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英國 Purcell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香港分區賽) 

 2021 Purcel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Young Pianists (U.K.) (Hong Kong Division) 

 

主辦單位:  

2021 英國 Purcell 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中國區組委會 

 

協辨單位: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香港青年鋼琴家協會 

 

承辦單位: 

文創科藝有限公司 

 

初賽賽事地區: 中國各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初賽賽事模式: 實體賽及網絡視頻賽 

 

比賽日期: 

香港分區賽 2021 年 3 月 14-31 日 

中國分區賽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澳門分區賽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英國總決賽 2021 年 8 月 待定 (以音樂營、大師課及內部比賽形式舉行) 

 

比賽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或其他本地專業賽事場地 

 

賽事指定用琴﹕施坦威鋼琴 (Steinway & Sons) 

 

截止報名日期: 2021 年 2 月 19 日 

 

 

 

 

 

 

 

 

 

 



                                                                                        

比賽組別: 

 

考級組 (實體賽) 

 

項目編號 組別名稱 報名費用 

G1 一級組 Grade One $ 400 

G2 二級組 Grade Two 

G3 三級組 Grade Three 

G4 四級組 Grade Four 

G5 五級組 Grade Five $580 

G6 六級組 Grade Six 

G7 七級組 Grade Seven 

G8 八級組 Grade Eight 

G9 演奏級組  Diploma $ 640 

組別注意事項: 

1) 自選任何一首 2019-2020 或 2021-2022 ABRSM 或最新 Trinity 考試曲目 

2) 不設年齡限制 

 

 

四手聯彈組 (實體賽) 

項目編號 組別名稱 參賽資格 報名費用 

FJ 四手聯彈(初級組) 兩名參賽者均在 10 歲或以下 $ 640 

FM 四手聯彈(中級組) 兩名參賽者均在 16 歲或以下 

FS 四手聯彈(高級組) 兩名參賽者均在 16 歲或以上 

組別注意事項: 

1) 自選曲目一首，作品風格不限，演奏時間不得超過八分鐘。 

2) 選手的演奏少於或超過規定時間不會被扣分，評委根據現場時間安排有權打斷選手演奏但不會

扣分。 

 

 

 

 

 

 

 

 



                                                                                        

分齡組 (實體賽) 

項目

編號 

組別名稱 參賽資格 曲目 報名費

用 

AP 幼兒演奏體驗組 3-6 歲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品，不限風格、不限

體裁。 (限時 2 分鐘) 

$ 400 

A1 兒童演奏組 A 7 歲或以下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品，不限風格、不限

體裁。 (限時 3 分鐘) 

$ 480 

 

A2 兒童演奏組 B 9 歲或以下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品，不限風格、不限

體裁。 (限時 3 分鐘) 

$ 480 

 

A3 兒童演奏組 C 11 歲或以下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品，不限風格、不限

體裁。 (限時 5 分鐘) 

$ 560 

 

A4 少年演奏組 A 13 歲或以下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品，不限風格、不限

體裁。 (限時 5 分鐘) 

$ 560 

 

A5 少年演奏組 B 15 歲或以下 自選兩首不同風格的鋼琴獨奏作品 

第一首: 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及舒伯特的

任何一首奏鳴曲之快板樂章 

第二首: 一首浪漫時期或現代派自選作品 

(限時 10 分鐘) 

$ 640 

 

A6 青年演奏組 17 歲或以下 自選兩首不同風格的鋼琴獨奏作品 

第一首: 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及舒伯特的

任何一首奏鳴曲之快板樂章 

第二首: 一首浪漫時期或現代派自選作品 

(限時 10 分鐘) 

$ 640 

 

A7 公開組 18 歲或以上 自選兩首不同風格的鋼琴獨奏作品 

第一首: 選自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及舒伯特的

任何一首奏鳴曲之快板樂章 

第二首: 一首浪漫時期或現代派自選作品 

(限時 10 分鐘) 

$ 640 

 

A8 專業少年演奏組 16 歲或以下 任何一首鋼琴協奏曲之一個樂章。 

(須自備鋼琴伴奏)  (限時 15 分鐘) 

$ 980 

A9 專業青年演奏組 21 歲或以下 任何一首鋼琴協奏曲之一個樂章。 

(須自備鋼琴伴奏)  (限時 15 分鐘) 

$ 980 

組別注意事項: 

1) 年齡計算以 2021 年 1 月 1 日為界限 

2) 選手的演奏少於或超過規定時間不會被扣分，評委根據現場時間安排有權打斷選手演奏但不會扣

分。 

3) 分齡組組賽事必須背譜演奏，除 D.C 外其餘一律不重覆。 



                                                                                        

