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獎及獎品總值⾼達港幣$410,000元







鋼琴組別B101 - 118 的第⼀名、第⼆名及第三名將獲美國知名線上教學網站
TONEBASE  ( www.tonebase.co  )送贈⼀個價值USD$495 終⾝會員會籍



所有弦樂組別（包括C201-206）的第⼀名獲得提琴弦及提琴⽤品網購卷⼤獎(20美元)；第⼆名及
第三名獲得提琴弦及提琴⽤品網購卷⼤獎（5美元)，由Strings By Mail贊助

C206 專業弦樂演奏家組第⼀名可獲邀參加 2021 Heatland Chabmer Music夏令營 (弦樂) 9 天
價值港幣$6,800 (預期: July 30 – Aug 7 2021)  由 Heartland Chamber Music 贊助





J803 公開組 Open Class : 第⼀名: 現⾦獎 $1,000美元 , Altamira Guitar N500 ($999美元) 
J804 成⼈公開組 Adult Class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400 ($799美元) 
J802 傑出少年組 Youth Class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200 ($399美元) 
J801 傑出兒童組 Children Class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100 ¾ size (279美元) 
J801, 802, 803, 804第⼆、三及四名 獲禮品包⼀份
J805 明⽇之星組 I Rising Star Class I : 第⼀、⼆、三及四名 禮品包⼀份
J806 明⽇之星組 II Rising Star Class II : 第⼀、⼆、三及四名 禮品包⼀份
*獎⾦、結他及禮品包由Altamira Guitars全⼒贊助

結他組別 J801 - 806 的第⼀名、第⼆名、第三名及第四名將獲美國知名線上教學網站
 TONEBASE ( www.tonebase.co  )送贈⼀個價值USD$495 的終⾝會員會籍

J802 古典結他 : 傑出少年組第⼀名可獲參加2021 伊⼠曼古典結他夏令營 (Guitar)  三星期價值港幣$15,500 (預期: July 11-30th) 只限17歲或以下之
⾮⼤專學⽣, 由 伊⼠曼社區⾳樂學校 贊助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古典結他琴挓及德國制譜架⼀個, 由 ErgoPlay 贊助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古典結他樂譜⼤獎 (50美元) ; 第⼆名、第三名及第四名獲
古典結他樂譜⼤獎(40美元)由 Productions d’Oz 贊助

所有結他組別（包括古典及⾮古典）的第⼀名獲得結他弦及結他⽤品網購卷⼤獎(20美元)；第⼆名、第三名及第四名獲得結他弦及結他⽤品網購
卷⼤獎（5美元)，由Strings By Mail贊助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得六包Augustine Strings古典結他弦；
所有第⼆名獲得兩包Augustine Strings古典結他弦，由Augustine Strings贊助

所有結他組別（包括古典及⾮古典）的第⼀名獲得古典結他琴托 – Umbra 型號 (76美元)
由Sagework Guitar Supports 贊助



全球⾳樂精英線上⼤賽
Alink Argerich Foundation 轄下之國際性賽事 

總獎⾦及獎品價值⾼達$410,000港元 

各組別之獎項第⼀名、第⼆名及第三名均獲得獎杯及獎狀

 參賽者獲得 :
90分或以上可獲發 ⾦獎榮譽獎狀
80 - 89分或以上可獲發 銀獎榮譽獎狀
75 - 79分或以上可獲發 銅獎榮譽獎狀

國際藝穗獎（A001）類別
第⼀名：1,000美元，獎杯和榮譽證書
第⼆名：200美元，獎杯和榮譽證書
第三名：100美元，獎杯和榮譽證書

鋼琴組別:
B101 - 118 的第⼀名、第⼆名及第三名
將獲美國知名線上教學網站 TONEBASE ( www.tonebase.co  ) 送贈⼀個價值$3,830 港幣終⾝會
員會籍

弦樂組別:
弦樂（包括C201-206）的第⼀名獲得提琴弦及提琴⽤品網購卷⼤獎(20美元)；第⼆名及第三名獲
得提琴弦及提琴⽤品網購卷⼤獎（5美元)，由Strings By Mail贊助

C206 專業弦樂演奏家組第⼀名可獲邀參加 2021 Heatland Chabmer Music夏令營 (弦樂)  9天
價值港幣$6,800 (預期: July 30 – Aug 7 2021)  由 Heartland Chamber Music 贊助



結他組別:

 組別 J803 公開組 : 第⼀名: $1,000美元 , Altamira Guitar N500 (999USD) 
組別 J802 傑出少年組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200 (399USD) 
他組別 J804 成⼈公開組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400 (799USD)
組別 J801 傑出兒童組 : 第⼀名: Altamira Guitar N100 ¾ size (279USD) 
 所有結他組別第⼀ 、第⼆、三及四名將獲 Altamira 禮品包⼄份

