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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上海阿卡贝拉中心于 2011 年成立，是全国最大的整合性阿卡贝拉音乐推动平台，跨度

多维，包括群文推广、音乐教育、艺术深化、国际连结等功能。 

 

每年七月举办的「上海阿卡贝拉音乐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阿卡贝拉音乐活动项目，其

中「全国阿卡贝拉音乐大赛」亦为国内规格最高的阿卡贝拉赛事。在与国际阿卡贝拉平台

「Vocal Asia」联手合作下，多年来引进无数欧美阿卡贝拉大师团队巡回演出，开设大师班。

2012 年整合全国数十支团队挥军参与北京草莓音乐节，开设「阿卡贝拉舞台」；同年并担任

深圳卫视「The Sing-Off 清唱团」阿卡贝拉选秀节目唯一音乐顾问与联盟合作伙伴；扶植成

立「上海 Mono」、「Single Singers」等民间阿卡贝拉推动组织，并以群文推动为目标，规

划设计一系列全民工作坊、亲子工作坊，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大力支持下与各区街道文化

馆、中心合作，鼓励社会各阶层欣赏阿卡贝拉之美，并成立演唱组合。 

 

同时与徐汇区文化局深度联盟合作，举办包括 2015 上海阿卡贝拉国际艺术节等国际等

级项目，并延伸成立「上海阿卡贝拉市民大赛」、「上海阿卡贝拉联盟」等重要推动项目组织，

让阿卡贝拉成为上海重要文化特色；同时延伸至全国，与各地有意推动阿卡贝拉教学之政府

单位与教学机构深入合作。并且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徐汇区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的推动协助下，用阿卡贝拉带起两岸青年们更多元的文化交流与艺术发展。 

 

在教育推广方兴未艾之余，亦戮力关注阿卡贝拉艺术深度发展。从引进国外大师知识技

术，提升国内团队质量做起，鼓励改编中文歌曲、原创歌曲；并主导主题性制作音乐会，并

与传统戏曲、各地民歌及文化特色结合，发展属于中国的阿卡贝拉并走向世界。「全民齐唱，

用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歌，唱响世界！」是上海阿卡贝拉中心努力不懈的目标，用注重和谐、

聆听、分享的阿卡贝拉来让社会更美好，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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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本次大赛 

 

现代阿卡贝拉(Contemporary A Cappella) 作为亚洲当前的热门新兴音乐艺术形式，以

传统合唱艺术为基础，结合现代音乐、乐器模仿、音响技术、肢体及舞台表现，已成为唯一

一项受到全年龄层欢迎的综合性艺术，推广者众，演唱者及爱好者不计其数。而以音乐教育

观点看待阿卡贝拉，可以说是一种好处极多的全方位团队式教育形式！除了可以学习到音乐

基础理论、和声基础、舞台呈现方式、团队合作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许多音乐学习的过

程是孤独而倚靠个人苦练的，但阿卡贝拉则能够以群体学习的前提下，提供音乐最本质的愉

悦，理解彼此聆听与分享、共同创作、达成和谐善美的目的。与其说阿卡贝拉提供了一个极

佳的音乐学习环境，毋宁说我们能够从阿卡贝拉中得到了让人更加美好、让社会更加和谐、

让音乐为世界带来更多精神富裕的途径。 

 

本着持续推广阿卡贝拉作为中国音乐教育重要一环的精神，我们在累积了多年基础后，

决定于 2019 年发布阿卡贝拉教育推广最重要的环节：开办全国少儿现代阿卡贝拉音乐大赛。

将阿卡贝拉音乐推广年龄层于少儿阶段全面加强，以比赛作为一可见的目标，鼓励全国符合

资格的少儿团队及指导老师练习阿卡贝拉，透过竞技的方式彼此分享与学习。 

 

基于现代阿卡贝拉的各项特质，在本次比赛中，我们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阿卡贝拉教育

名家，于指导环节中提供丰富的经验观点给参赛团队与指导老师，并提供完整的音响环境与

专业音控老师来练习与比赛，让参赛团队能够在最完备的环境中体验现代阿卡贝拉音乐；同

时邀请经验丰富的国际少儿团队以及专业国际团队演唱，现场感受阿卡贝拉魅力并设立努力

目标；同时针对指导老师们，邀请名家主持赛后点评与教学实务研讨会，彻底达成「教学相

长」理念，使得老师、同学一同成长进步，于每年参赛的过程中达成新的体会，预期衔接青

少年及成人阿卡贝拉教育，成员完整的学习路线，让美好的声音聚合不断，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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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信息 

