為 7 級或以上，所選曲目須於 5 分鐘內完成演奏 

（註：如參賽者已考取 4 級，但以 6 級的曲目參賽，參加組別應為中級組而非初級組） 

7. 大會僅免費提供鋼琴、木琴及爵士鼓；參賽者請自備弦樂、管樂或其他所需樂器抵達場地參賽。 

8. 參賽者如需要背景音樂伴奏，請將已剪接好的歌曲以 mp3 檔案格式於 8 月 9 日或之前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逾期恕不受理。 

9.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8 年 7月31 日，以大會收迄完整的報名表格及全數繳費證明作準。 

10. 大會將於 2018 年 8 月 9 日前發出電郵確認參賽者資格。如參賽者於 2018 年 8 月 15 日尚未收到電郵 

通知，請電郵hkpafest@gmail.com 或致電 3106 8346 查詢。 

 
 乙、比賽須知 

 

1.  大會將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前發出電郵確認參賽者資格，該電郵會列出比賽日期、報到時間、比賽地

點、曲目及比賽守則。如參賽者於 2019 年 8 月 15 日尚未收到電郵通知或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 或 致電 3106 8346 查詢。 

2.  參賽者須於指定的報到時間準時抵達會場報到，否則可遭扣分或取消資格，一切依大會評審決定為        

準。 

3.  參賽者須以大會所確認的曲目參賽，不可擅自更改，否則可遭扣分或取消資格，一切依大會評審決定         

為準。 

4. 比賽的出場次序及時間由大會編訂，參賽者不得異議或更改。 

5. 大會僅提供鋼琴、木片琴及爵士鼓，其他樂器請自行準備。 

6. 請預備兩份完整的参賽曲目樂譜（A4 尺寸）於比賽當日遞交給評審助理。請於兩份完整的參賽曲目 

樂譜上清楚列明參賽者名稱及參賽組別，否則有機會遭扣分。 

7.  大會只會根據已確認的報名表格預備伴奏背景音樂或鋼琴。已確認需要鋼琴伴奏者，請自行聘請伴

奏。倘若參賽者沒有表明需要伴奏，而於現場臨時提出要求；又或臨時更改已呈交的伴奏背景音樂，         

大會有權拒絕安排或以扣分處置，一切決定均依大會評審決定為準。 

mailto:hkpafe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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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賽設有時間限制。由評審助理宣讀參賽者姓名計起至演奏時間作結。入門組、初級組、中級組、高       

級組的時間限制分別為 1 分鐘、3 分鐘、4 分鐘及 5 分鐘。評審會在時間完結時按鐘響鈴示意，如參

賽者未能於響鈴後 10 秒內完成演奏，則被扣分。 

 

9. 遲到、缺席、違規者一律可遭取消資格，所繳款項一概不設退回。 

10. 如遇上黑色雷暴警告、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比賽會即時取消及不設改期再賽。大會將於 30 個工作 

天內，以郵寄形式將劃線支票寄至所登記的香港地址，悉數退回相關報名費／及門票費（不連利       

息）。 

11. 當紅色及黃色雷暴警告、三號或以下颱風信號懸掛時，參賽者可因應居住地區的天氣情況而決定應否 

前往比賽場地參賽，大會毋須為該決定而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12. 如參賽者因天氣惡劣、身體不適或其他理由而缺席比賽，所繳款項恕不退回。 

13. 有關是次比賽的條款及細則，另見於「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的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KPAF）。條款及細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丙、評審標準及奬項 

 

1. 是次比賽以 100 分為滿分。評分標準分為熟練度 Proficiency (佔 50%)、演奏禮儀 Stage Manner (佔 

20%)、演繹風格 Stylistic (佔 15%)及音樂傳譯 Musicianship (佔 15%)。 

2. 90-100 分可獲金獎，80-89 分可獲銀獎，70-79 分可獲銅獎，70 分以下不予評級。 

3. 各得獎者於賽後可獲證書一張。大會將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五)或以前經香港郵政將證書郵寄至 

得奬者所登記的香港地址。 

 
 丁、觀賽須知 

 

1. 是次比賽的門票每張價值 HK$120。每位參賽者可免費獲贈兩張比賽當日門票（不設劃位）供親友觀

賽之用，總值 HK$240。受場地座位所限，門票的分發先後依報名表格遞交的次序。先到先得，額滿

即止。 

2. 所有門票不得轉售圖利，違者有機會被拒進場。 

3. 為免影響參賽者的表現，觀眾敬請依時出席，遲到者恕不招待。 

 

