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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決賽優勝選手將獲得：

獲獎選手將獲得國際比賽委員會頒發的獲獎證書，參加獲獎者音樂會

有機會與國際音樂經理人簽訂演出合約

組委會還將免費為學員提供赴意大利、美國學習、交流以及深造的機會

「2019 意大利米兰威尔第国际声乐大赛」
报名表格可从以下地点下载：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意大利米蘭學院

            鳳凰衛視意大利站、                 意大利 Radiowe 電台、意大利華夏之聲 ChinaFm 電台、                意大利歐洲華人報

聯合主辦：米蘭音樂家協會 北京奕霄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舉行地點：香港

比賽日期
2019 年 8 月 18 至 24 日

參賽費：複賽 - 人民幣 1,500 元
決賽 - 人民幣 1,500 元

* 如該組別只設一輪賽事，將以人民幣 1500 元作為參賽費

截止報名日期
2019 年 6 月 20 日

2019
意大利米兰威尔第
国际声乐比赛
International Festival Giuseppe 

Verdi of Milan 2019

昆山美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微信扫码联系 程智先生 索取
填妥的報名表可電郵至：1522838298@qq.com

截止报名日期：2019 年 6 月 20 日
查詢電話：+86 13917710231（程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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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
參賽對象： 1. 各組參賽選手聲部不限。
 2. 中學生、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師、演員、業餘選手均可參賽。 （年齡不限）

一•外國藝術歌曲組：

包括：十七、十八世紀作曲家的聲樂作品，如受難曲、神曲、彌撒、康塔塔、音樂會詠嘆調等。

語言要求用原文演唱（作曲家不限，語言種類不限）。

初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15 分鐘）自選一首

決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20 分鐘）評委選唱一首

二•外國歌劇詠嘆調組：

語言要求用歌劇原文演唱（作曲家不限，語言種類不限）。

初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15 分鐘）自選一首

決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20 分鐘）評委選唱一首

三•外國歌劇片段和重唱組：

歌劇片段和重唱均採取一輪制進行名次排列，自選一首曲目演唱，時限 15 分鐘以內。

四•中國作品組：

初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15 分鐘）自選一首

決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20 分鐘）評委選唱一首

包括：古曲和為古詩詞譜曲的創作歌曲；中國傳統民歌、改編民歌或中國藝術歌曲；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以後創作的中國作品。

五•中國歌劇組：

初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15 分鐘）自選一首

決賽（共 3 首曲目，總曲目淨時長不超過 20 分鐘）評委選唱一首

六•中國歌劇片段和重唱組：

歌劇片段和重唱均採取一輪制進行名次排列，自選一首曲目演唱，時限 15 分鐘以內。

總決賽比賽須知
1.  除第三組「外國歌劇片段和重唱組」，和第六組「中國歌劇片段和重唱組」只設一輪賽事外，大賽其他組別均分為複賽、

決賽兩輪。所有演奏必須採用鋼琴伴奏形式。

2.  參賽曲目如有更改，必須在 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向組委會申報，比賽期間不得更改曲目。

3.  參賽選手應自帶鋼琴伴奏。無鋼琴伴奏選手可根據組委會提供的官方鋼琴藝術指導老師相關資料及聯繫方式，自行聯繫，

費用自理。

4.  現場比賽選手必須準時抵達組委會指定地點，攜帶本人護照或身份證原件到組委會指定的地點報到和抽籤。若未按時報

到，組委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 參賽者出場順序由抽籤決定，因故缺席抽籤的選手將視為棄權。

5.  在總決賽現場比賽過程中，現場比賽參賽選手需要身著演出服裝或正裝。

6.  評委在參賽選手演唱過程中有權打斷其演唱。根據參賽選手的表演質量，比賽評委會有權決定部分獎項空缺。比賽評委

會對各輪比賽的評定為本比賽不可改變的最後決定。

7.  比賽期間，參賽選手未經威爾第聲樂大賽組委會許可，不能與評委交流或接受輔導幫助。若發現此類現象，該選手將被

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 ; 如在獲獎證書頒發後發現此類現象，該選手的獲獎證書將被宣布無效 ; 同時組委會將在比賽現場

