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KO 星 CON 2022 歌唱比賽 

06 NOV 2022 (SUN) 18:00 P.M. 

1. 開埸 

2. 青少年組決賽 

3. 表演環節 

4. 公開組決賽 

5. 互動環節 

6. 表演環節 

7. 評判分享 

8. 宣布賽果及參賽者分享 

9. 大合照 

 

 

場地規則 

各位觀眾：為了令大家對今次演出留下美好印象，在節目進行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及發

光的裝置，多謝合作。 

參賽者及觀眾進入場地時，需做齊以下步驟： 

（1）使用「安心出行」掃描場所二維碼； 

（2）將「疫苗通行證」二維碼給處所的「驗證二維碼掃瞄器」裝置進行查核及記錄。 

 

 

青少年組出場序 

1. 吳凱琦-娛樂人生 

2. 梁靄澧-忘川 

3. 祝樂-你，好不好 

4. 鄧心如-Easy on me 

5. 崔卓韜-銀河修理員 

6. 劉紫婷-在錯誤的宇宙尋找愛 

7. 方善美-魚 

8. 林熙儀-嘉賓 

公開組出場序 

9. 朱焯安-你會在那呢 

10. 黃璟霖-森林 

11. 潘敬文-留低鎖匙 

12. 王書瑩-留低鎖匙 

13. 鄧小寶-幸福了然後呢 

14. 李肇軒-小心地滑 

15. 蔡明志-下一束光 

16. 陳思朗-沙龍 



 

 

 

《TKO·星·CON 歌唱比賽 2022》  

比賽章程 

參賽對象 
年齡介乎 14 至 29歲之青少年，對歌唱具有濃厚興趣者，均可參加。 

 

比賽細則 

宗旨: 歌唱比賽以「Sing Out Loud 唱出自我」為主題，讓青少年可以發揮音樂才華的機會，增加

參賽與參加者互相交流的機會，並實踐對音樂的夢想。 

 

1. 比賽組別: 青少年組 (14-18 歲)、公開組 (19-29 歲) 

2. 比賽形式: 獨唱 

3. 費用 (有效會員)：$80   

4. 每組別名額：20人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5. 比賽進程 

 

初賽  決賽 

日期：2022 年 10月 30日(星期日)     日期：2022 年 11 月 6日(星期日) 

時間：14:00-17:00  時間：17:30-21:30 

地點：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大厦 25/F 

地址：將軍澳明德邨明覺樓樓下  地址：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厦 

內容：參加者比賽限時可以最多 1.5 分鐘

演繹歌曲，由評判選出每組各 8名參賽者

進入決賽。 

 內容：入圍決賽者將於當天同場進行競賽，

由評判團即時選出及頒發冠、亞、季等奬

項。 

 

6. 專業評審 

由專業歌唱導師及音樂教育者組成評判團，按參賽者的歌唱技巧(30%)、音準(30%)、台風

(10%)、情感(10%)、演繹 (10%)及咬字吐詞(10%)等方面作評分準則。 

 

每組別均設奬項： 冠軍、亞軍、季軍及最佳台風奬  可獲奬座乙個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主辦︰ 



 

報名方法 

1. 親臨本單位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報名及繳費。 

2. 網上報名：參加者可於網上報名辦理報名手續。 
i. 青少年組：

https://easymember.hk/eportal/Program/ProgramDetail.aspx?PID=22006566-7  
ii. 公開組：

https://easymember.hk/eportal/Program/ProgramDetail.aspx?PID=22006566-4  
2. 網上報名必需先成為青協會員。(登記網站：https://easymember.hk/) 

報名所需文件及手續 

1. 登記成為香港青年協會會員  

2. 參賽費用： $80 

3. 繳費後 必須 於以下網站填寫【參加者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參賽歌曲名稱】 

https://forms.gle/ax2fFrBMB37ru25k7 及 提交比賽音樂 (MMO)【 需於報名後三個

工作天內電郵至 tkosingcon2022@gmail.com】 

備註： 

 電郵主旨請按照例子寄出： e.g. 陳大文-參賽歌曲名稱 

 若以原創歌曲或改編歌曲參賽，必需同時附上歌詞一份。 

 所有報名，必須已繳交報名費及交齊所需文件，方可作實。 

截止報名日期: 2022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一)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可以粵語、國語及英語參賽。所有參賽歌曲，一經申報，不得更改。 

2. 歡迎以原創歌曲或改編歌曲參賽，惟歌詞不得涉及粗言穢語、不雅、政治宗教、種族歧視、

暴力及色情字句，違規者將自動取消參賽資格。 

3. 參賽者在初賽及決賽中須提交伴奏至大會及自行備份，本單位只接受MP3格式之純音樂伴

奏(其他格式之伴奏恕不接納) 參賽。 

4. 比賽當日須出示身份證以核實參賽者資格。 

5. 參賽者出場次序由大會抽籤編定參賽者不得異議，(27/10 為公開抽籤日期，詳情請留意單

位網頁)， 

6. 參賽者須於大會指定時間到達會場報到，大會有權取消遲到者的參賽資格。 

7. 有關比賽消息及活動安排，本單位將以電郵及互聯網形式發佈，請自行密切留意。 

8. 參賽者須準時出席比賽，本單位有權取消遲到或缺席者的參賽資格。 

9. 所有參賽的出線者資料(包括姓名、相片、參賽歌曲及片段)，均會上載於本單位網頁。  

10. 參賽者不論出席與否，所有報名費用一概不會發還。  

11. 參賽者須遵守大會及評判決定。 

12. 本單位有權修改比賽規則，並保留最終決定權。  

賽果公佈日期 

入選決賽的名單將於 10月 31 日公佈。參賽者可於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網頁或 FACEBOOK內查

閱決賽入圍結果，所有入選者亦會收到 WhatsApp 短訊通知。  

 

https://easymember.hk/eportal/Program/ProgramDetail.aspx?PID=22006566-7
https://easymember.hk/eportal/Program/ProgramDetail.aspx?PID=22006566-4
https://easymember.hk/
https://forms.gle/ax2fFrBMB37ru25k7
mailto:tkosingcon2022@gmail.com


 

比賽規則 

初賽 

 比賽限時最多 1.5 分鐘演繹歌曲 
 參賽者可自由剪輯歌曲段落作賽 
 參賽者最遲須於 2022 年 10 月 27日前以 E-mail (tkosingcon2022@gmail.com)形式提交伴奏音

樂，本單位只接受MP3格式之純音樂伴奏(其他格式之伴奏恕不接納)參賽，否則取消比賽資
格。 

決賽 

 參賽者可另選歌曲參與決賽 
 參賽歌曲時間不限 
 參賽者須於 2022 年 11 月 2 日或以前以 E-mail (tkosingcon2022@gmail.com) 形式提交決賽歌

曲名稱及伴奏音樂，本單位只接受MP3格式之純音樂伴奏參賽，其他格式之伴奏恕不接納。 
 大會將評選出各項奬項的得主。 
 

**查詢 
 

單位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負責人 許瑩瑩 (Nicole) 

地址 將軍澳明德邨明覺樓樓下 

電話 2623-3121 

傳真 2623-6121 

電郵 tkosingcon2022@gmail.com 

FB hkfyg.tko 

IG hkfyg_tko 

開放時間 星期一      14:00 – 18:00 

星期二至六 14:00 –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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