鋼琴專題組 (實體賽) 

項目編號 曲目 報名費用 

P1 徹尼爾組（任何一首選自徹尼爾的曲目） $ 500 

P2 巴哈 A 組 （任選一首巴哈《初步鋼琴曲集》的曲目） $ 500 

P3 巴哈 B 組 （任選一首巴哈《二聲部》或 《三聲部》的曲目） $ 500 

P4 Alfred's Basic Piano Library  A 組  

(任選一首選自Basic course Level 1A/ 1B/ 2 的曲目)  

$ 500 

P5 Alfred's Basic Piano Library  B 組  

(任選一首選自Basic course Level 3 / 4 的曲目)  

$ 500 

P6 Alfred's Basic Piano Library  C 組  

(任選一首選自Basic course Level 5 / 6 的曲目) 

$ 500 

P7 小奏鳴曲組 (任選一首小奏鳴曲其中一樂章的作品) $ 640 

P8 舒伯特組 (任選一首舒伯特作品) $ 640 

P9 蕭邦組（任選一首蕭邦作品） $ 640 

P10 舒曼組（任選一首舒曼作品） $ 640 

P11 孟德爾遜組 (任選一首孟德爾遜作品） $ 640 

P12 貝多芬奏鳴曲組 (任選一首貝多芬奏鳴曲其中一樂章的作品) $ 640 

P13 莫札特奏鳴曲組 (任選一首莫札特奏鳴曲其中一樂章的作品) $ 640 

P14 自選奏鳴曲組 (自選任何一首鋼琴奏鳴曲其中一個樂章的作品) $ 640 

P15 中國作品組 (任選一首中國鋼琴作品) $ 640 

組別注意事項: 

1) 不設年齡限制 

2) 樂曲時限為 8 分鐘，選手的演奏少於或超過規定時間不會被扣分，評委根據現場時間安排有權

打斷選手演奏但不會扣分。 

 

 

 

 

 

 

 

 

 

 

 

 



                                                                                        

視頻賽 

視頻組將會與賽體賽事之組別分開評分，組別按考試級別劃分如下: 

項目編號 組別名稱 報名費用 

V1 一級組 Grade One $ 400 

V2 二級組 Grade Two 

V3 三級組 Grade Three 

V4 四級組 Grade Four 

V5 五級組 Grade Five 

V6 六級組 Grade Six 

V7 七級組 Grade Seven 

V8 八級組 Grade Eight 

V9 演奏級組  Diploma 

組別注意事項: 

1) 自選任何一首 2019-2020 或 2021-2022 ABRSM 或最新 Trinity 考試曲目 

2) 不設年齡限制  

3) 可視譜作賽 

4) 評判會根據既定的評分準則評審影片，獎項及評分模式不變。 

5) 參賽演奏影片提交: 

5.1 演奏影片提交時需包括有以下 3 項 

a. 參賽影片，建議檔案格式為 MP4、WMV、AVI 或 MOV 

b. 樂譜副本一份  

c. 存款証明(入數紙或其他付款圖檔)  

6) 影片提交及注意事項 

6.1 所有檔案需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 23 時 59 分前提交。 

6.2 影片檔案以.mp4 / .wmv / .avi / .mov 格式提交，影片檔案名稱需設定為「（參賽組別編號）_

（參賽者/代表姓名）_ (樂曲名稱).mp4 」(例: V3_Chan_Tai_Man_FILMNAME.mp4)  

6.3 影片檔案、樂譜副本( pdf / jpg)及存款証明(入數紙或其他付款圖檔)需上載於網上存取空間，

存放於相同文件夾內，並提交該文件夾之共用連結，共用連結需同時供本會下載上述三個

檔案。 

6.4 所有上載於網上影片存放網頁（如：YouTube）之影片，一律不獲接受。 

6.5 文件夾共用連結，於下方連結提交，提交時需同時填寫參賽資料。 

6.6 檔案上載於網上存取空間後，需確保檔案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可隨時予評審委員會下

載。 

https://forms.gle/teSVqEPtMFF4JNJi8 

 

6.7 所有提交之連結、檔案及文件，如未能辨識、搜尋、開啟、下載或播放，一律不獲處理。 

 

https://forms.gle/teSVqEPtMFF4JNJi8


                                                                                        

7) 影片中的表演者必須為參賽者本人，否則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有爭議，本會保留一切最終決

