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塘民聯會

觀塘區議會

主辦

贊助

觀塘區 2018 歌唱比賽
暨社區文化藝術滙演
章程
宗

旨： 提升區內人士對歌唱文化的興趣，增加市民、青年義工和歌唱愛好者的互動和交流，
同時，強化社區歸屬感，達至社區共融。

主

題： 「I M POSSIBLE」本會期望透過多年的經驗和創新的想法，目的是提供一個有更大發
展空間和不斷創新求變的平台給藝術愛好者和青年義工，發揮藝術才華和潛能。

比賽項目： 流行歌曲（只設獨唱），歌曲須備有歌詞及歌譜。
參加資格： 1.

15 歲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計算），熱愛歌唱人士
(居住、工作或就讀於觀塘區內人士均可優先參加）

2.

全職歌手、有歌唱合約者、2017 公開組亞軍，季軍及歷屆公開組冠軍均不得參加

3.

歷屆學生組冠軍只可參加公開組比賽

＊如違反大會之規則，一經發現，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比賽組別： 共分公開組、學生組(必須是全日制學生)兩組
評分準則： 根據參賽者歌唱技巧、台風、感情、咬字吐詞、服飾配襯及與主題的配合六方面作為
評分準則。
參賽擇要： 初賽– 自備 CD
(必須以 CD 音樂格式製成，不接受演唱會格式，碟內只含一首伴奏比賽歌曲)
歌曲必須有歌詞及歌譜，以備若進入決賽時作現場樂隊伴奏之用
＊不接受真人伴唱或和唱
比賽程序： 初賽－2018 年 10 月 20 日(六)
2018 年 10 月 21 日(日)
決賽－2018 年 12 月 9 日(日)

地點：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
(九龍鯉魚門海傍道中 45 號)
地點：牛池灣文娛中心

＊比賽時間及地點詳情以大會決定為準
報名費用:

學生組為港幣 50 元正(報名當天須出示有效全日制學生證的正副本)
公開組為港幣 80 元正
＊＊早鳥報名優惠：凡於 9 月 14 日或之前報名，可獲港幣 10 元正減免，
於 FACEBOOK 讚好本會的歌唱比賽主頁，可獲港幣 10 元正減免。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5 日(五) 晚上 9 時正。
獎

項： 學生組 – 設冠軍、亞軍及季軍各一名，各得獎座乙個。
公開組 – 設冠軍、亞軍及季軍各一名，各得獎座乙個。

觀塘區 2018 歌唱比賽初賽將可能進行網上直播至大會 Facebook 專頁
是次活動最新消息將發佈於大會 Facebook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ktsingcon
報名地址： 觀塘康寧道 15 號裕民大廈 8 字樓 觀塘民聯會
本會網頁： https://ktra.klnfas.hk
查詢： 2341 6308 石姑娘或姚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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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須知：
報名程序
1. 參賽者須到本會報名，不設郵遞、傳真或電郵報名。
(報名地點: 觀塘康寧道 15 號裕民大廈 8 字樓 觀塘民聯會)

2. 報名時，參賽者須確保報名表資料正確無誤，大會將不接受任何後補資料的遞交。
3. 參賽者須事先確認參賽歌曲備有歌詞及歌譜；並自備伴奏 CD，及清楚寫上姓名、參加的組別及
歌曲名稱。

4. 參加者遞交報名表時需自備回郵信封一個，亦可以向大會購買，費用為$5/1 個。
5. 學生組的參賽者遞交表格時，須出示有效的全日制學生證正本，及須遞交學生證副本一份。
若由大會影印，費用為$5/1 份。

6. 參賽確認信將於 10 月 10 日前寄予參賽者，以確認參賽資格。初賽當日必須攜同此信，若上述日
期或之前未能收到信函，必須於 10 月 12 日前致電本會職員查詢。[查詢電話：2341 6308]

