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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香港國際長笛比賽之比賽章程 

                                                                  (修訂於3月8日)  
  
參賽者必須詳細閱讀及遵守。 
一切相關事宜應由參賽者本人或其老師/家長自行查看，本會不會作個別通知。參賽者有責任確

認參賽時符合「比賽章程」及各項目規則之要求。本會並不負責檢查遞交 之報名表是否符合參

賽資格。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參賽者同意「比賽章程」，並會嚴格遵守。已繳交之報名費

，不論任何原因，一律不獲退回。 參賽者若違反「比賽章程」，不論賽前、賽後或比賽期間 
，均可能‥ 

(i)    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律不得出賽;或 
(ii)  可以出賽，但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或 
(iii) 可以出賽，但評分將受影響。 
 

1.賽前註冊 
每位參賽者將獲發「參賽通知」電郵, 參賽者需於註冊及比賽當日列印及帶同「參賽通知」 
到場，該通知用以證明學生之參賽者身份。 
註冊須知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 *本地參賽者 
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非本地參賽者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正 
 地點: 香港長笛協會  
地址: 香港銅鑼灣道180號百樂商業中心18樓1801室 
 
需帶備文件: 
-  參賽通知（已經由電郵發送給參賽者或其家長) 
-  學生出生證明書副本 
-  參賽樂譜正本(包括鋼琴伴奏部份) 
備註: 
-註冊時無須攜同子女前來，但須由家長或已授權之人士親自辦理。 
(授權人士需攜帶由參賽者或其家長所發出之授權信前來註冊) 
-如參賽者或其代表沒有領取比賽有關資料包，參賽者將被視為「自動棄權」並將從該比賽中被

淘汰。 
(在特殊情況或原因下，參賽者可通過電子郵件直接聯繫籌委會，以便進行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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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賽規則 
2.1.1  本會有權修改任何已公佈之比賽規則，其內容若有修改，將於本會網站公佈。一切資料

均以網上最新公佈為準。 
2.1.2  本會有權安排任何比賽於任何一日、任何時段及任何場地舉行。 
2.1.3  本會保留在需要時調動、修改或取消任何有關比賽安排之權利。 
2.1.4  各項比賽之時間表均由本會編訂，而參賽者之分組及出場次序則隨機決定。 
參賽者如不依照時間表所定之次序及編號出賽均以「不依出場序」處理，將不獲評分，亦不獲

發獎狀。 
2.1.5 參賽者應依照「參賽通知」上的報到時間到達比賽場地向賽務助理報到。 比賽一旦開始

，評判或賽務助理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進入比賽場地，參賽者可能因而錯過重要宣

佈及出場次序。 
2.1.6參賽者須帶備: 
(i) 參賽通知;及 
(ii) 學生證/學生手冊/香港身份證/旅遊證件，以上證明文件須為正本並附有近照。 
2.1.7  凡本會必須取消之比賽，或參賽者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如期出賽，本會將不會另作安排(如
重新安排比賽日期或安排參賽者到其他組別作賽等)。 
2.1.8 出席比賽時須帶備下列有效證明文件，以供本會抽查核實。若參賽者未能於出賽前出示有

關文件予賽務助理，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2.1.9  賽務助理於比賽進行中均以英語讀出參賽者之出場序及其名稱。 
2.1.10  若參賽者演出未達水平或準備不足，評判有權示意停止，並將影響評分。 
2.1.11  若評判認為能給予參賽者評分的情況下，可刪短演奏樂曲的時間。 
2.1.12  評判宣佈結果前，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家長及老師)均不得與評判接觸，違     者可被

請離場，若該人士為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若有詢問，須向在場之賽務助理查

詢。 
2.1.13 參賽者可於演奏前作微調音，惟時限不多於10秒，否則將影響參賽者之評分。    大會有

權要求參賽者立即開始比賽，任何延遲開始演奏將對總評分將產生不利影響。 建議參賽者在演

奏前先調整樂器。  
2.1.14  比賽演奏中，任何人仕不可向參賽者作任何形式之提示，否則將影響參賽者之評分。

2.1.15  參賽者須自備樂器出席比賽。 
2.1.16  大會將均採用音準A=440 
2.1.17 所有比賽及伴奏必須現場演繹。 
2.1.18  比賽時須穿著整齊端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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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樂曲 
3.1.1指定樂曲已詳列於大會網頁內，並附書名及出版社名稱。若無註明版本，任何標準版本均

可選用。 
3.1.2本會不會提供任何樂譜外借服務 
 

規則 有關違反比賽樂曲的規則及處理方法如下: 
 

(i) 參賽者及伴奏者有責任確保所使用

之樂譜為正本或已獲授權使用 
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ii) 參賽者及伴奏者如需使用影印樂譜

比賽，必須於演奏時同時出示正本樂譜

或已獲授權使用之樂譜 
 

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iii) 參賽者必須按要求背譜演奏  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iv) 參賽者必須於出賽前遞交樂譜正本

