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2016-2017 年度第 AA005 號通告 

有關「第六屆校友會歌唱比賽」事宜 

第六屆校友會歌唱比賽參賽規則 
I. 參賽者資格：  

- 年齡不限。  

- 必須為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 

 

II. 報名辦法： 

- 請登入校友會網頁下載報名表格，並按以下方法報名 

1. 親身遞交︰請把所需費用、報名表及參賽歌曲歌詞交回樂華天主教小學 

2. 支票繳款︰請把所需費用、報名表及參賽歌曲歌詞寄回樂華天主教小學 

               (支票抬頭：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3. 將費用存入校友會戶口（中國銀行︰012-708-00012849），並將入數紙連同報名表及參賽歌

曲歌詞寄回或傳真至樂華天主教小學（傳真號碼︰2758 3258）。  

 

-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郵寄將以郵戳為準﹞  

 

III. 比賽細則： 

- 參加者可以個人（獨唱組）或不多於四人（合唱組）的組合參賽。 

- 大會只接受電腦或 CD 格式之純音樂伴奏（其他格式之伴奏恕不接納）或可自行攜帶演奏樂器

參賽。 

- 若比賽當天無法讀碟將以清唱進行比賽。 

- 歌詞內容不得有粗俗與不當詞意。 

- 所有參賽歌曲，一經報名，不得更改 

- 參賽者必須以身份證姓名報名參加，比賽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核實參賽者資格。 

- 一經報名，所有費用不會發還。 

- 校友會保留更改是次比賽之細則的最終決定權。 

 

 

IV. 報名費用（以每隊參加者計）： 

校友會永久會員︰獨唱組:$20    合唱組:$30 

校友會基本會員︰獨唱組:$30    合唱組: $40 

 

IV. 注意事項 

- 參賽者須於下午 2 時或之前報到，並進行抽籤以決定參賽次序。 

- 若參賽者未能於下午 2 時或之前報到，校友會將有權取消遲到者之參賽資格。 

- 參賽者只可參加獨唱組或合唱組比賽一次，如參賽多於一次者，則自動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所

繳費用亦不會退還。 

 

V. 評分標準 

唱歌技巧 40% 音色音調 20% 音準節拍 20% 

台風情感 10% 服裝儀容 10%  

 

VI. 奬項： 

獨唱組及合唱組各設冠亞季軍一名。 

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主席                   啟 

 主曆：2017年 5月 29日                                          (李凱婷) 



 

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校友會歌唱比賽 

報名表格(獨唱組) 

 
舉行日期：2017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 

舉行時間：下午 3 時至 6 時(參賽者必須於下午 2 時或之前報到) 

截止報名：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報名費用：永久會員每人 $20； 基本會員每人 $30 

參賽規則詳情請參閱「通告 AA005 號」 

 

參賽歌曲: ( 參賽歌曲，一經報名，不得更改)  

歌曲原唱者︰     

伴奏音樂(只選一項):  CD或電腦格式       樂器，請註明︰  

 

參加者資料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號碼︰（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內以表示選擇)  

 

本人謹此聲明︰ 

1) 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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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攜的物品，在比賽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參賽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18歲以下參賽者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專用 

□ 報名表 

□ 報名費 

□ 歌詞 

□ 音樂 

參賽編號:________(由大會填寫) 

 

 

此欄由職工及校友會填寫 
付款方法： 

□現金  □銀行入數 

□支票(________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時間:____年__月＿＿日＿午＿＿時＿＿分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          ) 

核實人：_________________(          ) 



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校友會歌唱比賽 

報名表格(合唱組) 

 
舉行日期：2017 年 7 月 8 日（星期六） 

舉行時間：下午 3 時至 6 時(參賽者必須於下午 2 時或之前報到) 

截止報名：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 

報名費用：永久會員每隊 $30； 基本會員每隊 $40 

參賽規則詳情請參閱「通告 AA005 號」 

 

參賽歌曲: ( 參賽歌曲，一經報名，不得更改)  

歌曲原唱者︰     

伴奏音樂(只選一項):  CD或電腦格式       樂器，請註明︰  

 

參加者資料   

組員一: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號碼︰（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請在內以表示選擇)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此聲明︰ 

1) 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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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攜的物品，在比賽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參賽者簽署︰ 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18歲以下參賽者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員二: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號碼︰（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請在內以表示選擇)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此聲明︰ 

1) 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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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攜的物品，在比賽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參賽者簽署︰ 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18歲以下參賽者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牛頭角及樂華天主教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校友會歌唱比賽 

報名表格(合唱組) 

 

 

組員三(如適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號碼︰（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請在內以表示選擇)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此聲明︰ 

1) 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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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攜的物品，在比賽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參賽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18歲以下參賽者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員四(如適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會員號碼︰（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請在內以表示選擇)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謹此聲明︰ 

1) 已詳閱及知悉比賽章程內的各項規則，並願意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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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攜的物品，在比賽期間，如有遺失或損毀，大會決不負責。 

 

參賽者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18歲以下參賽者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友會專用 

□ 報名表 

□ 報名費 

□ 歌詞 

□ 音樂 

參賽編號:________(由大會填寫) 

 

 

此欄由職工及校友會填寫 
付款方法： 

□現金  □銀行入數 

□支票(________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時間:____年__月＿＿日＿午＿＿時＿＿分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          ) 

核實人：________________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