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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 
比賽安排更新須知（分組賽） 

（公佈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 
為配合防疫工作、保障參賽者及工作人員的健康及維持比賽的進行，現更新分組賽比賽形式，參賽

者可選擇繼續參賽或退賽；選擇繼續參賽的參賽者必須遵守以下比賽安排，如選擇退賽的參賽者請

按第 6 點提出申請。 
 
1 新比賽形式、流程及重要日期 

1.1 比賽形式︰因疫情關係，本屆分組賽改為採用“參賽者自行錄影，評審遙距評分”形式進

行。 
1.2 比賽流程︰ 

1.2.1 參賽者按比賽要求自行錄影； 
1.2.2 上傳比賽影片至 Google、Dropbox 或 iCloud 雲端； 
1.2.3 於指定期間內提交比賽影片連結及聲明；  
1.2.4 公佈參賽者影片提交狀態（即主辦單位是否收妥影片）； 
1.2.5 參賽者核對提交影片狀態； 
1.2.6 比賽影片於線上播放以供同組別參賽者觀賽及評審遙距評分； 
1.2.7 公佈賽果。 

1.3 重要日期（暫定）︰ 

流程 
日期 

(2022 年) 
地點 

提交退賽及更換隊員申請 
由即日起至 8 月 24 日下午 4

時，逾期不接納 
電郵至 cjmm@icm.gov.mo 

公佈參賽情況 8 月 31 日 比賽網頁→賽程 
評審名單公佈 9 月 28 日 比賽網頁→評審 
參賽者錄影 由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 自行決定 

上傳影片 由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 
Google、Dropbox 或 iCloud

雲端 
提交比賽影片及聲明 

（一經提交，不得更改）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2 日下午

4 時，逾期不接納 
電郵地址待公佈 

公佈參賽者影片提交狀態 10 月 14 日 比賽網頁→賽程 
比賽影片提交狀態 

核對及查詢 
10 月 14 日至 19 日 

辦公時間 
查詢電話待公佈 

比賽影片線上播放 
10 月 29 日至 30 日， 
只限於指定時間播放 

播放連結將電郵至參賽者

郵箱 
公佈賽果 11 月 16 日 比賽網頁→獎項及賽果 

電子評分表派發 11 月 16 日至 19 日 將電郵至參賽者郵箱 
獎狀及獎金領取 待定 文化局大樓 
特別大獎賽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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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賽影片錄影要求︰ 

參賽者必須按照以下要求進行錄影︰ 
2.1 比賽影片內之演奏者為參賽者本人。倘發現非參賽者本人演奏，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

者之比賽資格，其所獲取之獎項亦將被取消。 
2.2 每一項比賽組別提交一條影片（如參加四項比賽組別，需分別提交四條影片連結）。 
2.3 影片必須為連貫、未經剪接的拍攝原片，且必須聲畫同步和流暢。錄影過程中請勿移動錄

影器材，並需保持拍攝鏡頭穩定，避免震動搖晃，不要切換至特寫鏡頭或左右擺動。參賽

者需自行確保提交影片的畫面清晰、穩定及不變形，且聲音質素良好、不失真，以便評審

可以評估演奏的各個方面，包括音色質素和力度範圍。評審將基於自己的所聽和所見進行

評分，任何以錄影質素為由而對比賽賽果提出上訴均不獲接納。故請參賽者謹慎檢查所提

交之影片效果。 
2.4 影片不可有任何後期製作（例如聲音和畫面分開錄影後再合成、使用混音器等）或特別效

果（如配樂、音響、濾鏡、調光、字幕等）；倘發現影片經後期製作或加入特別效果，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之比賽資格，其所獲取之獎項亦將被取消。 
2.5 錄影地點︰參賽者可自行選擇合適的錄影地點。可以在參賽者的家中、學校或其他任何有

適當空間和樂器的地方。錄影除將交予評審作評分外，亦會於線上播放予其他參賽者觀

看，建議盡可能保持錄影背景的整潔。 
2.6 錄影器材︰參賽者可自行選用合適的錄影器材。在進行錄影前請設定攝錄解像度為 1080p 

HD/30 fps，建議使用橫向畫面。 
2.7 測試︰建議提前測試錄影器材，檢查燈光、錄影器材位置、電量、存儲空間及關閉影響錄

影進行的有聲或可能分散注意力的通知、盡量確保錄影場地安靜及不受噪音影響，並進行

試錄。 
2.8 影片內容︰ 

2.8.1 需清楚地拍攝參賽者全身、樂器、譜架（如使用）、演奏動作及表情。 
2.8.2 如有伴奏，亦應將伴奏者及伴奏樂器拍攝在畫面內；請注意適當地平衡攝錄參賽者和

伴奏者之演奏音量及於畫面中的影像大小。 
2.8.3 中樂打擊樂及西樂敲擊樂參賽者演奏的每件樂器都應始終可見，不需要移走樂器。 
2.8.4 重奏隊伍注意需要將每位參賽者及樂器拍攝在畫面內及展示參賽者的動作及表情。 
2.8.5 開始錄影前，請先調校好樂器。 
2.8.6 開始錄影後︰ 

i. 請作演奏前之鞠躬； 
ii. 獨奏參賽者/重奏隊員代表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其中一種語言宣讀參賽組別、

出場次序、參賽者姓名及伴奏姓名（如有）（例︰我是第 40 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小

提琴初級組 1 號參賽者陳一文，伴奏陳二文／我們是第 40 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弦