1. 日期：2019 年 7 月 19 日—7 月 23 日 

           地点：上海（具体地点由主办方统一公布） 

2. 组别设定 

1） 小学组：一年级至六年级（7 岁至 12 岁） 

2） 初中组：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13 岁至 15 岁） 

 

四、 参赛资格 

1. 参赛团员最低年龄必须年满 7 周岁，报名时需随报名表附上家长同意书并有一名负责老

师带队。 

2. 报名团队所属之学校或单位仅限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3. 仅限以团队为单位报名。 

4. 参赛团队人数规定： 

小学组：5 至 20 人 

初中组：5 至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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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动流程 

活动共 5 天；含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首届全国少儿现代阿卡贝拉音乐大赛初赛及决赛、颁

奖典礼、闭幕音乐会、教学实务研讨会等活动。 

 

 

 

 

 

 

 

 

 

 

 

 

 

六、 报名 

1. 报名时间： 

1) 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完成报名者，享有早鸟优惠价格。 

2) 2019 年 5 月 20 日截止所有报名。 

    

 7 月 19 日（五） 

报到 

 

 

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 

 

    

 

7 月 20 日（六） 

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 

 

 

自主练习 

 

 

初赛试音 

 

    

 

7 月 21 日（日） 

初赛试音 

 

 

初赛 

 

 

决赛试音 

 

    

 

7 月 22 日（一） 

决赛 

 

 

颁奖典礼 

 

 

闭幕音乐会 

 

    

 7 月 23 日（二） 

教学实务研讨会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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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报名时间均以提交线上报名表并收到报名费日期为准。 

2. 报名方式：本次活动采用线上报名的方式，请点击以下报名网址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 

报名网址： https://jinshuju.net/f/v7dYcU 

 

报名二维码： 

 

3. 付款方式：随报名表进行网上缴费（详见九、收费标准与付款）。 

 

七、 报名注意事项 

1. 请严格按要求详细填写报名表内各项内容，并附上相关所需资料。 

2. 主办方对报名者资料保密，填写不清或材料不齐全者，主办方有权要求其补充资料。 

3. 报名所需补件资料请于 6 月 21 日前完成。 

4. 初赛及决赛的比赛顺序抽签方式将于报名截止后公布，会以公开的方式进行。 

5. 初赛后由评审团决定每组进入决赛名单，名单将于当天公布。 

6. 初赛评审：专业评审 3 人；决赛评审：专业评审 5 人。 

7. 初赛：指定曲一首，从主办方提供的指定曲中选出一首演唱。 

决赛：二首自选曲目（可与初赛曲目重复） 

8. 初赛指定曲目将于团队完成报名后由主办方提供曲库，团队选择一首曲目进行演唱。 

9. 报名团队需将决赛自选曲的曲谱（PDF 格式）上传至云盘，并将下载链接粘贴在报名表

指定位置，自选曲之版权由各团队自行负责。 

10. 比赛曲目（指定曲与自选曲）及团队人员，可于 6 月 21 日前更动和换人，6 月 21 日

后，曲目及团员不得更换。 

11. 参赛人员不得跨团报名。 

12. 报名初中组之团队成员中可含有就读小学（7 岁至 12 岁）之团员； 

报名小学组之团队成员中不得含有就读初中（13 岁至 15 岁）之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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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联络方式 

1. 联络单位：上海阿卡贝拉中心 

2. 电子信箱：edu@acacenter.com 

3. 联络电话：021-51793755/021-51793753（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09：30-18：00） 

4. 最新活动信息请上微信公众号及官网查询：爱上阿卡贝拉/www.vocalasia.com 

 

九、 收费标准与付款 

1. 费用说明： 

缴费时间/费用内容 

（学员、随行人员） 

基础报名费用 

（人民币/人） 

接待服务套装费用 

（人民币/人） 

4 月 20 日前 

（早鸟优惠价格） 
2500 元 2000 元 

5 月 20 日前 

（一般报名价格） 
3000 元 2500 元 

费用内容 

含报名费、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费

用及课程旁听费用、保险费用、参

与证书、学员手册、大赛纪念品、

闭幕音乐会门票等 

含食宿行，上海在地交通（以大巴移动为

主，机场、车站及场地之间交通）、住宿

（以双人间为主，7/19-7/23，4 晚）、餐

饮（集体用餐，含 7/19 晚餐、7/20-22 午

晚餐，7/23 午餐，早餐统一于酒店用餐）；

及与团队负责人联系规划团队行程细节 

注： 

1） 报名团队需全团全额缴纳基础报名费用，每团提供两位免缴基础报名费用随行老师名

额。 

mailto:edu@aca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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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办方提供食宿行安排服务，有需要之报名团队可依上述收费标准缴纳费用。 

3） 报名团队将获得一堂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由主办方安排专业阿卡贝拉老师，搭配专