*獎⾦、結他及禮品包 (60USD) 由 Altamira Guitars 全⼒贊助

 組別 J802 傑出少年組 : 第⼀名可獲參加2021 伊⼠曼古典結他夏令營 (三星期)
價值港幣$15,500 (預期: July 11-30th) 只限17歲或以下之⾮⼤專學⽣
由 伊⼠曼社區⾳樂學校 贊助

結他組別J801 - 806 的第⼀名、第⼆名、第三名及第四名
將獲美國知名線上教學網站 TONEBASE ( www.tonebase.co  ) 送贈⼀個價值$3,830 港幣終⾝會
員會籍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古典結他琴挓及德國制譜架⼀個, 由 ErgoPlay 贊助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古典結他樂譜⼤獎 (50美元) ; 
第⼆名、第三名及第四名獲古典結他樂譜⼤獎(40美元), 由 Productions d’Oz 贊助

所有結他組別（包括古典及⾮古典）的第⼀名獲得結他弦及結他⽤品網購卷⼤獎(20美元)；第⼆
名、第三名及第四名獲得結他弦及結他⽤品網購卷⼤獎（5美元)，由Strings By Mail贊助

所有古典結他組別的第⼀名獲得六包Augustine Strings古典結他弦；所有第⼆名獲得兩包
Augustine Strings古典結他弦，由Augustine Strings贊助

所有結他組別（包括古典及⾮古典）的第⼀名獲得古典結他琴托 – Umbra 型號 (76美元)
由Sagework Guitar Supports 贊助
全⼒⽀持及贊助:



截⽌報名⽇期為10⽉31⽇
本會將於11⽉7⽇公佈⽐賽時間
⽐賽⽇期: 11⽉16⽇⾄30⽇
⽐賽⽚段平台: (Facebook Page  )  International Fringe Association 

所有參賽影⽚會使⽤直播技術讓該參賽者、家⻑和評判同步觀看。令參賽者可以透過欣賞

線上播放的⽚段互相學習，同時令到⽐賽透明度和公平性有效提⾼。

每場賽事播出後, 更會由評判講解⽐賽註意事項和公佈結果。
參賽者只需使⽤⼿提電話、電腦或任何錄像儀器，拍攝⼀段曲⽬影⽚，便可參加⽐賽。

如何申請:

1.填寫申請表或網上申請（ www.ifacompetition.com ）
2.付款⽅式：PayPal（網上申請）或⽀票（通過郵寄）或銀⾏存款單（通過電⼦郵件）或
Wechat
3.歡迎使⽤YouTube或Google雲端硬盤，或者將其演奏的視頻錄制直接發送到
info@ifacompetition.com所有錄影⽚段檔案需要寫上包含參賽者的姓名，參賽組別和歌曲
名稱. 例如A001_chan_tai_man_chopin_ballade2

 **所有錄像都可以在2020年10⽉31⽇截⽌⽇期之前通過電⼦郵件給本會�
info@ifacompetition.com 或於網上報名時上載樂譜

規則
*錄影⽚段提交後，不得更改，不接受重新提交。
 *表演的⽚段都必須保存為原始檔案，表演的所有視頻都必須保存為原始照⽚，
並且必須⼀次性拍攝/拍攝/錄制。
*錄影⽚段禁⽌編輯和混響。
*參賽者可以使⽤⼿機，平板電腦或相機等移動設備錄製表演視頻。允許使⽤外部⿆克⾵。
*服裝和拍攝場地沒有限制的
*在錄制開始時，參賽者可以先讀出他們的姓名和將要演奏的曲⽬。
*參賽者可以選擇表演視頻錄制的正視圖或側視圖。請確保您的整個軀乾和⼿都清晰可⾒。表演⼿勢，例
如⼿的動作和踏板，必須可⾒。

*允許使⽤近期表演或⾳樂會（⽇期為2020年1⽉⾄10⽉之間）中未經編輯的單次拍攝/拍攝/錄⾳。
*本會⿎勵參賽者背譜，但這不是必須的
*評判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不能上訴或爭議
*演奏者的視頻和圖像可以通過官⽅網站 ( www.ifacompetition.com )和社交媒體（Facebook:
International Fringe Association)，微信，⼩鵝通或Instagram發布
*賽事委持所有視頻擁有權，這些視頻可以⽤於將來在媒體網路上的營銷，亦不會作任何通知
*所有申請費均不退還或轉移⾄其他類別
*年齡組別 獲取第⼀、⼆、三名優勝者，需要向本會出⽰有效⾝分證⽂件才獲發證書
*獲獎者需要⽀付獎杯的運輸或快遞費⽤。
*未能遵守上述⽐賽規則的參賽者將被取消⽐賽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