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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此欄由音樂事務處填寫： 

收表日期:  

表格編號:  

電子參加表格 

中樂團匯演

日期：11月21及22日(星期一及二)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小學A組(6至20人)

中學A組(6至20人)

小學B組(21至40人)

中學B組(21至40人)

弦樂團匯演 

日期：11月29日至12月1日(星期二至四)  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小學A組(作曲家於1812年或之前出生)

中學A組(作曲家於1812年或之前出生)

小學B組(作曲家於1812年後出生)

中學B組(作曲家於1812年後出生)

管樂團匯演 日期：12月6至9日(星期二至五)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表演場

小學初級組(2級以下)

中學初級組(3級以下)

小學中級組(3級以下)

中學中級組(4級以下)

小學高級組(3級或以上)

中學高級組(4級或以上)

交響樂團匯演

日期：12月13及14日(星期二及三)  地點：元朗劇院演藝廳

小學A組(作曲家於1812年或之前出生)

中學A組(自選作曲家原創樂曲一首)

小學B組(作曲家於1812年後出生)

中學B組(自選改編樂曲一首) 

 於9月16日截止報名後不可更改參演組別。每個參演組別的確實匯演日期和時間按參演隊數而定，並於10月7日起在音樂事務處網

頁(www.lcsd.gov.hk/musicoffice)公布。為確立匯演的公平原則，音樂事務處不接受更改出場序、匯演日期及/ 或時間的申請。

2. 樂團資料 （*為必須輸入）

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團員人數^* 

學校地址* 

聯絡人* （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指揮姓名*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必須提供確實/ 預計演出學生人數，以供編排座位之用。

截止報名： 9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正
若於 9 月 21 日仍未收到確認電郵，學校必須於當日下午 3 時前與本處聯絡，以確定成功遞交申請。 

地區

請於填寫參加表格前詳閱參演細則及重要事項一覽表。每份參加表格只適用於一個參演項目。每間學

校於每個參演項目中只可選擇參加其中一個組別。填妥的參加表格請電郵至 hkymi-app@ lcsd.gov.hk。

查詢電話: 3842 7773 
1. 參演項目（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https://www.lcsd.gov.hk/tc/mo/activities/musicactivities/hkymi/2022hkym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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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樂曲詳情 （*為必須輸入）
表格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首 第二首~ （只適用於管樂團匯演） 
樂曲名稱* （中文） 

（英文） 

作曲者* （中文） 

（英文） 

編曲者 

（如適用） 

（中文） 

（英文） 

演奏時間*# 

樂曲程度~

~ 參加管樂團匯演

出版社~

的隊伍，(i) 如選奏多於兩首樂曲，請另頁填寫; (ii) 參演樂曲必須符合參演組別的指定程度及(iii) 參演樂曲必須為已

#              

4. 本團希望大會提供以下樂器/設備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中樂團匯演 弦樂團匯演 管樂團匯演 交響樂團匯演 

譜架 數量﹕

椅子 數量﹕

 指揮譜架 1 個
 定音鼓 [1 套 4 隻] 
 中國大鼓 1 台
低音大提琴 

[每個尺碼最多 2 台] 
數量﹕3/4 

1/2   
揚琴架 [最多 4 個] 
數量﹕
古箏架 [最多 2 對] 
數量﹕

譜架 數量﹕ 

椅子 數量: 

指揮譜架 1 個
三角鋼琴 1 台
低音大提琴 

數量﹕3/4 
1/2 
1/4 

譜架 數量﹕

椅子 數量﹕

 指揮譜架 1 個
 直身鋼琴 1 台
 定音鼓 [1 套 4 隻] 
 大鼓 1 台

譜架 數量﹕

椅子 數量﹕

 指揮譜架 1 個
 三角鋼琴 1 台
 定音鼓 [1 套 4 隻] 
 大鼓 1 台
低音大提琴 

數量﹕3/4 
1/2 
1/4 

5. 樂團其他資料必須於10月14日或之前提交至參演項目指定的電郵地址:

 團員名單 （由校長簽署並蓋上學校印章證明）

 舞台擺設圖 （提交形式請參閱各匯演的參演細則）

 修訂已遞交的資料（如需要）（須由校長加簽核實，惟學校不可更改參演組別）
 所有參演樂曲的程度證明 （只適用於管樂團匯演）

6. 本人同意遵守「2022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參演細則。

學校印章：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  日      期 ：

+使用PDF簽署功能並按「儲存」 鍵後，將無法更改表格內容，建議簽署前可另存表格。

在此表格填寫的個人資料，音樂事務處將用作處理匯演的申請及聯絡與本活動有關安排之用。填寫此表格乃屬自願性質，但如你未能提供充足資料，本處
或未能安排貴團在匯演中演出。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隠 ) 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查閱及更改閣下的個人資料，你亦有權索取填寫

在此份表格上的個人資料複本。如欲查閱或更改資料，請致函音樂事務處活動及推廣組(九龍油麻地海庭道11號西九龍政府合署南座5樓 )提出申請。 

（只適用於管樂團匯演） 

（只適用於管樂團匯演） 

        

        出版樂曲，並請提供出版社名稱。

　　演出不可超出參演組別指定的時間上限。 

https://www.lcsd.gov.hk/tc/mo/activities/musicactivities/hkymi/2022hkymi.html
https://www.lcsd.gov.hk/tc/mo/activities/musicactivities/hkymi/2022hkym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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