 戊、免責聲明 
 

1. 如遇上黑色雷暴警告、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因場地發生意外，大會有權即時決定取消比賽而毋須

個別通知參賽者／及觀眾。取消一旦落實，大會會即時在「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的 Facebook 專

頁發出通告。參賽者及觀眾有責任於比賽當日留意大會於 Facebook 專頁公佈的最新安排。 

2. 任何時候參賽者需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包括樂器。如發生任何意外或招致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3. 參賽者須自行評估身體健康情況而決定是否繼續參加比賽。參賽者同意並接受大會毋須對參賽者因參 

與是次比賽而導致的人身傷害負責。 

4. 大會保留安排任何比賽項目於任何場地進行之權利。若參賽人數不足，大會有權合併或取消比賽。 

5. 大會對賽果有最終決定權，及保留一切闡釋及修改所有條款之最終權利，其他人一概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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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8」個人組 - 音樂比賽時間及地點 

 
比賽日期: 2018 年 8 月底 

比賽地點: D2 Place ONE – The Space 
 

 

樂器組別及類型 
 

音樂曲式／組別編號 
 

報名費 

  

鋼琴 
入門組：編號KS1 
初級組：編號KS2 
中級組：編號KS3 
高級組：編號KS4 

 
 

入門組 HK$240 
初級組 HK$350 
中級組 HK$500 
高級組 HK$650 

 

 

各時段均設有以下組別 *: 
 

鋼琴 

 
弦樂 

入門組：編號SS1 
初級組：編號SS2 
中級組：編號SS3 
高級組：編號SS4 

 

 
入門組 HK$240 
初級組 HK$350 
中級組 HK$500 
高級組 HK$650 

弦樂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 

  

  

 
 

木管樂 

長笛、單簧管、雙簧管、色士風 

木管樂 
入門組：編號WS1 
初級組：編號WS2 
中級組：編號WS3 
高級組：編號WS4 

入門組 HK$240 
初級組 HK$350 
中級組 HK$500 
高級組 HK$650 

銅管樂 

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號 

  

  

 

敲擊樂 
 

*若參賽人數不足，大會有權合併、調動比賽
時間或取消比賽 

銅管樂 
入門組：編號BS1 
初級組：編號BS2 
中級組：編號BS3 
高級組：編號BS4 

入門組 HK$240 
初級組 HK$350 
中級組 HK$500 
高級組 HK$650 

  
敲擊樂 

入門組：編號PS1 
初級組：編號PS2 
中級組：編號PS3 
高級組：編號PS4 

 

 
入門組 HK$240 
初級組 HK$350 
中級組 HK$500 
高級組 HK$650 



1. 級別定義 

所有比賽項目之組別以所選曲目的程度劃分。除入門組別，參賽者須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術科考試 

(ABRSM Practical Exam) 的現有考試曲目中選取一首樂曲或一節樂章作賽。程度劃分如下： 

• 入門組為初學至程度達一級，所選曲目須於 1 分鐘內完成演奏 

• 初級組為 2 級-4 級，所選曲目須於 3 分鐘內完成演奏 

• 中級組為 5 級-6 級，所選曲目須於 4 分鐘內完成演奏 

• 高級組為 7 級或以上，所選曲目須於 5 分鐘內完成演奏 

（註：如參賽者已考取 4 級，但以 6 級的曲目參賽，參加組別應為中級組而非初級組） 

 
2. 比賽名額 

• 各組別名額有限，以大會收迄報名表格及報名費的時間作準，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3. 報名費及門票費 

• 除因條款及細則乙部第十一條及戊部第四條之所列外，各組報名費／及門票費一經收迄， 

恕不退還。 

• 每名參賽者所獲贈的入場門票均為贈票，並不可作為扣減報名費之用。 

• 所有門票不得轉售圖利，違者有機會被拒進場。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團體組 - 音樂比賽

報名表格 
 

• 報名前，請詳閱比賽須知，報名一經確認後，不得取消或更改 

• 報名人士必須提交報名表格、提交樂譜副本及繳交報名費用方可參賽，否則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或不受理報名 

• 參賽隊伍請參閱 大會之 Facebook 專頁 HKPAF 2019 內所列之相關比賽資料及其更新；本會恕不另行通知 

• 大會將於報名截止後兩星期內以電郵寄回收據及參賽確認通知 

•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資料及於合適方格內加上✔號 

• 如對本比賽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hkpafest@gmail.com 或致電 3106 8346 查詢 

