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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HKUA 盃 校際小結他音樂節 
    香港小結他學會以「滙聚專業力量，發揚藝術精神」為宗旨，希望

提升彈奏小結他興趣及技巧，同時透過舉辦公開比賽，讓參加者開闊視

野、建立自信心及挑戰自己；亦藉此推廣及宣揚小結他音樂藝術文化，

提供一個互相交流的平台。 
 

 

報名日期：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如郵遞報名以郵戳日期為準) 

報名表格：請於本學會網頁(www.ukulele.org.hk)下載 ， 

”2018 HKUA盃 校際小結他音樂節報名表” 

參賽資格：全港幼稚園丶小學丶中學及同等學歷適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公開組適合任何年齡有興趣人仕參加。 

 

 

 

 

 

初  賽 

日期：2018年 4月 8日（日） 

時間：下午 3時至 6時 

地點：高山劇場新翼活動室 

決  賽 

日期：2018年 4月 22日（日） 

時間：下午 7：30-9：30 (下午 3：00-5：30綵排) 

地點：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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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賽詳情： 

1. 比賽樂器 : 只接受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及意大利小結他(Mandolin)兩種樂器， 

             若參賽者使用其他樂器參賽，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 項目及組別：分獨奏組別及合奏組別 

  「」代表有比賽、「x」代表未有此比賽。 

組  別 使用樂器 獨  奏 合  奏 

幼稚園組 (K1-K3) ukulele  x 
小學組 (P1－P3) ukulele  x 
小學組 (P4－P6) ukulele/ mandolin   
中學組 ukulele/ mandolin   
公開組 ukulele/ mandolin   

 

3. 獎  項： 每組均設冠丶亞丶季軍及優秀奬。 

4. 結  果： 決賽入圍結果，將於 2018 年 4 月 11 日前在網頁公佈，而決

賽結果將於比賽完結當天宣佈。 

5. 報名費： 每項比賽 $280。 

6. 名  額： 200 組別 （包括獨奏及合奏組別）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7. 評  審： 由主辦單位代表及音樂專業人仕擔任評審工作。 

8. 證  書： 每位出席之參賽者均獲發「參與證書」乙張，以茲鼓勵。 

證書將於初賽當天發放。(不設郵寄證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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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賽曲目： 

1. 學生組獨奏組別必須彈奏指定曲目，不可增刪，如有增刪間大會按扣分處理。 

   曲目詳情見報名表或到網頁查詢。如需更多資料，可以和我們聯絡。 

2. 公開組獨奏及合奏組別曲目可以自選歌曲，須於報名時提交樂譜，樂譜必須為 

  完整、清晰之 Tab 譜或簡譜，一經提交不可修改。 

3. 以上各組比賽，彈奏歌曲須在 3 分鐘內完成，如超出時間大會按扣分處理。 

4. 參賽者如果使用其他樂器參賽，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三)報名方法： 

參賽者可以用郵寄方法或以手機 whatsapp 訊息報名。 

1. 郵遞報名： 

   * 於本學會網頁(www.ukulele.org.hk)  下載報名表，填妥後請連同下列 

     文件一併寄至 官塘駿業里 10 號業運工業大廈 9 字樓 C 室。 

   *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小結他學會」或”Hong Kong Ukulele Academy”， 

     支票背面請寫上參賽者姓名、年級、參賽項目及聯絡電話，期票恕不接受。 

   * 回郵信封一個 (請貼上$2 元郵票及填寫清楚收信地址，以便郵寄收據、獨奏  

樂譜、有關比賽須知等資料)。 

   * 參加合奏組別或公開組，請將參賽曲目樂譜一併提交，樂譜必須為完整、清

晰之 Tab 譜或簡譜，一經提交不可修改。 

   * 遞交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期遞交，恕不接受。 

 

2. 手機 whatsapp 訊息報名： 

   * 於本學會網頁下載報名表，填妥後請連同報名費及郵費的銀行入數紙以     

照片形式發送 whatsapp 訊息至電話號碼 9141 4764。 

* 入數款項除報名費外，並須額外支付 2 元作郵寄收據、獨奏樂譜、有關比賽

須知等資料之用。 

* 參加合奏組別或公開組，請將參賽曲目樂譜於報名當天電郵給本學會(電郵地

址: info@ukulele.org.hk)，樂譜必須為完整、清晰之 Tab 譜或簡譜，一經提交不可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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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i) 若資料不齊全丶錯誤，本學會保留是否接納該報名之權利，並會退回  