7. 在任何情況下，已繳交之任何費用概不發還。

基本規則
1. 若初賽的自備 CD 因不符合大會規定(碟內含多於一首樂曲/有人聲和唱/曲目不符)、格式、技術
問題或其他情況而不能播放，大會有權要求參賽者清唱歌曲。

2. 初賽參賽歌曲填寫後決不接受更改，初賽及決賽歌曲必須一致。
3. 初、決賽參賽者如在比賽當天遲到而沒有合理解釋，將被取消資格。
4. 報名時，參賽者須確保報名表資料正確無誤，大會將不接受任何後補資料的遞交。

特別事項
1. 若於比賽當天某一場次比賽 2 小時前，天文台發出 8 號強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那場比賽
將會取消；若 8 號強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後，大會將於大會網站(Facebook 專頁)另
行通告。
2. 若 8 號強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後，大會將視乎情況作特別比賽安排，將於大會網站
(Facebook 專頁)另行通告。
3. 若在比賽途中天文台發出 8 號強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大會將視乎情況作特別安排，亦透
過大會網站(Facebook 專頁)發放活動最新消息。
4. 參加者如因特殊原因，需申請初賽之比賽時間，必須提供大會認可的工作或上課的證明文件。申
請表格可於報名時向職員索取「特殊時間申請表」。最後確定比賽時間由大會安排，參加者不得
異議。未能如期出席者，作棄權論。
5. 大會將可能於大會 Facebook 專頁進行直播初賽事宜。
6. 參賽者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只供是次活動參考及行政使用。
＊＊大會保留各條款的最終決定權。
2

觀塘民聯會

主辦
觀塘區 2018 歌唱比賽
暨社區文化藝術滙演

觀塘區議會

贊助

報名表格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表格，並在☐內以表示選擇。
參賽歌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有歌詞及歌譜，歌曲名稱確實無誤)
參賽組別：

☐ 公開組

☐ 學生組(有效全日制學生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
☐ CD (必須以 CD 音效格式製成)

伴奏音樂 (只選一項)：

☐ 自彈自唱 (大會不作任何設備支援)
☐ 海報

如何得知是次歌唱比賽：

☐ 宣傳單張

☐ 民聯會網頁

☐ 其他：____________

☐ 有（年份：_______）

有否曾參與本會舉辦的觀塘區歌唱比賽：

☐ 沒有

參賽者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女

身份證號碼：＿＿＿＿＿＿xxx( x )

性別：☐男

出生日期：＿＿＿年＿＿＿月＿＿日

年齡：＿＿＿

職業：＿＿＿＿＿＿

就讀學校／在職機構：＿＿＿＿＿＿＿＿＿＿＿

聯絡電話(日間)：＿＿＿＿＿＿＿＿

(夜間)：＿＿＿＿＿＿＿＿＿＿＿

中文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私隱條例資料聲明：
1.

本會會收集你的姓名、流動電話號碼及住址，將會用於向你提供有關康樂活動的資訊
請對你的個人資料所持的意見在☐上勾「」
☐ 本人同意上述擬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2.

☐ 本人反對上述擬對我個人資料的使用

本會將會於初賽進行網上直播，請對你的個人資料所持的意見在☐上勾「」
☐ 本人同意上述擬對我的初賽進行網上直播

☐ 本人反對上述擬對我的初賽進行網上直播

本人謹此聲明：
1. 本人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如有違反規則，本人願意服從主辦機構的最終決定。
3.

以上資料，全部屬實，如有失實或虛報，大會有權取消本人參賽資格。

4.

在比賽期間，自攜的物品，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5.

費用一經繳交，大會不會退回有關款項。

參賽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

6.

本人同意貴會使用活動的相片作會務及宣傳用途。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專用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已交報名資料:
☐報名表

☐報名費

☐回郵信封

參賽編號 :
☐學生證副本(學生組適用)

曾聯絡參賽者日期及事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