甲、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聯絡人姓名:  _  

聯絡人電話:   

參賽編號 (由本會填寫):      

□ 中學  □小學 

 

乙、參賽資料 請於合適方格內加上 號 
 

 

比賽項目 
 

參賽曲目 
隊伍 

數目 

參賽 

人數 

指揮/老師/ 
工作人員人
數 

 

總人數 
報名 

費用 

□ 合唱團^      
$720 

□ 無伴奏小組      
$720 

□ 小型管弦樂團      
$420 

□ 中型管弦樂團      
$720 

□ 大型管弦樂團      
$880 

^ 本比賽不設合唱團台階   註: 所有參加者須自備樂器

期望比賽時段：星期一至五 □上午 □下午 

報名總費用:    

額外購買觀眾門票數目 (每張 HK$120) :  (張) 合共: HK$   

支票號碼:    

如需要借用大型樂器，務必致電與大會相討： 

□不需要         □需要，請註明樂器及數量:                                                                                                              

地址（獎盃和證書會郵寄到此地址）:                                                                                                                        

電郵地址（收據及確認參賽通知會寄到此電郵地址）:     

mailto:hkpafest@gmail.com


 

丙、報名方法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支票及兩份參賽曲目樂譜之副本於 2019 年 1月 31 日前以下列方式繳交： 

1) 郵寄掛號至本會辦公室地址+ 

2) 於辦公時間親臨本會辦公室地址遞交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 

+地址: 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63 號 Global Gateway Tower 11 樓 1106 室 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 
 

註: 2018 年 1月 31 日為最後報名日期。欲在截止日期後報名或更改樂曲，本會將會額外收取港幣 

100 元行政費。 
 

丁、門票 
 

1) 觀眾門票每張價值 HK$120，請於報名表格上列明所需購買門票的數量。受場地座位所限，門票的
分發先後依報名表格遞交的次序，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每隊參賽隊伍只有三位隨行老師及工作人員 

(包括指揮)名額，其他隨行老師及工作人員需購票入座。 

 

 

戊、繳費方法 

 
1) 銀行過戶：全數以銀行過戶付款到中國銀行(香港)。請於入數紙背面寫上參賽者姓名及聯絡電話，       

並於 2018 年 1月 31 日或之前將入數紙副本以郵寄 /電郵 或 WhatsApp: 5526 3016 繳交以茲證 

明。帳戶號碼：012-586-101694-92 帳戶名稱：「Sunstar Creation Limited」 
 

2) 支票：全數以劃線支票支付，支票抬頭請寫上「Sunstar Creation Limited」。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參
賽者姓名及聯絡電話，並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以郵戳日期為準）郵寄至大會。 

 
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 

電郵：hkpafest@gmail.com 

地址：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63 號 Global Gateway Tower 11 樓 1106 室 

 
註：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1月 31 日 ，以大會收迄完整的報名表格及全數繳費證明作準。大會有權

不受理逾期報名者，或向其收取比賽項目總額之 10%為行政費。 

 
己、聲明 

本人及所代表的學校已細閱附錄中所有有關報名與比賽之條款及細則，明白及同意所列之細項，並簽名作實。及

所代表的學校理解到如參賽人數不足，大會有權合併或取消相關比賽，所有參賽者或隊伍均不得異議。倘若取 

消，大會將於取消決定日計起 30 個工作天內，以郵寄形式將劃線支票寄至所登記的香港地址，悉數退回相關報

名費／及門票費。 

負責老師姓名：＿＿＿＿＿＿＿＿＿＿＿＿＿＿＿＿＿＿＿＿＿＿＿ 

負責老師簽署：＿＿＿＿＿＿＿＿＿＿＿＿＿＿＿＿＿＿＿＿＿＿＿ 日 期 ：＿＿＿＿＿＿＿＿＿＿＿＿＿ 

學校印鑑： 

mailto:hkpafest@gmail.com


 
 

觀眾席 

擺放位置： 

  標示椅子 

X  標示譜架 

 

 
舞台平面圖 （請在下列空位標示樂器擺放位置） 



附錄三: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圑體組 - 音樂比賽之條款及細則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8 –圑體音樂比賽」由香港演藝音樂節籌委會主辦，音域樂坊全力支持。 
 

 甲、比賽須知 

 