樂室內樂組 1 號隊伍陳一文、陳二文、陳三文）； 
iii. 如使用樂譜，須向鏡頭展示正版樂譜，如使用電子樂譜須同時展示付款確認文件； 
iv. 開始演奏； 
v. 在演奏期間的任何重新調校或休息均應作為連貫錄影的一部分，不需停止錄影； 
vi. 完成演奏所有參賽曲目後請作演奏後之鞠躬； 
vii. 完成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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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錄影時在場人員︰與比賽無關的人員應在演奏期間保持不動和肅靜，並遠離攝錄畫面。他

們不應以任何形式干擾、妨礙錄影或指導參賽者的演奏。 
2.10 於錄影期間參賽者可自行決定是否佩戴口罩，惟請參賽者自行評估健康風險，並參考政府

當時發出的健康衛生指引。 
 

3 影片上載要求︰  
3.1 上載平台︰參賽者的 Google、Dropbox 或 iCloud 雲端（請於賽果公佈後再刪除檔案） 
3.2 檔案格式︰MP4、MOV 或 MPG 
3.3 檔案名稱︰組別＿出場次序＿獨奏參賽者/重奏隊員代表姓名（例︰小提琴初級組_1_陳一

文、弦樂室內樂組_1_陳一文） 
3.4 檔案大小︰必須少於 2GB（暫定） 

 
4 比賽影片的提交︰ 

4.1 比賽影片須按第 3 點的要求上載至雲端後，將影片連結於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2 日下午 4
時（澳門時間，以主辦單位收到的時間為準）以電郵形式提交至指定的電郵地址（電郵地

址待公佈）。主辦單位收到電郵後的 3 個工作日內會以電郵回覆是否收妥，參賽者收到

「已收妥」的回覆電郵才視為成功提交。如於 3 個工作日後仍未收到有關回覆電郵，請於

辦公時間內致電指定電話（電話號碼待公佈）查詢。沒有提交或逾期提交均視作缺席，報

名費不獲退回。為免錯過提交期限，建議參賽者於期限結束前至少 3 個工作日提交影片連

結。 
4.2 每一項比賽組別提交一個電郵，請勿重覆提交（如參加 4 項比賽組別，則提交 4 個電

郵）。如重覆提交，主辦單位將以所收到的第一個電郵為準，故請謹慎檢查所提交之電郵

內容之準確性。 
4.3 電郵提交內容︰ 

4.3.1 電郵主旨︰40CJMM 比賽影片提交_比賽組別_出場次序_獨奏參賽者/重奏隊員代表姓

名（例︰小提琴初級組_1_陳一文、弦樂室內樂組 1 號隊伍陳一文、陳二文、陳三

文）； 
4.3.2 電郵內容需包含︰ 

i. 比賽影片連結︰請將連結複製、貼上至電郵內文，並確保影片連結為可供主辦單位

直接打開、複製及下載。如無法下載而未能評分，參賽者須自行承擔失去被評分的

責任。 
ii. 比賽影片提交聲明︰請於比賽網頁“下載區”下載，填妥並簽署後掃描成 PDF 檔或

JPEG 檔以電郵附件形式提交。 
4.4 主辦單位將於 10 月 14 日於比賽網頁上載比賽影片提交狀態名單（即主辦單位是否收妥影

片）。如有問題，請參賽者於 10 月 19 日或之前辦公時間內致電主辦單位查詢。 
4.5 比賽影片連結一經提交，表示參賽者同意本須知的比賽安排及要求，及同意主辦單位將參

賽者提交的比賽影片及相關個人參賽資料傳送予非本澳地區的評審供評分之用，並同意主

辦單位將參賽影片於線上播放以供同組別參賽者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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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奏組別更換隊員申請 
如重奏隊員因入讀相關樂器演奏專業、聲樂演唱專業或到外地升學而無法參賽，參賽隊伍可選

擇申請退賽，或可於 8 月 24 日下午 4 時或之前申請更換隊員（其他原因不予接納）。更換隊員

申請表可於比賽網頁“下載區”下載。填妥申請表後請連同被更換的隊員的入學證明、新隊員的身

份證副本提交至 cjmm@icm.gov.mo。電郵主旨請註明 40CJMM 更換組員申請_比賽組別_出場次

序_重奏隊員代表姓名（例︰40CJMM 更換組員申請_弦樂室內樂組_1_陳一文）。申請結果將於 8
月 31 日於比賽網頁的“賽程”上顯示。如申請被駁回而原隊員最終亦無法參賽，將視作缺席，

報名費不獲退回。 
 

6 退賽申請︰ 
6.1 因比賽延期舉行及更改比賽形式而選擇退賽的參賽者，可於 8 月 24 日下午 4 時或之前提

交退賽申請表至 cjmm@icm.gov.mo，報名費可獲以支票形式退回。申請表可於比賽網頁“下
載區”下載。電郵主旨請註明 40CJMM 退賽申請_比賽組別_出場次序_獨奏參賽者/重奏隊員

代表姓名（例︰40CJMM 退賽申請_小提琴初級組_1_陳一文、40CJMM 退賽申請_弦樂室內

樂組_1_陳一文）。重奏隊伍之報名費將退回予隊員代表。支票領取日期及地點將另行公

佈。申請期後不接納任何退賽申請，報名費不獲退回。 
6.2 如參賽者於 2022 年 8 月或之後開始於音樂院校或大專院校修讀相關樂器演奏專業或聲樂

演唱專業，若能證明參賽影片於開始修讀有關課程前完成錄影及提交（須提交開學日期證

明及於開學日前提交比賽影片），方可選擇繼續參加分組賽，但不得參加特別大獎賽。否

則，請選擇退賽。倘發現隱瞞不報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之比賽資格，其所獲取

之獎項亦將被取消。 
 
參賽者須遵守本須知及最新之《第四十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 – 分組賽章程》之規定，否則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如有需要，主辦單位將會根據衛生局於比賽期間發出的防疫指引，調整比賽

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