及官方網站發布上述決定的通告。

8.  每輪比賽后組委會隻公布晉級選手的名單。

附則
1. 安全保險：威爾第聲樂大賽組委會鄭重建議參賽選手自行購買相應人身及財產損害保險，並對比賽期間發生的下列意外均不承擔責任：
 (1) 參賽選手任何的人身、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害。
 (2) 參賽選手造成他人任何人身、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害。
 (3) 選手陪同人員自身或造成他人，任何人身、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害。
2. 如發生本章程中沒有規定的問題，最終解決將以威爾第聲樂大賽組委會意見為準。
3. 任何與本次比賽有關的法律事宜須適用中國法律，並由事件、行為發生地法院管轄。凡申請報名者在參賽報名表中籤名後，即視為

同意本章程中所有內容並承諾遵行。
4. 若有任何爭議，本章程將作為解決爭端的依據；威爾第聲樂大賽組織委員會對本聲樂比賽享有最終解釋權。

注：
1. 威爾第聲樂大組委會有權視參賽

選手人數對獎項做適當調整。
2. 總決賽獲獎選手將獲得威爾第聲

樂大委員會頒發的預選賽獲獎證
書，參加預選賽獲獎者音樂會。

3. 有機會與國際音樂經理人簽訂演
出合約。

4. 組委會有權視參賽選手人數對獎
項做適當調整。

獲獎名額

一等獎：一名 二等獎：二名 三等獎：三名 金獎、銀獎、銅獎：若干名



背景、目的和意義：
2019 年，喜迎我國建國七十週年，國家的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深信全國人民

將繼往開來，團結奮鬥，創建更美好的將來。我們「香港國際音樂節」將繼續以音樂藝

術為核心，以音樂發揮「樂相融，心相通」的理念。今年【第六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我們一定使活動更全面地達至跨國籍、民族、文化、地域的願景，吸引更多人士參與，

務求促進我國、本地以至海外的音樂文化互鑑，增進世界各地音樂愛樂者彼此間的認同

和尊重，從中向世界展現我國精彩的音樂文化。

歌曲歌詞創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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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

编号 组别 年龄要求 演奏时限 曲目要求 地区赛 报名费 总决赛 参赛费

LD8 新曲新詞中學組 就讀中學或 17 歲以下 5 分鐘
參賽者須以中國建國 70 週年為主題，突顯
和諧、共融和愛的精神，填寫及創作新曲新
詞，語言以普通話、粵語和華語為主，若使
用英文，其用字比例不得超過全首曲歌詞的
10%

RMB 350

HKD 400

USD 50

RMB 990

HKD 1100

USD 145LD9 新曲新詞公開組 就读大学或 18 岁以上 6 分鐘

LD 新曲新詞創作組

编号 组别 年龄要求 演奏时限 曲目要求 地区赛 报名费 总决赛 参赛费

LE8 舊曲新詞中學組 就讀中學或 17 歲以下 5 分鐘
參賽者須以中國建國 70 週年為主題，突顯
和諧、共融和愛的精神，使用以下指定曲目
填寫新詞，語言以普通話、粵語和華語為主，
若使用英文，其用字比例不得超過全首曲歌
詞的 10% 
1. 我的中國心         2. 中國人 ( 劉德華 ) 
3. 獅子山下 ( 羅文 )  4. 明天會更好

RMB 350

HKD 400

USD 50

RMB 990

HKD 1100

USD 145
LE9 舊曲新詞公開組 就读大学或 18 岁以上 6 分鐘

LE 舊曲新詞創作組

* 作品必需由歌手親身演譯 ( 比賽時需提交歌詞及 MP3 格式的背景音樂。)

* 作品必需由歌手親身演譯 ( 比賽時需提交歌詞及 MP3 格式的背景音樂。)

建 國   周 年 慶 典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