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主愛小學通告 二零二零年度第六十一號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敬啟者：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將於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9 日舉行，本年度音樂節的比賽

模式將由現場比賽改為以「錄影模式」進行，由評判評審參賽者錄影片段。 

 

如  貴子弟有意參加音樂節比賽，家長須於11月16日(星期一)至11月17日(星期二)上午八時至下午

五時親身到本校遞交報名表及報名費用。相關重要日期如下： 

 事項 日期 注意事宜 

1 
收到有關音樂節報

名的電子通告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家長收到電子通告及以下附件: 

附件一. 個人項目報名表格 

2 比賽資料 已公布 

可瀏覽協會網頁查詢 

比賽目錄 

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1850 

比賽章程 

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73MRegc.pdf 

3 索取報名表格 

11 月 4 日(星期三) 

至 

11 月 6 日(星期五) 

1. 自行下載本校提供的表格 

(請下載附件-音樂節參賽表格) 

2. 索取紙本報名表 

4 
交回報名表格及 

報名費用 

11 月 16 日(星期一) 

或 

11 月 17 日(星期二)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逾時不候) 

1. 現金或支票均可 

2. 如以支票支付報名費。支票抬頭請寫「聖公會

主愛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

姓名、班別、聯絡電話。 

3. 請把報名表格及報名費一併交校務處處理。 

5 
網上公布比賽 

時間表 

2021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 

至 

2 月 10 日(星期三) 

比賽前，校方會派發收據及參賽日期等資料予參

賽生。家長如要得到最快消息，請自行瀏覽協會

網站公布。 

6 更改資料日期 

2021 年 

2 月 3 日(星期二) 

至 

2 月 10 日(星期三)  

下午五時 

如須更改資料宜及早辦理，家長須自行前往朗誦

協會辦理隨後的手續及支付有關的行政費用。 

7 提交影片連結 

2021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至 

3 月 19 日(星期五) 

*學生須自行訓練及向主辦機構提交影片。 

8 
網上公布 

比賽結果 
2021 年 4 月至 5 月 

家長如要得到最快消息，請自行瀏覽協會網站公

布。 

9 領取分紙及獎狀 2021 年 6 月至 7 月 

本校領取分紙及獎狀後，再發給參賽學生。 

校方會統一辦理申領獎狀手續，凡獲下列獎狀者

可獲校方記優點乙個 (榮譽獎狀：90 分或以上、

優良獎狀：80-89 分、良好獎狀：75-79 分)。 

    請  台端於十一月二日(星期一)或以前簽署回條。如有疑問，請致電2426 7424 向李慧君副校長

查詢。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駱瑞萍  謹啟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1850
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73MRegc.pdf


 

 

回  條 —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二零二零年度第六十一號通告內容。 本人 

 

□ 有意為敝子弟報名參加音樂節比賽。並願意繳付報名費用，亦會自行培訓及向主辦單位提交影片。 

□ 本人欲索取報名表格共_____份 

□ 本人將自行下載報名表 

 

□ 無意為 敝子弟報名參加音樂節比賽。 

 

    此覆  

聖公會主愛小學 

駱校長 

 

                                         年級    班學生：                (   ) ( 男/女 )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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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1) 

Solo Entry Form  個人項目報名表 
 

Form Code 

表格編號 

Area Code* 

地區代號* 

Class No. 

項目編號 

* U – Hong Kong Region and Kowloon Region  U – 港島區域及九龍區域 

 E – New Territories East Region E – 新界東區域 

 W – New Territories West Region W – 新界西區域 

 N – Classes which will not be divided into Regions       N – 不設分區 2 
  

 

Members / Competitors should study bo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lass descriptions of the Festival, the Enrolment Reminder and the 

following points before completing the form:  
會員 / 參賽者於填寫報名表前必須詳細閱讀音樂節比賽章程、項目細則、報名備忘及以下事項： 

 

(1) This entry form must be printed out with a full coverage of details on a 

piece of white blank A4 size (210mm x 297mm) paper.  The Associat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entry forms which are not in the officially 

approved format. 

(2)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in block letters with a BLACK ball pen.  

Incomplete entry forms will not be processed. 

(3) One entry form can only be used for one entry. 

(4) For the Area Code and Class No. of the class you wish to enter, please 

refer to the Syllabus. 

(5) Please ensure you have obtained the piece before submitting the entry form. 

(6) For submission of own choice, please download the Own Choice Form 

from the Association website and refer to the deadline and relevant 

procedure. 

(7) Please refer to the Enrolment Reminder for the documents required for 

enrolment.  

 

(1) 此報名表必須按原來大小列印於白色 A4 (210 x 297 

毫米) 空白紙上。本會有權不接納未按此規格列印之

報名表。 

(2) 請用黑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報名表上的資料若不

齊全，本會將不處理。 

(3) 每份報名表只限填報一項比賽。 

(4) 所報項目之地區代號及項目編號，請參閱「比賽目

錄」。 

(5) 遞交報名表前請確定已備有樂譜。 

(6) 遞交自選樂曲之截止日期及方法，請瀏覽本會網站並

下載「自選樂曲表格」。 

(7) 報名時須遞交之文件，請參閱報名備忘。 

 

Competitor’s Information 參賽者資料 

Full Name in English 

(same as HKID card) 

英文全名 (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Full Name in Chinese 

(same as HKID card) 

中文全名 (與香港身份證相同)  

Date of Birth (DD / MM / YYYY) 

出生日期 (日/月/年) 

 
Phone No. 

電話 

 

Name of School Attending  

(in English) 

就讀學校之英文名稱 (The School should fall into one of these categories: Second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Kindergarten or Special School) 

Name of School Attending  

(in Chinese) 

就讀學校之中文名稱 (學校必須為中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 
 

Responsible Teacher’s Information 負責老師資料 

Name of Responsible Teacher  

(for School Member only) 

負責老師姓名 (只適用於學校會員) 

                                                         
Phone No. 
電話 

 

 

School Chop 學校校印 

(Not applicable for Associate Member  

不適用於個人會員)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on this form is complete and 

true; and that the entr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spective 

class of the current Festival. I also acknowledge the refund policy 

under “9.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本人確認所填報之資料完整及屬實，並符合本屆音樂節有關該項
目之要求，同時知悉比賽章程「9.特別情況」之退款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Principal / Associate Member 校長 / 個人會員簽署 

School / Associate  

Membership No. (6 digits) 

所屬學校 / 個人會員 

會員編號（6 位數字） 

  

This entry form will be destroyed before the next Music Festival   此報名表將於來屆音樂節前銷毀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the Festival and related purposes only  此報名表上的個人資料只用於音樂節及有關事宜 

聖公會主愛小學

S.K.H. CHU OI PRIMARY SCHOOL

2426 7424

005 358

彭穎怡

班別：(           )

學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