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風亮節

2.	 紫氣東來

3.	 運籌帷幄

4.	 俠骨雄心

5.	 心高氣傲

6.	 山鳴谷應

7.	 風雨同舟

8.	 吐氣揚眉

9.	 發奮圖強

10.	當機立斷

11.	鬼斧神工

12.	百鍊成鋼

13.	決勝千里

14.	一呼百應

15.	虎嘯風生

16.	龍行虎步

17.	旋轉乾坤

18.	雷霆萬鈞

19.	電光火石

20.	生龍活虎

21.	威武不屈

22.	萬眾一心

23.	力拔山河

24.	勇冠三軍

1.	 行雲流水

2.	 堅如磐石

3.	 歡欣鼓舞

4.	 豐富多采

5.	 氣象萬千

6.	 爭分奪秒

7.	 銳不可擋

8.	 五光十色

9.	 勇往直前

10.	人傑地靈

11.	得心應手

12.	動人心弦

13.	五彩繽紛

14.	聲威大震

15.	叱吒風雲

16.	神采飛揚

17.	瞬息萬變

18.	喜笑顏開

19.	突飛猛進

20.	鬥志昂揚

21.	不同凡響

22.	出神入化

23.	爐火純青

24.	朝氣蓬勃

安全貨倉集團全力支持
Safety Godown Group presents

廿四式（首創版）

兩套火熱24式・挑戰你的無限創意
樂團服裝 Official Wardrobe 指定酒店 Official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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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樂 團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助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中樂團為香港文化中心場地伙伴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is 

a Venue Partner of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第十四屆

香港活力鼓令24式
擂台賽 The 14th Hong Kong Synergy 

24 Drum Competition

立即觀看兩套廿四式示範 
http://www.youtube.com/HKCO

冠 名 贊 助  Title Sponsor

廿四式（十周年版）

樂 曲 網 上 收 聽 
HKCO Music Online Streaming

獲獎隊伍
有機會參

與2017年5月20日	

「千水情
」音樂會

之演出

參賽隊伍
可獲頒證

明書



第十四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 比賽章程

組別詳情

大中華區校際組 ︱ 幼稚園及小學組‧中學及大專學校組

參賽人數最少2人，最多50人，可於兩套「香港活力鼓令24式」之第1式至24式內自選配搭
表演招式及動作，時間以不超過6分鐘為限。（但必須列明所引用的招式名稱）

特殊學校及復康機構組*

參賽人數最少2人，最多50人，可於兩套「香港活力鼓令24式」之第1式至24式內自選配搭
表演招式及動作，或可根據「香港活力鼓令24式」為基礎作改編，時間以不超過6分鐘為
限。（但必須列明所引用的招式名稱）

* 若參賽機構之隊伍屬本港註冊的特殊學校／復康機構／慈善機構將獲豁免報名費。參賽者必需為特殊或復康人士。
報名時，需連同有關的證件副本一同遞交。若參賽隊伍成員包含非特殊或復康人士，樂團依然會接受其報名申請及
參賽，唯該隊伍將不會獲得任何獎項。

#  如參賽者／隊伍使用太多非中國鼓類的敲擊樂器，評審團有權作出扣分或取消其參賽資格。

長青組**

參賽成員必須超過60歲或所屬團體為註冊之長者服務機構，人數最少2人，最多50人，可於
兩套「香港活力鼓令24式」之第1式至24式內自選配搭表演招式及動作，或可根據「香港活
力鼓令24式」為基礎作改編，時間以不超過6分鐘為限。（但必須列明所引用的招式名稱）
**若參賽機構之隊伍屬本港註冊的長者服務機構／慈善機構將獲豁免報名費

# 如參賽者／隊伍使用太多非中國鼓類的敲擊樂器，評審團有權作出扣分或取消其參賽資格。

迎新組***

參賽人數不可少於4人，可於兩套「香港活力鼓令24式」之第1式至8式內自選配搭表演招式
及動作，時間以不超過6分鐘為限。（但必須列明所引用的招式名稱）
***參賽者必須從未在歷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中獲取任何獎項