给賽務助理核對 
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4. 分紙 
所有組別比賽賽後均不發分紙。若任何比賽成績未達一定水平，評判或本會有權取消頒發部份

或所有獎項/獎金。 
 
5. 場地規則 
5.1.1 參賽者應依照「參賽通知」上的報到時間(建議提前15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向賽務助理到。

5.1.2  所有賽事，每位參賽者最多只可由一位成人 (老師、家長或伴奏者)陪同。大會有權因場地

實際情況而除消參賽者以外人士進入比賽場館。 
5.1.3  比賽場地之座位將優先留予該場比賽之參賽者。若個別場地座位不足，陪同參賽者之老

師或家長有機會不獲安排進場。 
5.1.4 比賽進行期間其陪同之老師或家長可經由大會受權之途徑觀看某些場次的比賽轉播片段，

比賽轉播片段均屬大會擁有，大會嚴禁所有未經援權之轉載及收藏。違反者將會被大會追究刑

事責任。 
5.1.5 若比賽分時段進行，參賽者及其陪同老師或家長只能於所屬時段進場，並須於該時段完結

時離場。 
5.1.6  賽務助理有權因應場地限制或評判要求，作出最終之座位及進出場地安排。 
5.1.7 所有比賽場地及附近範圍均嚴禁練習。 
5.1.8  不得移動比賽場地內任何設施，本會有權向損毁設施人士追討相關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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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若在比賽場地造成滋擾，可被請離場，若該人士為參賽者，將不獲

評分，亦不獲發獎狀。 
5.1.10  比賽場地內不得使用任何通訊或電子產品，場內嚴禁攝影、錄音或錄影任何比賽過程(包
括評判給予評語及宣佈賽果部份)， 違者可被請離場。若該人士為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

獲發獎狀。若參賽者/伴奏者/陪同人士時使用任何通訊或電子產品，參賽者將不獲評分，亦不

獲發獎狀。 
5.1.11  出席比賽之人士應看管其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5.1.12  本會於所有比賽場地均不提供車位。 
 
6 評分準則 
 評判會根據參賽者的整體表現評分，包括: 速度、節奏感、分句、音樂表達、 風格(藝術性)、音質

(音色&音準)、 強弱變化、 音析、技巧及整體表現作評分。大會擁有最終評審決定權。 
 
7 颁獎、獎項及評分 
7.1.1  得獎者將會於大會網頁公怖 
7.1.2 所有獎項及証書可經以下途經領取 
(i) 獲獎者將需於2019年3月25日下午6時到達香港大會堂比賽報到處登記並進行領獎排練。 
(ii) 頒獎典禮將於2019年3月25日晚上7時30分正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節目「音樂盛宴」內進

行。所有入場者跟據場館規定，均需購票進場觀看頒獎禮。 
(iii) 如未能出席頒獎典之獲獎者可由2019年3月26日 - 2019年6月26日  (三個月內)可預約確實日

期及時間於本會領取，惟須承擔証書遺失之風險。未有領取之獎項及証書將於2019年6月26日
以後銷毀。 
(iv) 所有証書領取者可於由2019年3月25日下午3時 - 6時帶同參賽者身份証明文件證正本到香港

大會堂音樂廳前領取。 
(v)  所有証書領取者可由2019年3月26日 - 2019年6月26日  (三個月內)可預約確實日期及時間於

本會領取，惟須承擔証書遺失之風險。未有領取之獎項及証書將於2019年6月26日以後銷毀。

7.1.3 所有獎狀均以英文發出。 
7.1.4  所有獎項一經領取，若有損壞或遺失，將不獲補發。 
7.1.5  所有獎項將以網頁資料為凖 
 
8 其他事項 
8.1  若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程」任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

行委員會對「比賽章程」之詮釋作最終決定。 
8.2 因暴雨而比賽須除消之安排 
 

黑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警告於以下時間仍然懸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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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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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暴雨警告 
  

各組賽事將如期舉行。 比賽如期舉行;參賽者可自行

決定是否出席比賽，然而參賽

者須負責個人之安全。 

 

  
警告於比賽進行 
中發出 
  

                                                    所有項目 

暴雨警告 
  

比賽繼續進行;參賽者可自行決定是否留下繼續比賽，然而參賽者

須負責個人安全。 
 

*若比賽場地受暴雨影響而關閉， 安排於該場地之賽事可能取消，屆時請瀏覽本會站* 
**有關其他特殊情況之賽事安排，屆時請瀏覽本會網站** 
***凡本會必須取消之比賽，或參賽者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如期出賽，本會將不會另作安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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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號颱風信號 各組賽事將如期舉行。 比賽如期舉行;參賽者可自行

決定是否出席比賽，然而參賽

者須負責個人之安全。 

 
*若比賽場地受暴雨影響而關閉， 安排於該場地之賽事可能取消，屆時請瀏覽本會站* 
**有關其他特殊情況之賽事安排，屆時請瀏覽本會網站** 
***凡本會必須取消之比賽，或參賽者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如期出賽，本會將不會另作安排。 
****比賽規則和條款的所有詮釋權由主辦機構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