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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hamehk.com 
Email hame.hk@gmail.com 
Phone (852) 2948-8410 

 

2020 香港動感聲藝節：聲藝團比賽 
 
簡介 
香港動感聲藝節由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主辦，英翹創意協辦。 
 
活動旨在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發揮創意並提昇音樂素養，鼓勵學界推動音樂創作。簡

介會將講解動感聲藝的創演活動及聲藝團比賽（中、小學組）的詳情。歡迎有興趣的

中小學音樂老師參與。 

重要日子 

事項 日期 地點  備註 
簡介會1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三） 
銅鑼灣 時代廣場 
第一座 14 樓 柏斯音樂廳 

介紹指定曲目

及比賽詳情 
創作諮詢會 2020 年 3 月中旬 銅鑼灣 時代廣場 

第一座 14 樓 柏斯音樂廳 
為參與創作組

的原創樂曲提

供專業意見 
比賽 2020 年 5 月中旬 待定  

比賽組別 

聲藝團比賽設有演奏組及創作組。參與演奏組的學校，須演出由大會提供的指定曲目

的其中一首；參與創作組的學校，須演出其學生的原創聲藝團樂曲一首，演繹時間不

超過三分鐘。歡迎各單位參與上述兩組，或只參加其中一組。 

參賽人數 

除指揮外，所有參與者和表演者必須是參與學校的學生。每校隊的學生人數限定為 20-
60 人。 

年齡計算 

年齡計算均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計算日期。計算如下： 
組別 年齡限制 出生日期 
小學組 13 歲或以下 200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中學組 19 歲或以下 2000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1 原定於 11 月 20 日之簡介會，基於安全考慮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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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場地設備 

1. 合唱隊三層級台 
2. 一個指揮用譜架 

演奏組及創作組其他比賽需知 

1. 參賽隊伍必須按個別項目之指定樂曲或已提交之創作樂曲演唱 
2. 所有參賽隊伍不能使用任何樂器 
3. 歡迎參賽隊伍加入動作及舞台效果以提升音樂的表現力 
4. 參賽隊可選擇背譜或視譜演唱 
5. 指定樂曲可以複印作比賽的排練及比賽用途 

創作組其他比賽需知 

1. 創作組的原創作品可以是個人或團體創作。作品必須於過去三年內創作，並未

曾參加任何比賽（演出除外）。 
2. 創作組的原創作品名稱及不多於 150 字介紹需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前以 MS 

WORD 格式傳送到 hame.hk@gmail.com 
3. 創作組的原創作品樂譜需於比賽一星期前以 PDF 格式傳送到

hame.hk@gmail.com 
4. 比賽當天請複印 6 份創作組的原創作品樂譜給大會作評審之用 

颱風或暴雨安排 

如教育局於上午 6 時 45 分或之前宣佈停課，有關賽事將全日取消。 

颱風信號 安排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信號於以下時間已預告或仍然懸掛，將取消比賽: 

1. 上午 6 時 45 分:適用於當天之所有比賽 
2. 上午 11 時:適用於比賽報到時間為當天 11 時

後至晚上之所有比賽 
3. 下午 3 時:適用於比賽報到時間為當天 3 時後

至晩上之所有比賽 

三號颱風信號 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賽事將如期舉行。 

 

暴雨信號 安排 
黑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警告於以下時間已預告或仍然懸掛，將取消比賽: 

1. 上午 6 時 45 分:適用於比賽報到時間為 9 時至 
1 時之比賽 

2. 上午 11 時:適用於比賽報到時間為 1 時至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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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信號 安排 
之比賽 

3. 下午 3 時:適用於比賽報到時間為 5 時至 10 時
之比賽 

黃色暴雨警告 小學組、中學組及公開組賽事將如期舉行。 

有關學校停課或其他特殊情況之具體賽事安排，屆時請瀏覽本會網站。 

 

簡介會 （基於安全考慮而取消） 

有興趣參與是次聲藝團比賽的單位可派代表出席於 201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舉辦的

簡介會，指定曲目的樂譜將於簡介會上介紹及派發。 

 

獎項 

比賽設有多個獎項，包括： 
CASH 最佳動感聲藝團演奏獎（小學）金、銀、銅獎 
CASH 最佳動感聲藝團創作獎（小學）金、銀、銅獎 
CASH 最佳動感聲藝團演奏獎（中學）金、銀、銅獎 
CASH 最佳動感聲藝團創作獎（中學）金、銀、銅獎 

 

報名辦法及費用 

本年度比賽只接受郵遞報名。參賽學校一經報名，表示已詳細閱讀比賽報名詳情及本

屆比賽之規則，並同意其內容。有興趣參與是次聲藝團比賽的學校，可於本會網頁

http://www.hamehk.com 下載報名表格。報名費用為每項港幣伍佰元正（如同時參加演

奏組及創作組即合共港幣壹千元正）。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報名費用的支票或存款收

據副本寄回本會通訊地址： 

香港 新界 大埔 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大學 
B1-1/F-19 室 
梁小姐收（轉交 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 

本會將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或以前發出確認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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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法 
 
（一）支票付款 
參賽學校請以一張支票支付總報名費用，支票抬頭為「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MUSIC EDUCATORS」（注意本會並沒有中文抬頭），支票背面請註明聯絡人

姓名、學校名稱及聯絡電話。 

（二）銀行轉帳或存款付款 
學校可將報名費用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東亞銀行戶口名稱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MUSIC EDUCATORS 
戶口號碼  ：195-40-00573-5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 hame.hk@gmail.com 或致電 2948 8410 與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

梁小姐聯絡。 

 
 
 
 
 
 
 
 
 
 
 
 
 
 
 
 
 
 
 
 
 
 
 
 
 
 
 
 
 
 
主辦 
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 

協辦 
英翹創意 

贊助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場地贊助 
柏斯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