親子組

必須為家庭成員組合，可自組一個以至多個家庭組合，而每個家庭必須有兩位或以上成員參

與，不設人數上限。可於兩套「香港活力鼓令24式」之第1式至8式內自選配搭表演招式及動
作，時間以不超過5分鐘為限。（但必須列明所引用的招式名稱）

指定曲目組

▌《滾核桃》王寶燦、郝世勛曲

參賽人數不可少於4人，表演曲目必須按照主辦機構提供之鼓譜為標準，不得隨意改動否則
將有機會被取消資格。

▌《牛鬥虎》王國杰曲　王寶燦編

參賽人數最少2人，表演曲目必須按照主辦機構提供之鼓譜為標準，不得隨意改動否則將有
機會被取消資格。

▌《龍騰虎躍》（選段）李民雄曲　閻學敏、錢國偉整理

參賽人數不可少於5人，表演曲目必須按照主辦機構提供之鼓譜為標準，不得隨意改動否則
將有機會被取消資格。

自由式組

參賽人數最少2人，最多50人，可自由選擇演奏的鼓譜或自訂鼓譜，招式及動作不限，應以
鼓為主要元素＊，亦可以加入少量敲擊樂器作伴奏，時間以不超過7分鐘為限。

• 參賽者可參與自由式組內不同的隊伍，唯比賽曲目不能相同。

• 獲得「最佳編曲」 之編曲者將與樂團簽訂合作協議，並訂定相同人員將不能使用該曲再
次參賽的規定（組名可繼續使用，唯必須更換組員）

* 中國鼓、醒獅鑼鼓、日本鼓、非洲鼓等。

未來鼓王爭霸戰（歡迎任何已達專業演出水準人士參加）

參賽人數為1人，可自由選擇演奏的鼓譜或自訂鼓譜，招式及動作不限，應以中國鼓為主要
元素，亦可以加入少量敲擊樂器作伴奏，時間以不超過7分鐘為限

• 請參賽者於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前預先郵寄影帶（不可經過任何處理或剪輯），入
選者再到港直接參賽（決賽）。

# 如參賽者／隊伍使用太多非中國鼓類的敲擊樂器，評判團有權作出扣分或取消其參賽資格。

注意事項

各學校／團體可派出多於一隊之參賽隊伍，唯每隊之參賽者於同一組別參賽時不能相同。（自由

式組及未來鼓王爭霸戰除外）

每隊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各種大小、不同類別之中國鼓組合，但不能使用其他樂器。（特殊學校及

復康機構組、長青組、自由式組及未來鼓王爭霸戰除外）

每隊參賽者可自行設計服裝、隊型及創意性的佈置。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於比賽前兩星期將樂譜及鼓陣圖交回主辦機構以作參考。（指定曲目參賽組別

除外）

所有組別如參賽者表現欠佳或未達應有水準，獎項或可從缺。唯主辦機構保留一切奬項最後決定權。
**如違反上述事項，主辦機構有權終止參賽者比賽的權利**

比賽日期及地點

初賽及決賽：2016年10月15-16日（星期六及日）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小學組決賽：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評審標準

精神面貌及台風、節奏準確性、動作整齊性、強弱變化處理、隊形、服裝、佈置創意

籌委會名單

主席： 閻惠昌先生（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

副主席： 閻學敏先生（香港中樂團署理樂團首席兼敲擊首席）

 錢敏華女士（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

成員： 周熙杰先生（香港中樂團駐團指揮）

 陸健斌先生（香港中樂團敲擊副首席）

 錢國偉先生（香港中樂團敲擊助理首席）

 王東先生（香港中樂團敲擊助理首席）

評判名單

將邀請著名鼓樂演奏家及資深音樂人擔任

獎項

每隊／團將獲發參賽證明書

各組別均設以下優勝獎項

冠軍：港幣三千元正及獎盃

亞軍：港幣一千五百元正及獎盃

季軍：港幣一千元正及獎盃

未來鼓王爭霸戰比賽

優勝者乙名：港幣三千元正及獎盃，另有機會獲得香港中樂團獨奏家演出合約一份。 
  （唯主辦機構保留一切獎項最後決定權）

截止報名日期

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參賽辦法

報名費： 每隊港幣300元正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或 恒生銀行賬號：388-487-688-001）如外地匯款，手續費需由參賽者支付。

報名方法： 請將報名表及報名費（支票或入數紙）以郵寄或親臨 
香港中樂團（地址：上環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市政大廈7樓）遞交。 
信封面請註明：「香港活力鼓令24式」

主辦單位將提供「香港活力鼓令24式」樂譜及示範VCD、「香港活力鼓令新24式」樂譜及示範
DVD予每隊參賽隊伍。如有需要，參加指定曲目《滾核桃》、《牛鬥虎》及《龍騰虎躍》之組別
可向主辦單位索取有關樂譜參考。

查詢電話：3185 1606陳小姐｜電郵：mary@hkco.org

第十四屆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 報名表格

參賽隊伍： （中）

（英）

所屬團體／學校名稱： （中）

（英）

參加人數：

參加組別： 大中華區校際組 幼稚園及小學組

  中學及大專學校組

  特殊學校及復康機構組

長青組

迎新組

親子組

指定曲目組 《滾核桃》

  《牛鬥虎》

  《龍騰虎躍》

  自由式組

未來鼓王爭霸戰

參賽隊伍／團體／負責人：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地址：

學校／團體蓋印及 
負責人簽署：

日期：

1. 獲獎隊伍將有機會參與香港中樂團於2017年5月20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的 
 「千水情」音樂會之演出。

2. 每一個參賽隊／團將獲發參賽證明書

3. 一份表格只適用於參加一個組別。    

Please visit www.hkco.org for English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