定權。 

8) 參賽者應依照以下次序錄製影片： 

8.1 依次朗讀參賽者姓名、演奏樂曲曲名及作曲家 

8.2 演奏樂曲一次（如參賽者於影片中重複演繹同一作品，只有首次演繹獲得評審。） 

9) 參賽者必須跟隨以下指引，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9.1 影片必須為一鏡到底的拍攝原片，不得加入特別效果，例如加入圖片、濾鏡、過渡、調

色、調光、字幕或特別效果等，亦不得進行任何剪接及後期製作。 

9.2 影片必須是現場收音。 

10) 參賽者須遵照以下指引，否則將影響評分／評級： 

10.1 確保影片聲畫同步和流暢，以及音質清晰。 

10.2 影片解像度為 720p (1280×720)或以上。 

10.3 在室內以簡單背景和寧靜的環境下拍攝，並確保光度充足。 

10.4 整段影片須清楚顯示參賽者之手、琴鍵、腳踏、樣貌及動作。 

10.5 拍攝影片時，應保持拍攝鏡頭穩定，應定鏡拍攝，不應移動鏡頭。 

10.6 於錄影期間佩戴口罩或會影響演出表現。本會鼓勵參賽者在家或於安全情況下脫下口罩

錄影，惟請參賽者自行評估健康風險，並參考政府當時發出的健康衞生指引。 

 

獎項及評分: 

各組別之項目均設金、銀、銅及優異獎，數量不限；並同時設冠、亞、季軍各一名。 

獎項 分數 頒發獎項 

冠軍* 85 分或以上 獎盃一座、獎狀一張及英國決賽參賽資格 

亞軍* 85 分或以上 獎盃一座、獎狀一張及英國決賽參賽資格 

季軍* 85 分或以上 獎盃一座、獎狀一張及英國決賽參賽資格 

金獎* 85 分或以上 獎牌一面、獎狀一張及英國決賽參賽資格 

銀獎 80-84 分 獎牌一面及獎狀一張 

銅獎 75-79 分 獎牌一面及獎狀一張 

優異獎 50-74 分 獎狀一張 

其他 49 分以下 參賽証書一張 

*分齡組、考級組及視頻賽金獎或以上成績，將獲赴英決賽之參賽資格，如參賽者放棄，其參賽資格將

由大會另作安排。 

**各組別之冠、亞、季軍按組別成績順序而定，項目冠、亞、季軍須獲金獎成績，如該項目沒有參賽者

達到分數要求，獎項將會取消。 

***如項目不足五人參加，該項目只設冠軍一名；如項目不足三人，該項目不設名次。 

優秀指導獎 

指導者 / 單位 指導 5 位或以上次參賽者參賽，將獲頒「優秀鋼琴培訓獎」 

指導者 / 單位 指導之參賽者超過 5 名以上獲銀獎或以上成績，將獲頒「卓越鋼琴指導獎」 



                                                                                        

比賽重要日期 

日期 重要事件 

2020 年 12 月 15 日 開始收集報名表及演奏影片 

2021 年 2 月 19 日 截止報名及停止收集演奏影片 

所有檔案需於 2021 年 2 月 19 日 23 時 59 分前提交 

2021 年 2 月 28 日 電郵發出比賽通知書 

2021 年 3 月 14-31 日 實體賽及視頻賽進行 

2021 年 8 月 (待定) 英國決賽及音樂營 

 

比賽規則: 

1. 所有參賽者一經遞交報名表，即表示完全明白、接受及同意遵守本賽事之章程及規則內之所有條

款。 

2. 一切章程、規則及資料，均以網上之最新公佈為準。各參賽者需自行留意本會之公布。 

3. 參賽者可選擇參加多於一項賽事，惟不能於相同組別中重覆報名。 

4. 賽會於報名時並不負責檢查參賽者是否符合參賽資格，參賽者需於比賽當天準備有效之身份証明文

件予大會工作人員核對身份及資格。 

5. 任何不符合參賽資格、不遵守本會要求或違規者，不論賽前或賽後，均可能被取消資格而不獲另行

通知，以及不獲發還報名費。 

6. 所有報名費一經繳交，不論任何原因，均不可退還或轉讓。 

7. 所有組別之比賽日期、時間、出場序及地點，由賽會全權安排，參賽者不得異議或更改。 

8. 分齡組賽事必須背譜演奏；其他組別不設限制，參賽者可自行選擇。 

9. 參賽者演奏時，除 D.C. 及 D.S 之指示外，無需重覆演奏。 

10. 評判認為在能給予參賽者評分或評級的情況下，評判有權於適當時間終止參賽者之演奏，而不影響

成績。 

11. 參賽者演奏之樂曲不屬比賽範圍內之樂曲，評判有權不作評分。 

12. 評判對一切藝術事宜有最終決定權，任何人士不得異議。 

13. 比賽場地之座位將優先留予該場比賽之參賽者。如個別場地座位不足，陪同參賽者之老師或家長有

機會不獲安排進場。 

14. 不得於場內使用任何通訊或電子產品，亦不可攝影、錄音或錄影任何比賽過程（包括評判給予評語

及宣佈賽果部份），違者將被請離場。 

15. 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如在比賽場地造成滋擾，將被請離場甚或取消參賽資格。 

