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巴華夏姓氏聯合會 
第五屆華夏歌唱比賽 
沙巴亞庇林氏宗親會承辦 

 

  本 之歌唱比賽， 稱為 華夏歌唱比賽」。 

  比賽日期為  日，星期日， 午六時 十分  

  地點為位於亞庇丹絨里抜，客聯大廈之 不夜天 宮宴會廳  

  餐宴   席貴賓桌 ，  席普通桌   

  初賽日期為  日，星期六， 午二時 ，假 邦桃源鎮長虹音樂社 行  

  比賽宗旨 鼓勵健康文化活動 促進宗親會之間宗誼 提倡愛心社會 提高中華文化歌唱水

 

  比賽方式 分兩組 行 即 樂齡組 歲或以  及 青 組  至 歲  

  參賽資格 每個宗親屬會 推薦不超過每組兩位會員參賽  

  比賽規則  

   參賽者必須是非職業歌手 非歷屆之冠軍歌手 時未曾發行或者準備發行 個人專

輯  

   演唱歌曲 以是華語或者閩語 客語 粤語，潮語 瓊語，福州語等方言歌曲 參賽

歌手 任選兩首歌曲，即初賽一首和决賽另一首  

   兩組的比賽 為男女混合組    

   每組比賽結果 初賽勝出之十 優勝歌手，為決賽歌手  

   歌手之住宿費及車馬費用必須自理   

   報 截 日期  歌手抽籤日期為  於初賽開始前 分鐘內  

   參賽者必須遵守以 比賽規則 主辦當局 權終 違規之歌手的參賽資格  

 伴唱音樂 參賽者必須自備比賽用之歌曲光碟 主辦當局不負責光碟的遺失或損壞  

 評分標準 音色 % 節拍 % 技巧 % 風 % 服裝 %  

 裁判  邀請音樂界知 人士擔任    

 獎勵  兩組相 如  

   冠軍 現金 RM 及獎杯一  最佳 風 現金 RM  及獎杯一  

   亞軍 現金 RM   及獎杯一  最佳服裝  男 現金 RM  及獎杯一  

   季軍 現金 RM   及獎杯一  最佳服裝  女 現金 RM  及獎杯一  

   優勝獎 現金 RM   各   

 聯絡處 林志     林碧鳳    王芬蓮  



1. 稱 華夏歌唱比賽

2. 宗旨 鼓勵健康文化活動 促進宗親會之間宗誼 提倡愛心社會 提高中華文化歌唱水

3. 參賽資格 比賽分兩組即 樂齡組 及 青 組 ， 樂齡組 為45歲或以上，

青 組 為16至44歲 每個宗親屬會 推薦不超過每組兩位會員參賽

4. 比賽規則 a)  參賽者必須是非職業歌手 非歷屆之冠軍歌手 時未曾發行或者準備發行

    個人專輯

b) 演唱歌曲 以是華語或者閩語 語 粤語，潮語 瓊語，福州語等方言歌曲

     參賽歌手 任選兩首歌曲，即初賽一首和决賽另一首

c)  兩組的比賽 為男女混合組

d) 每組比賽結果 初賽勝出之十 優勝歌手，為決賽歌手

e)  歌手之住宿費及車馬費用必須自理

f)  報 截止日期  07/07/2018 歌手抽籤日期為 21/7/2018 於初賽開始前15分鐘內

g)  參賽者必須遵 以上比賽規則 主辦當局有權終止違規之歌手的參賽資格

5. 伴唱音樂 參賽者必須自備比賽用之歌曲光碟 主辦當局不 責光碟的遺失或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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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規則

參賽者近照一張

6. 初賽日期 21-7-2018 星期六 於 2:00 pm 假 邦桃源鎮長虹音樂社 行，1:30 pm 報到

7. 比賽日期 22-7-2018 星期日 於 6:30 pm 假丹絨里抜 聯大廈不夜天 宮宴會廳 行

8. 評分標準 音色 30% 節拍 20% 巧 20% 風 15% 服裝 15%

9. 裁 邀請音樂界知 人士擔任

10. 獎勵

冠軍 現金 RM1,200及獎杯一座  冠軍 現金 RM1,200及獎杯一座  

亞軍 現金 RM   800及獎杯一座  亞軍 現金 RM   800及獎杯一座 

季軍 現金 RM   600及獎杯一座  季軍 現金 RM   600及獎杯一座  

優勝獎 現金 RM  100 優勝獎 現金 RM  100

最佳 風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最佳 風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最佳服裝 - 男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最佳服裝 - 男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最佳服裝 - 女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最佳服裝 - 女 現金 RM   150及獎杯一座  

參賽者 (中文) (英文)

手機號碼 身份証號碼 性

聯絡地址 (住家) 出生日期

氏宗親會 稱 齡

初賽歌 決賽歌

樂齡組 青年組

參賽者簽署 宗親會蓋章

秘書處 林志  019-8805867   林碧鳳 014-6742484   王芬蓮 013-8338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