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鷹英好聲音 
第六屆「闖出星途」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電話：  

微信號：      會員        非會員 

參賽組別：    少年組(16 歲或以下)       公開組(17-30 歲) 

參賽人數： 共   人 (至多五人) 

歌曲語言：    粵語       普通話       英文 初賽歌曲： 

合唱請續

填隊友資

料 

隊員

1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電話：  

微信：      會員        非會員 

隊員

2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電話：  

微信：      會員        非會員 

隊員

3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電話：  

微信：      會員        非會員 

隊員

4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電話：  

微信：      會員        非會員 

*報名時間：即日起 202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 

*報名地點：飛鷹綜合活動中心(澳門提督馬路 139 號南益工業大廈 8 樓 CD 座)/電話：(853)2872 8225 

*報名方式：連同報名表、相片、報名費及初賽歌曲的 MP3 檔至活動中心遞交。 

*報名費用：少年組澳門幣 50 元(會員澳門幣 20 元)；公開組澳門幣 80 元(會員澳門幣 50 元)。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日下午 2 點半至 10 點。 



  
 

2021 鷹英好聲音第六屆「闖出星途」歌唱比賽 

章程 

一、 主辦單位：澳門少年飛鷹會 

二、 贊助單位 : 澳門基金會 

三、 活動目的：透過歌唱比賽展現青少年對音樂的熱誠、才藝橫溢獨特的一面。同時，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互相切磋學習，廣交益友。另外，亦鼓勵青少年以小型樂隊

形式參賽，令擅長樂器的學生能夠展現他們的才華，更體現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四、 活動形式：活動以歌唱比賽形式進行，根據參賽者年齡設有少年組和公開組，分組比賽；參賽歌曲語言限粵語、普通話、英語，亦可為自創曲；參賽者可選擇以個人

或組合（不多於 5 人）形式參賽；不得重覆參賽。 

五、 活動對象： 

1. 少年組：16 歲或以下的會員或非會員均可參加。 2. 公開組：17 至 30 歲的會員或非會員均可參加。 

※若以組合形式參賽，組員須符合各組別的要求年齡，以初賽日期計算。 

六、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 

七、 活動日期及地點：  

1. 初賽 

初賽設有兩場，由主辦方安排參賽者參加的場次： 

場次(1)：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3 點至 6 點 

場次(2)：202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 3 點至 6 點 

地點：飛鷹綜合活動中心（提督馬路 139 號南益工業大廈 8 樓 CD 座） 

2. 決賽 

日期：202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3 點至 6 點 

地點：飛鷹培訓基地（路環打纜街 46 號） 

 

八、 活動賽制： 

1. 初賽: 採取 0-10 分的評分制，評分標準由音色、音準、音調及技巧四部份組成，總合每位評審的評分，總平均分數排前 12 名可獲得晉級資格進入決賽。 

2. 決賽: 由不同主題內容組成的兩個部分進行比賽。第一部分：以“抗疫”為主題，需演唱與勵志有關的正能量歌曲。  第二部分：自選拿手歌曲。 

採取 0-10 分的評分制，評分標準由音色、音準、音調及技巧四部份組成，總合兩個部分的評審評分，總平均分數排前 3 名的將評選出冠、亞、季軍；另設有最佳台風獎獎

項，會根據台風、服裝、動作姿勢等技巧評分，由現場評審投票，最高票數者獲得；最佳人氣獎，事前網上投票票數，加上現場觀眾投票票數得出最高票數者獲得。 

九、 活動獎項： 

1. 初賽 少年組和公開組，各評選出 12 名參賽者晉級決賽。 

2. 決賽 

(1) 少年組 

冠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800 元。 

亞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500 元。 

季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300 元。 

最佳人氣獎：獲獎狀一張及獎品。 

最佳台風獎：獲獎狀一張及獎品。 

(2) 公開組 

冠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1,500 元。 

亞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1,200 元。 

季軍：獎盃一座及獎金澳門幣 1,000 元。 

最佳人氣獎：獲獎狀一張及獎品。 

最佳台風獎：獲獎狀一張及獎品。 

十、 報名方式：於報名截止時間 2021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6 點前帶齊 1.5 吋相片一張及伴奏 MP3 檔至飛鷹綜合活動中心(提督馬路 139 號南益工業大廈 8 樓 CD 座)填寫

報名表及提交報名費用。 

十一、 報名費用：  

1. 少年組 會員澳門幣 20 元，非會員澳門幣 50 元。 2. 公開組 會員澳門幣 50 元，非會員澳門幣 80 元。 

十二、 報名須知： 

1. 參賽者可選擇以個人或組合（不多於 5 人）形式參賽，且不得重覆參賽，重覆報名者經大會核實後，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參賽者需自備音源檔，須確認伴奏為純音樂，不含人聲伴唱，不接受演唱會版本之伴奏，並以 MP3 格式提交，另逾期呈交者作棄權論； 

3. 逾期遞交音源、未能依指定報到時間出席比賽將可被取消資格； 

4. 初賽設有兩場，由主辦方安排參賽者參加的場次； 

5. 參賽者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有關資料僅用於是次比賽之用途，大會將嚴格遵守有關的指引並保障各參賽者個人資料的私隱及安全。  

十三、 參賽須知： 

1. 參賽歌曲必須是正面的歌曲，歌曲中禁止有粗言穢語； 

2. 參賽歌曲語言只限粵語、普通話、英語，亦可為自創曲； 

3. 參賽歌曲時限不超過 6 分鐘； 

4. 所有伴奏樂器和音頻線等需自備，伴奏者可重複參賽； 

5. 參賽者需本人參賽，且身分需與證件相符，如有發現將取消參賽資格； 

6. 評審由相關音樂專業人士擔任，本會具參賽者晉級決賽的最終決定權； 

7. 參賽者須於比賽時間前 15 分鐘報到並完成檢錄； 

8.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必須穿著得宜，禁止一切不當行為（如吸煙、打鬥或說髒話等），以確保活動質素及形象； 

9. 初賽及決賽當日如遇紅色暴雨、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以上惡劣天氣，比賽將會延後並另行通知； 

10. 本會有權將本次活動的錄影及相片公開作宣傳及紀錄用途；  

11. 請所有參賽者詳細了解「參賽須知」，本會對是次比賽擁有最終解釋及決定權，章程及比賽內容如有任何修改，並另行公佈。 

十四、 活動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可致電 2872 8225 找譚小姐。 

本會對以上活動內容保留修改權、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參賽者本人簽名(未滿 18 歲者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