1. 是次音樂比賽將於 D2 Place ONE – The Space (荔枝角長義街 9 號 2 樓) 舉行。 

2. 參賽隊伍之出場次序將按組別隨機決定。 

3. 所有參賽隊伍須自備樂器及自行安排樂器運輸。若需借用大型樂器(如定音鼓)，請先與大會商討借用 

事宜。 

4. 本比賽設時間限制，由評判助理宣讀參賽隊伍名稱開始起至該隊伍完全離開舞台為止，每隊參賽隊伍      

不能多於 6 分鐘 (包括預備、還原舞台及演奏) ，每超時 1 分鐘（不足 1 分鐘亦作 1 分鐘計算）將會被

扣 5 分。 

5. 由於座位有限，每隊參賽隊伍只有三位隨行老師及工作人員 (包括指揮)名額，其他隨行老師及工作人 

員需購票入座或留在台側。參賽隊伍必須於 2月21日或之前提交參賽學生、隨行老師及工作人員人

數，人數一經提交後不得更改。 

6. 參賽隊伍需留於比賽場地直至該比賽結束時段為止。 

7. 如需借用大型樂器，請聯絡大會並在表格上填寫。大會將盡力安排，但不保證能借出該樂器。 

8. 比賽項目及詳情: 
 

樂器組別及類型 人數限制 報名費 

 

各時段均設中學組及小學組，並按以下各
組別分類接受報名*: 

 

1. 合唱團 

2. 無伴奏小組 

3. 小型管弦樂團 

4. 中型管弦樂團 

5. 大型管弦樂團 
 

*若參賽人數不足，大會有權合併、調動比賽
時間或取消比賽 

合唱團: 10人或以上 
 

HK$720 

無伴奏小組: 14人以下 
 

HK$720 

小型樂團: 2 - 8 人 
 

HK$420 

 

中型樂團: 9 - 23人 
 

HK$720 

大型樂團: 24人或以上 
 

HK$880 

 
乙、評審標準及奬項 

 

1. 香港演藝音樂節重視學生努力的成果和團體合作的表現，因此，比賽將以熟練程度(Proficiency) (40%) ， 

合奏技巧(Ensembleship)(30%)，表演儀態(Stage Manners)(20%) 和音樂傳譯(Musicianship) (10%) 作評分標準。 

2. 達 70 分或以上的參賽隊伍均會獲頒證書; 獲 90 分或以上(金獎) 的參賽隊伍可獲頒獎盃: 

 
證書類別 分數 

金獎 90 分或以上 

銀獎 80 分或以上 

銅獎 70 分或以上 

3. 獎盃及證書將於比賽一個月後以郵寄方式寄出。 



 丙、觀賽須知 

 

1. 是次比賽的觀眾門票每張價值 HK$120。受場地座位所限，門票的分發先後依報名表格遞交的次序。先到

先 得，額滿即止。 

2. 所有門票不得轉售圖利，違者有機會被拒進場。 

3. 為免影響參賽者的表現，觀眾敬請依時出席，遲到者恕不招待。 

 
 丁、比賽當日注意事項 

 

1. 各隊伍必須於比賽時段 20 分鐘前到達比賽場地報到，本會保留取消遲到隊伍參賽資格的權利。 

2. 報到時須帶備參賽確認通知書 (請自行列印) 供大會核實。若參賽者／隊伍未能於出賽前出示有關文件，大

會有權取消該參賽隊伍資格。 

 

 

 戊、免責聲明 : 

1. 如教育署在比賽當日宣報停課，本會將取消比賽並不另作安排，已繳交之報名費將不獲退還。若參賽隊伍

因惡劣天氣，意外或其他理由而未能如期出賽，報名費將不予退還； 

2. 十八歲以下之參賽者/隊伍需有監護人或老師陪同，所有參賽者／隊伍需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包括樂器）。

如發生任何意外招致任何損失，大會恕不負責； 

3. 若參賽隊伍不足，大會有權取消或合併比賽項目；參賽隊伍亦可因此選擇退出比賽，所繳交之報名費用將

全數退還； 

4. 各參賽隊伍之相片、賽事資料或獲獎資料等、可能會被上傳至香港演藝音樂節相關之網頁或宣傳刊物中作

宣傳之用，香港演藝音樂節無須預先知會參賽者及家人、亦無需向參賽者支付任何費用； 

5. 大會保留一切闡釋及修改所有條款之最終權利。 



附錄四: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 Festival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及「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慈善計劃簡介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 Festival (HKPAF)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 平等Fun 享音樂暨海外交流計劃 

 

計劃目標 

本計劃提倡每個人都擁有平等學習及發展個人興趣的機會，不應該受到家庭或經濟環境所限制， 

「Legacy of Music 音樂傳承」(LoM)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將音樂傳承下去。本年 LoM 舉辦「平等 Fun 享音樂暨海