         報名表。 

       ii) 參賽者遞交報名表格後，如需更改任何資料，必須以書面向本學會申

請，經本學會作實後，方為生效。 

      iii) 有關比賽報名的詳細條款，請留意報名表格。參賽者報名一經作實，  

 已繳費用將不獲發還。 

      iv) 欲了解更詳細比賽資料，請參考本學會網頁:www.ukulele.org.hk 或 

         致電 2116 0446（陳小姐）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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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及決賽守則及重要事項 

(四)初賽及決賽規則 

1. 初賽參賽者須於其比賽時間前 3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並最少在該比賽開始

前 15 分鐘完成登記手續。由於比賽場地座位有限，獨奏組別只可與 1 位陪

同人士在該比賽進行時進入比賽場地。合奏組別毎組只可與不多於 2 位陪

同人士在該比賽進行時進入比賽場地。 

決賽參賽者本學會按不同組別，安排時間綵排出場次序及排位。本學會安

排的時間，如參賽者未能出席，作自動放棄綵排。所有決賽參賽者均獲決

賽門票一張(如同時參加多個項目，也只獲一張門票。) ，此門票是參賽者

專屬座位，不得轉讓其他人。觀衆入場必須購票，稍後會公佈決賽購票詳

情。 

2. 而大會將按情況處理遲到者，參賽者需根據大會指示，不得異議。 

3. 比賽開始後，比賽助理、評判助理或評判均有權拒絕參賽者進入比賽場地。 

4. 所有參賽者必須以「站立」姿勢完成彈奏，所有歌曲必須背誦。參賽者

不得攜帶任何紙張進行比賽。如需「視譜」彈奏，大會會扣分處理。 

5. 報名後一經遞交的樂譜，不得增刪歌譜任何部份。 

6. 所有組別比賽時間需於 3 分鐘内完成，比賽前在台上 set up 不可超過 1 分

鐘。如超出指定時間，大會會扣分處理。 

7. 所有組別可以使用樂器包括:不同尺寸的 Ukulele 及 Mandolin。 

8. 比賽進行中，所有參賽者、家長、老師或觀眾均不可向正在進行比賽之參

賽者作出任何形式之提示，包括：指揮、口型、動作等。 

9. 所有參賽者比賽時宜面向觀眾，不宜只面向評判，評判助理有權提出修正。 

10. 建議參賽者穿著整齊服飾便可，亦可按其意願穿著校服或其他服飾及化

妝。 

11. 比賽場內須保持安靜，不得飲食（包括香口膠）、收聽音樂、使用手提電

話、拍攝、錄影、錄音或使用未經大會批准的電子產品。 

12. 比賽場内不得拍攝及錄影、錄音等。所有參賽者，在比賽期間的版權均屬

本學會擁有。 

13. 於評判宣佈結果前，參賽者、家長、老師或其他觀眾不得與評判談話或進

行任何形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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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賽須知 

1. 如組別報名參賽人數少於 5個組別，該組別之比賽將會取消，並於截止報

名後一個月內退還相關比賽費用。 

2. 若參賽者未能如期出賽，將被視為放棄參賽資格，報名費用概不退回。 

3. 參賽者的比賽次序須跟從大會當天安排，不得更改時間、轉讓他人或調

配，參賽者不得異議。 

4. 大會有權取消、更改原定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參賽者不得異議。 

5. 每名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參加就讀年級組別內的比賽項目。 

6. 為確保比賽質素，各參賽組別人數均設有上限，額滿即止。 

7. 參賽者須自行保管自己財物，切勿攜帶貴重物品到比賽場地，如有遺失，

大會概不負責。 

8. 如參賽者的參賽歌曲並非該項目之指定歌曲，評判將不予評分。 

 

