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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教育活動通告             ART002/2020 
「參加【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及【聯校音樂節 2021】事宜」 

（一至六年級有興趣同學） 
各位家長： 
    本年度【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將於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舉行；而【聯校音樂大賽

2020】將於 2021年 3月至 5月期間舉行，家長如有興趣為  貴子弟報名參加比賽（只限個人/獨奏項

目），請留意以下詳情：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比賽曲目

及報名費 

查閱比賽： 

https://www.hksmsa.org.hk/tc/ 

**本屆沿用第 72屆之比賽曲目** 

查閱比賽： 

http://www.jsma.org.hk 

報名方式

及程序 

1. 需先填本通告，以便學校處理參賽資料。 

2. 校方將代爲填寫報名表格，請家長再三查核清楚比賽

曲目。 

3. 將比賽費用存入有本校 PPS學生戶口（20/11前） 

4. 由學校遞交報名表給音樂節協會（26/11前） 

5. 留意有關比賽分組資料的公佈（2/2前） 

6. 更改資料申請（2021年 2/2-10/2） 

1. 需先填本通告，以便學校

處理參賽資料 

2. 自行上網登記註冊「學生

（個人）」會員

https://erms.jsma.org.hk 

3. 確認會員資格 

4. 登入系統自行報名及繳交

報名費 

5. 記下會員編號，以便日後

查閱有關賽事的公佈 

****

「錄影

模式」

新安排 

**** 

1. 本屆將採用「錄影模式」進行比賽。（影片規格見後頁附件 1） 

2. 請務必留意「拍攝指引」。（5/11 後網上公佈） 

3. 本校可提供協助拍攝及錄影服務的機構的資料，錄影安排

將於 2021 年 2 月至 3 月初内進行。家長如有需要，可向

校方索取有關資料作參考。 

4. 家長亦可自行採用坊間相約服務，但必須符合比賽規格。 

5. 所有錄影必須交學校統一處理及繳交。如自行處理錄影，

請於 1/3 或之前上載以下網址（學生 Email 登入），逾期將不

獲校方處理。 

上載網址：https://forms.gle/J9RRW5B3hTM993fq8 

（暫以現場比賽形式進行，如

任何特殊情況，將另行通知） 

其他事項  獨奏樂器項目均需自行訓練。 

 由於疫情及半日課關係，本年度將不進行老師訓練之獨唱項目。 

 
回條請於 10月 23日（五）或之前交班主任/後轉交梁宇薇主任。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                                                      藝術教育組 
 

請參賽者 

保留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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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影片規格 

 
 

 

【錄影模式比賽章程】（全份）：https://www.hksmsa.org.hk/download/73MReg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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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及【聯校音樂節 2021】事宜」   回 條  ART002/2020 

(不參加者無需交回）（參加者 10月 23日（五）或之前交班主任/後轉交梁宇薇主任） 

 

本人同意敝子弟        班學生             (     )參加上述比賽。 

1a. □敝子弟擬參加【第 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並知悉校方代爲處理報名表事宜。 

1. Code:____ Class:______ 曲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費：$______ 

2. Code:____ Class:______ 曲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費：$______ 

**校方將代爲填寫報名表格，請務必查核清楚比賽曲目資料。** 

b. □本人將於 11月 20日前在敝子弟之 PPS電子繳費戶口存入比賽費用共 $___________。 

c. □本人欲索取有關比賽錄影服務的資料。 

d. □本人自行處理錄影，並會按時（1/3前）上載學校有關網址。 

 

2a. □敝子弟擬參加【聯校音樂節 2021】，並將自行處理報名事宜。 

1. 組別（樂器）:_______ 賽事項目編號:_________ 

2. 組別（樂器）:_______ 賽事項目編號:_________  

 b. □本人已註冊為【聯校音樂協會】會員，學生會員編號：___________。 

    此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日  期:                      

                                                             聯絡電話:                    

 

註：回條請於 10月 23日（五）或之前交班主任/後轉交梁宇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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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錄影服務安排 

(只派發有關學生及家長作參考，家長可自行採用坊間相約服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__________ 

1. 

選

擇 

 

機構名稱：   雅博琴行 (地址：元朗教育路 132 號文丞樓地下) 

負責人聯絡電話： 24794505 （黃小姐） 

提供有關設備： 

 名厰三角琴（附琴凳） 

 專業樂器收音加錄影 

 可提供專人拍攝及錄影片段 

有關收費： 

1） 房租：$250/半小時  2）專人錄影：$150/半小時 

2. 

選

擇 

 

 

機構名稱： Piano Arts Service 

Limited  

(地址：九龍山林道 18 號栢豪商業

大廈一樓全層(港鐵佐敦站 D 出

口)) 

負責人聯絡電話：9253 8864（即

時 Whatsapp） 

 

提供有關設備： 

 Steinway 三角琴 

 專業收音及混音、高清攝錄 

 可提供專人拍攝及錄影片段 

 

有關收費：全包（見右邊海報） 

 

選擇 1：錄影後，機構將影片直接代爲交學校 /機構將影片交家長後，家長自行上載。  

選擇 2：家長帶備 USB 將影片存檔，自行上載有關影片到學校相關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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