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Young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2017

比賽日期 2017 年 6 月 17 日 (星期六）
比賽地點 啟基學校（港島）- 北角馬寶道 82 號
比賽資格 全港小學及中學生均可參加
參賽費用 每人每項港幣 250 元正
頒獎禮

2017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六） 下午 3 時 香港城市大學 LT401

截止報名日期 2017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
查詢方法
網址：
電郵 :
電話 :

http://www.hkgtdi.org 或 http://www.hkgeta.org
tinghkgtdi@gmail.com 或 info@hkgtdi.org
25237688 / 25237618

香港菁英音樂及演奏比賽2017
比賽章程
1. 比賽目的

為香港學生提供展現青年才華的平台，發揮學生的音樂潛能；並為學生提供音樂演
出的機會，促進學界創意音樂文化，亦為熱愛音樂的學生提供一個互相交流的平台。

2. 鳴謝單位

啟基學校(港島)、蒲公英(香港)兒童文化中心、扶輪社、香港互聯網金融協會、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

3. 參賽資格

凡就讀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之學生均可報名參加。

4. 比賽項目

樂器演奏 (1)弦樂 (2)木管樂 (3)銅管樂 (4) 敲擊樂 (5)中樂

5. 比賽安排
日期

時間

9:30am – 11:00am
17/6/2017
(星期六)

參賽組別

比賽項目

比賽地點

中學初級組: S1– S3

弦 樂、木管樂、

啟基學校(港島)

小學高級組: P4– P6

銅管樂、敲擊樂、

(北角馬寶道 82 號)

中 樂

(北角地鐵站B3出口)

中學高級組: S4 –S6

11:00am – 2:00pm 小學初級組: P1 – P3
幼

童 組: K2 – K3

參賽者須自攜樂器參賽，場地會有鋼琴提供，並於比賽當日帶備比賽樂譜副本壹份。

6. 頒奬典禮

2017年8月26日 (星期六) 下午3 時 香港城市大學 LT401

7. 參賽費用 每人每項港幣 250 元正
8. 截止報名日期

2017年6月8日 (星期四)

9. 成績及奬項
個人奬
金、銀、銅奬得獎者將獲頒獎盃及證書，優異獎得獎者獲頒獎牌及證書。
90 分或以上 金奬
86 – 89 分 銀奬
81 – 85 分 銅奬
76 – 80 分 優異獎

團體奬
學校獎項：設有卓越學校大獎及優秀學校大奬。

10. 評分準則
技巧 (音色、音準、旋律、節奏) 、參賽者的音樂感、樂曲演繹、創意及難度。

11. 比賽規則及須知
a. 本比賽不設參賽証。
b. 參賽者需提前15分鐘到達會場點名，並出示學生證明 (如學生證、學生手冊)。
c. 參賽者必須於報名表格內清楚列明參賽樂器的名稱。
d. 參賽者須自攜樂器參賽，並於比賽當日帶備比賽樂譜副本兩份。
e. 大會將提供譜架。
f. 參賽樂曲限時4分鐘，逾時可能會被扣分。
g. 比賽形式及程序由大會決定，恕不更改。
h. 比賽結果以評判團最終決定為準，不得異議。
i. 大會有修改本比賽的資料及規則之權利，若有任何修改，一切資料將以本中心網頁公佈為準。

12. 核對個人資料
參賽者須於 6 月 12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表，並核對清楚所有資料(包括組別、
姓名、比賽時間及地點)。如有錯漏，須通知本會以作更改。

13. 注意事項
1. 比賽章程規則、安排、獎項設定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會並保留最終決定權。一經報
名，參賽者或家長即表示同意並遵守比賽章程及大會之安排。
2. 任何因提供資料不足而影響參賽者接收本會各項通知及訊息，本會恕不負責。
3. 得獎而缺席頒獎禮者，請於頒獎禮後一個月內，到本會領取獎盃及證書。

14.查詢
網頁 : http://www.hkgtdi.org 或 http://www.hkgeta.org
電郵 : info@hkgtdi.org 或 tinghkgtdi@gmail.com
電話 : 25237688、25237618

香港菁英音樂及演奏比賽2017
個人報名表格
請於6月8日前寄回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

就讀學校名稱 :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組別

請在所屬選項加上 號

年級：＿＿＿＿
樂器名稱：＿＿＿＿＿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家長資料
姓名(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日間)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費

(必須清楚填寫，以作報名核實用途)

每人每項港幣 250 元正。

報名方式

( 郵寄或 Facebook & Whatsapp)
1.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郵寄本院，期票恕不接受。
支票抬頭 :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入數銀行 :(中銀) 012-875-0-053738-8
郵寄地址 : 北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易廣場二期 609 室
信封面註明 : 「香港菁英音樂及演奏比賽 2017」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參賽者姓名、比賽年級、比賽項目及聯絡電話
2. 請登入 www.facebook.com/hkgtdi，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於繳交報名費後在銀行入數紙填上參
賽者姓名、比賽項目及級別，拍照 WhatsApp 到 52395747。
3. 一經報名，費用不獲退還。

核對個人資料
比賽不設參賽證，參賽者須於 6 月 12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 http://www.hkgtdi.org 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
表，並核對清楚所有資料（包括組別、姓名、具體比賽時間及地點）
。
本人已詳閱比賽章程及規則，並同意遵守。

簽署：＿＿＿＿＿＿＿＿＿＿＿＿＿＿

日期:＿＿＿＿＿＿＿＿＿＿＿＿＿＿

香港菁英音樂及演奏比賽2017
學校 / 團體 報名表

(請於 6 月 8 日前寄回)

學校/團體名稱:

聯絡人姓名:

學校/團體電話:

傳真:

聯絡人電話(必須填寫):

聯絡電郵(必須正楷填寫):
聯絡地址:
本會將以網頁或電郵或電話短訊發佈比賽等消息，欠缺電郵、手提電話或填寫不清者，報名不獲處理

參賽者資料及報名項目

No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參賽組別 (請 )

年級

1.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2.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3.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4.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5.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6.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7.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8.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9.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10.

口弦樂 口木管樂 口銅管樂 口 敲擊樂 口中樂

如報名表不敷應用，請自行複印

報名費 : 每人每項港幣 250 元正。

報名方式

( 郵寄或 Facebook&Whatsapp)

1. 請連同申請表、支票或入數紙 郵寄本院，
支票抬頭 :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入數銀行 : (中銀) 012-875-0-053738-8
郵寄地址 : 北角英皇道 338 號華懋交易廣場二期 609 室
信封面註明 : 「香港菁英音樂及演奏比賽 2017」

報名費合共 : $___________
支票 No.: _______________
付款銀行: 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
香港資優及才華發展學院有限公司
學校/機構印章

支票及入數紙背面註明： 參賽者姓名、比賽年級、比賽項目及聯絡電話
2.

請登入 www.facebook.com/hkgtdi，填妥並提交網上報名表，於繳交報名費
後在銀行入數紙填上參賽者姓名、比賽項目及級別，拍照 WhatsApp 到

日期: 2017 年

月

日

52395747。一經報名，費用不獲退還。

核對資料
比賽不設參賽證，參賽者須於 6 月 12 日(星期一)自行上網 http://www.hkgtdi.org 查核本會公佈之賽程表，並核對
清楚所有資料（包括組別、姓名、具體比賽時間及地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