业音响设备与音控老师进行指导。每堂课程 45 分钟，团队在报名同时需要将被指导

的曲目发给主办方，以便指导老师提前备课。当老师在对一个团队进行指导时，旁听

团队或个人不得发问。赛前一对一指导课程顺序由主办方统一安排，请团队按照安排

时间准时参加，如缺席课程，主办方将不再另行安排。 

4） 报名比赛的团队需按照主办方安排的时间表参与活动。 

5） 退费说明： 

a) 报名完成后如需取消者，活动开始前 80 日（4 月 29 日）可退费 80%，活动开始前

60 日（5 月 19 日）可退费 60%，活动开始前 30 日（6 月 18 日）可退费 30%，活

动开始前 30 日（6 月 18 日）之内，主办方因为酒店、行程等已经制定将不予退费。 

b) 如遇天灾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本活动视情况调整日期与内容，因此而无法参与者，

全额退费。 

c) 活动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基于安全考量，主办方有权提前结束活动，并于扣

除必要支出后，退还部分费用。 

 

2. 付款方式： 

支付宝（请务必在汇款时注明团队名称） 

帐  户：info@sh-aca.com 

账户名：上海阿卡贝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请在付款前确认好付款账户名后再进行支付（若提示需要输入完整姓名，请输入“上海”）。 

 

 

3. 特别提醒： 

以上费用皆不含来沪的交通及因私产生的相关费用。 

 

 

 

mailto:info@sh-a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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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比赛规定 

1. 初赛 

1) 根据比赛组别人数规定，每位参赛人员皆必须持无线手持话筒演唱。 

2) 曲目规定：5 分钟以内演唱完初赛曲目。曲目需为无伴奏且至少为二部和声（不含

人声打击）。 

3) 演唱时间：以发音为起点计时，共 5 分钟，逾时 30 秒扣总分 0.5 分，逾时 1 分钟扣

总分 1 分，以此类推。 

4) 若有随队音控，赛前试音时间由各随队音控告知主办方音响技术人员调整音响效果，

比赛时必须由主办方之音响技术人员操作。 

5) 若无随队音控，主办方则统一固定音轨输出大小，不另行变化。请于比赛当日试音

前配合工作人员填写麦表。 

6) 比赛过程不提供灯光变化。 

7) 初赛后由评审团决定每组进入决赛名单，名单将于当天公布。 

2. 决赛 

1） 根据比赛组别人数规定，每位参赛人员皆必须持无线手持话筒演唱。 

2） 曲目规定：10 分钟以内演唱两首曲目。所有曲目为无伴奏且至少为二部和声（不含

人声打击）。 

3） 演唱时间：以发音为起点计时，共 10 分钟，逾时 30 秒扣总分 0.5 分，逾时 1 分钟

扣总分 1 分，以此类推。 

4） 参赛团队自选曲之版权由团队自行负责。 

5） 若有随队音控，赛前试音时间由各随队音控告知主办方音响技术人员调整音响效果，

比赛时必须由主办方之音响技术人员操作。 

6） 若无随队音控，主办方则统一固定音轨输出大小，不另行变化。请于比赛当日试音

前配合工作人员填写麦表。 

7） 比赛过程不提供灯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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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评分标准 

听觉（60%） 

◎ 音准、和声 20% 

◎ 节奏、律动及风格 20% 

◎ 平衡与融合度 10% 

◎ 音乐性 10% 

视觉（20%） ◎ 舞台呈现 20% 

其它（20%） 

◎ 创意 10% 

◎ 综合评判 10% 

 

十二、 奖项设置 

1. 各组别设置有如下奖项： 

金奖第一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一名 

金奖第二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一名 

金奖第三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一名 

金奖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若干 

银奖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若干 

铜奖 奖杯一座、奖状一祯 若干 

优秀指导老师 奖状一祯 若干 

最佳指定曲诠释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人声打击 奖状一祯 一名 

最佳舞台呈现 奖状一祯 一名 

特别奖 奖状一祯 视情况而定 

参与奖 奖状一祯 所有参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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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奖项特别说明： 

1) 金奖需满足分数在 90 分以上，如无则从缺。 

2) 特别奖由评委老师现场视情况而定，如无则从缺。 

 

十三、 相关权利义务 

1. 得奖团队须参与主办方因比赛后续所主办之相关活动。 

2. 报名团队同意放弃上述相关活动的录音、录像、摄影、直播等各项权利。主办方对于相

关活动保有任何形式编辑出版、提供传播媒体宣传报道、刊载及播放的权利。 

3. 报名时已详读以上相关报名规定及权利义务，提交报名表视同同意上述规定。 

4.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上海阿卡贝拉中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