16. 所有關於賽事之照片、錄像及錄音，版權均屬主辦及承辦單位擁有。 

17. 出席比賽之人士應看管其個人財物，任何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18. 場地規則一律跟據場地單位之條款訂立，如有違規將影響參賽資格。 

19. 賽事之分紙將於賽事完結時派發，未能即時領取之參賽者可於賽事完結後兩個月內到指定地點領

取，否則所有相關獎品及文件全權由本會處置。 

20. 所有比賽相關之任何決定及判決，主辦單位有最高及最終之決定權。 



                                                                                        

21.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及調整比賽相關之章程、規則、獎項、評委及所有比賽安排，所有修改均以網上

發布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決賽資訊 

 

晉入英國決賽之選手會按年齡編入決賽組別，組別如下: 

 

組別 參賽資格 演奏規定時間 曲目要求 

B 組 6 - 7 歲 每人不超過 3 分鐘 自選一首或多首鋼琴獨奏作

品，不限風格、不限體裁。 C 組 8 - 9 歲 每人不超過 5 分鐘 

D 組 10 - 11 歲 

E 組 12 - 13 歲 

F 組 14 - 15 歲 每人不超過 6 分鐘 

 G 組 16 - 17 歲 

H 組 18 歲以上 

PA 組 16 歲以下（未滿 16 歲） 每人不超過 15 分鐘 自選兩首不同風格的鋼琴獨奏

作品 

第一首: 選自海頓、莫札特、

貝多芬及舒伯特的任何一首奏

鳴曲之快板樂章 

第二首: 一首浪漫時期或現代

派自選作品 

(限時 10 分鐘) 

PB 組 16 歲以上 

1) 年齡計算以 2021 年 1 月 1 日為界限 

2) 選手的演奏少於或超過規定時間不會被扣分，評委根據現場時間安排有權打斷選手演奏，但

不會扣分。 

3) 選手們需根據自己的實際演奏水準和能力來選擇曲目，評委們希望欣賞到品質高而不只是難

度高的演奏。 

4) 英國總決賽每組第一名獲獎者可獲得 150 英鎊的獎學金。 

5) 其他決賽及音樂營之資訊將會於初賽完結後發放。 

 

 

 

 

 

 

 



                                                                                        

繳費方法: 

 是次賽事不接受支票及現金付款，存款証明(入數紙或其他付款圖檔)需上載於網上存取空間，存放

於相同文件夾內，並提交該文件夾之共用連結，共用連結需同時供本會下載。 

 

如以銀行轉帳、入數或「轉數快」支付，可存入以下銀行戶口: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戶口名稱： C.C.S.A. Co. Ltd  

戶口號碼： 747-040046-001  

「轉數快」FPS ID：3007424 

(請保留收據並以確認付款附有交易編號之截圖作付款証明一併遞交。) 

 

如以 PayMe / 轉數快 / 微信支付 / 支付寶 付款，請於附款信息備註，清楚填寫賽事名稱及參賽者姓

名，並以確認付款附有交易編號之截圖作付款証明。 

 

以 Paypal 付款，付款通知及連結，將於報名手續完成後，發送至登記電郵地址，請於截止報名日期前

完成付款程序。 

  

 

繳費方法詳情可參閱本會「比賽綜合章程規則」。 

 

 

 

 

 

 

 

 



                                                                                        

章程及規則： 

 

「2021 英國 Purcell 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 (香港分區賽)」將跟據香港競技評核總會之「比賽綜合章程規

則」、「不需出席場地賽事附加規則」及是次賽事之附加章程規則進行，參賽者一經報名，即已明白及

同意遵守各章程規則之內容。主辨單位全權保留對參賽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查詢 

聯絡辦事處地址：九龍灣宏開道 16 號德福大廈 1604 室 

電郵：cs@hkcaa.org.hk  

聯絡電話：6093  2450 (w/ whatsapp) 

傳真：3010 8123 

 

 

mailto:cs@hkca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