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URSING STAFF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25-27號慶雲商業大廈三樓 3/F., Hing Wan Commercial Building, 25-27 Parkes Street, Jordan, Kowloon. 

 總機電話及二十四小時傳真熱線： 2314 6900 Website : http://www.nurse.org.hk E-mail : info@nurse.org.hk 
 親子天地 福利部 電器部 保險部 教育部 會籍部 勞資及公共關係部

 電話：2314-6925/6945 2314-6910/6961 2314-6924/6941 2314-6912/6944 2314-6911/6977 2314-6927/6915 2314-6962 

 傳真：3521-0321 3521-0434 3521-0434 3521-1540 3521-1540 3521-1540 2314-1997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such message from us, please call us on telephone 2314-6962 or fax 2314-1997 so that we can stop sending 

you our messages in future. 

如果 閣下不想收到本會所發出的這類資料，請致電 2314-6962 或以傳真方式(傳真號碼：2314 -1997)與我們聯絡，以便日後停止傳

送資料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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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 3 屆歌唱大賽 詳情及細則 
參賽資格 

 以個人或組合形式參賽，組合人數不多於 4 人 

 個人參賽者必須為本會之有效會員，組合則至少一半成員為本會會員 
 

比賽形式 

 初賽先作甄選，最後 8 強晉身決賽選出冠亞季軍 
 

歌曲規格 

 曲式不限（如流行曲或藝術歌曲等） 

 參賽者須於初賽日自備純音樂之歌曲唱碟(CD／DVD)或 USB，如未能自備音樂或唱碟未能播放淨音樂，

參加者可以清唱歌曲，另亦可自攜樂器伴奏 

 晉身決賽的參賽者須於 2014 年 10 月 6 日或之前向本會遞交純音樂之歌曲唱碟(CD／DVD)或 USB，唯

此不適用於選擇自攜樂器的參賽者 

 參賽歌曲長度不可多 於 4 分鐘，歌詞亦不得含有不雅成份 
 

賽程安排 

 日期 時間 地點 

初賽 8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 1 時至 5 時 
佐敦白加士街 29-31 號嘉士商業中

心 6 樓 賽前歌唱技巧指導班 
9 月 27 日、10 月 25

日(星期六，共兩堂) 

下午 4 時正至 5

時 30 分 

決賽 11 月 1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 5 時 
觀塘翠屏道 3 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

心 1 樓禮堂 
 

獎項 

 冠軍：現金獎 HK$3,000 及精美獎盃 

 亞軍：現金獎 HK$2,000 及精美獎盃 

 季軍：現金獎 HK$1,000 及精美獎盃 
 

報名按金 

 每個參賽單位 HK$100 (出席初賽及決賽[入圍者]將獲安排退還) 
 

報名方法 

1. 填妥下列報名表格，傳真至 2314 1997；並郵寄支票 100 元(抬頭：香港護士協會)至本會以下地址；或 

2. 填妥下列報名表格連同支票 100 元(抬頭：香港護士協會)郵寄至本會以下地址；或 

3. 親臨本會 4 樓會籍部遞交      *本會地址：佐敦白加士街 25-27 號慶雲商業大廈 8 樓勞資及公共關係部 

4. 登入本會網頁提交報名表格：http://www.nurse.org.hk 

截止報名日期：2014 年 8 月 1 日 (星期五)                                        查詢：2314 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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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 3 屆歌唱大賽 報名表格 

比賽細則： 

 每人只限參賽一次； 

 嚴禁選用不雅歌曲，護協保留最終選曲決定權； 

 嚴禁使用盜版及演唱會版之唱片，參賽者必須確保參賽歌曲音樂並沒有侵犯任何版權條例，並須自行承

擔相關法律責任； 

 所有參賽歌曲，一經選定，不得更改； 

 歌曲限時最多 4 分鐘，評判可視乎情況延長或縮短時限； 

 比賽形式、程序及結果以本會及評判團之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本會有權修改比賽章則而無須作另行通告，護協對比賽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參賽者資料： 

 中文姓名 會員證號碼 所屬醫院/機構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1 

(聯絡人) 
     

2      

3      

4      

 歌詞請於 2014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或之前電郵至 member@nurse.org.hk  

參賽歌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歌曲時間：約___分鐘) 原唱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本隊伍現謹此聲明：本人／本隊伍已明白並同意遵守以上各項比賽細則。  

 

簽署：       姓名：           日期：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報名參加「2014 年第 3 屆歌唱大賽」之用，並只供香港護士協會

查閱。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參賽者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參加表格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如

欲行使這項權利，可致電 2314 6963 與本會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