外交流計劃」及邀請不同合作伙伴的參與，給予基層青少年因經濟問題而錯過及未曾擁有的機會，收窄與來自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眼界及人生經歷上的距離。透過一連串的交流活動及表演，讓他們一步一步建立自信，擴

闊視野，並勇於發掘自己的潛能和探索無限的可能性。 
 

計劃內容 

本計劃將為來自基層或劏房戶家庭的 8-10 名青少年提供免費學習 A Cappella 無伴奏合唱訓練機會，今年

亦會帶領他們到不同學校表演及到長者中心探訪，並於 8 月中旬走出香港，到海外作觀摩及交流表演，以進一步

認識 A Cappella 文化及擴濶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人生閱歷。 

HKPAF 理念 
本港主要大型校際音樂比賽獲獎及參賽門檻較高，大多數團隊合奏獎項都會由資源充足的學校囊括。對 於

每位在音樂上願意付出努力的學生，我們認為都應該加以鼓勵。透過每年舉辦的香港演藝音樂節比賽， 提

供一個公開表演及比賽平台予學生交流觀摩，讓他們學習作為表演者不論在台上或台下應有合宜的禮 儀和

態度，並懂得欣賞不同類型的音樂表演，亦提升演奏能力及信心，於學習音樂路上持續發展。 

 

HKPAF 背景 
成立於 2012 年，由多間音樂機構及專業音樂導師聯合籌辦了第一屆香港演藝音樂節，公開予全港中、小

學合奏隊伍及獨奏同學參加。於 2015 年起，香港演藝音樂節籌辦委員會委託 Musicfriendly 為此音樂比

賽提供行政支援管理服務，處理大會一切行政事務工作（包括宣傳推廣、收取報名費用、票務及賽事安

排等事宜）。 



 
 

 

 

 

專 業 評 判Adjudicator 

Gian Paolo Peloso     

皮洛素先生（Gian Paolo Peloso）被譽為「最優秀意大利小提琴家」之一，師承多位二
十世紀最偉大名師，包括大名鼎鼎的利奇、吉特利斯、奧森、培利和皮凱森。皮洛素十
歲時在作曲家貝里奧指揮下初試啼聲，此後開始活躍歐洲樂壇，既擔任獨奏與樂團合作
夥伴，亦舉行多場獨奏會及演奏室樂。皮洛素曾在芬蘭庫赫莫室樂音樂節、瑞士阿嘉莉
殊音樂節、米蘭音樂會協會、莫斯科國際音樂廳，新加坡太陽節、日內瓦阿斯佩爾音樂
節和法國康城電影節亮相。 

 

皮洛素曾為瑞士國家電台灌錄浦朗克及聖桑小提琴奏鳴曲、與洛桑室樂團作大規模巡迴
演出，又曾與古拜杜連娜、盧博茨基、亞姆耶、卡尼諾演奏室樂。皮洛素獲瑞士紐沙特
音樂學院聘為小提琴教授，曾在意大利和香港舉行大師班。 

 

皮洛素演奏用的是1755年製蘭朵夫古董名琴。小提琴大師吉特利斯曾讚賞皮洛素為「頂
級獨奏家、室內樂演奏家及教育家，是這行業的光榮和未來」。 

 

Gian Paolo Peloso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inest Italian violinists. He has stud- ied with 
some of the greatest pedagogues of the 20th century, including leg- endary Ruggiero 
Ricci, Ivry Gitlis, Igor Ozim, Gérard Poulet and Viktor Pikaisen. 

 

He made his debut at age of 10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omposer Luciano Berio, and he 
has performed as a soloist with orchestras, in recitals and chamber music concerts 
extensively throughout Europe, most notably at Kuhmo Cham- ber Music Festival in 
Finland, Martha Argerich Festival in Switzerland, Music Concert Society of Milano, 
House of Music in Moscow, Sun Festival in Singa- pore, Archipel Festival in Geneva, and 
Festival of Cannes in France. 

 

Peloso has recorded sonatas by Saint-Saëns and Poulenc for the National Suisse Radio, 
toured extensively with the Camerata de Lausanne, and per- formed chamber music 
with Sofia Gubaidulina, Mark Lubotsky, Pierre Amoyal and Bruno Canino. He was 
appointed Violin Professor at the Conservatory of Music (University) of Neuchâtel, 
Switzerland, and he has given master classes in Italy and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