(六)成績及獎項 

1. 各組均設冠丶亞、季軍及優秀奬，冠、亞、季得獎者均獲頒獎盃及獎狀，

而優秀獎獲頒奬狀乙張，以茲鼓勵。 

2. 決賽之得奬結果將於比賽當日公佈，請各位預留時間等候比賽結果。詳細

情形請留意當日工作人員指示。 

3. 比賽如有任何更改、意見或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七)特殊天氣事故 

1. 若比賽前兩小時，天文台已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懸掛八號（或以上）

風球，或預告兩小時後將會懸掛上述信號，當天比賽會被取消。 

2. 請密切留意本學會網頁 www.ukukeke.org.hk 的最新消息。比賽安排由大會

職員另行通知。 

3. 若比賽進行中，遇紅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比賽會繼續進行。待比賽結束

後，參賽者可在安全情況下離開比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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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018 HKUA 盃校際小結他音樂節申請條款 

1. 本報名表格內有關的個人資料，僅供香港小結他學會（下稱本學會）有 

關職員作處理申請事宜之用。 

2. 參賽者所填報之資料必須屬完整丶屬實，違規者均會被取消資格。 

3. 如組別報名參賽人數少於 5個組別，該組別之比賽將會取消，並於截止 

報名一個月內退還比賽費用。 

4. 除參賽名額已滿或比賽被取消外，一切已繳交的比賽費用，概不獲退還。 

5. 在處理報名申請之後： 

~ 如報名申請不被接納，本學會將銷毀一切有關的個人資料。 

~ 成功申請者的個人資料將會存入參賽者檔案中，用作聯絡及安排是次比 

賽，並由本學會有關職員處理，有關資料將於總決賽完成後 3個月消毀。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者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參賽者

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來函本學會。 

6. 本學會將根據報名情況，安排當天的比賽場次，參賽者不得更改比賽日期

及時間、轉讓他人或退款。 

7. 本學會有權取消、更改原定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 

8. 參賽者將定時收到本學會有關比賽之最新消息及通知。 

9. 本學會保留更改以上所有條款之內容及詮釋比賽規則之權利而無須另行

通知。 

10. 每名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參加就讀年級組別內的比賽項目。 

11. 以機構／學校名義參賽報名之參賽者必須填寫指導機構／學校資料並蓋

上校印，所有報名表格須同時遞交。 

12. 為確保比賽質素，本學會之比賽參賽人數設有上限，額滿即止。 

13. 有關比賽守則及重要事項，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 www.ukulele.org.hk

以網站公佈為準。 

14. 參賽者務必完整及正確填寫所有資料，本學會恕不接受任何後補資料。 

15. 本學會轄下所有活動一切紀錄、相片、錄像、形式之版權及使用權均屬本

學會所有，本學會有權作內部、對外活動及推廣之用途而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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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格  

2 0 1 8  H K U A 盃  校 際 小 結 他 音 樂 節  

1.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男 ／ 女 

年級：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2.參賽組別：（請在選擇項目加上號） 

幼稚園組: ○ K1－K3                   小 學 組: ○ P1－P3    ○ P4－P6 

中 學 組: ○                           公 開 組: ○  

3.比賽項目： 

○獨奏    曲目: ○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幼稚園組 K1-K3) 

              : ○ If you happy and you know it------ (小學組 P1-P3) 

: ○ Do re mi ------------------------------ (小學組 P4-P6) 

: ○ Top of the world--------------------- (中學組) 

: ○                                __    (公開組) 

○合奏(純樂器)  曲目:                                   參加者人數：            

○合奏(彈  唱)  曲目:                                   參加者人數：            

公開組及合奏組，請將 完整、清晰之 Tab 譜或簡譜 於報名時一併提交。 

合奏組別將參加者姓名、性別、年齡及級別，於報名用「附件」一併提交。 

4.如參賽者以機構／學校名義參賽，必須填寫如下項目： 

指導機構／學校名稱：                                                            

電郵地址：                               地址：                                 

指導老師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5.費用： 

參加項目總數:      項目 x $280=$          （總報名費）付款銀行：              

支票號碼:                        備註：                                        

(如參加多項組別，可自行影印報名表格或到本會網頁下載。) 

本人以家長／監護人身份代表參賽者               ，聲明本申請表格所載一切資料均屬真確，並無

遺漏。本人已細閲申請表格之附錄及同意有關 2018 HKUA盃校際小結他音樂節申請條款。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18歳以上參加者可以自己填上名字及簽名)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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