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麻坡少年儿童钢琴比赛简章 
 

 

宗旨：鼓励青少年精进钢琴技术，互相观摩交流。推动南马区的艺文活动。  
 

赛程：  

 

 

 

 

 

  

 

地点：麻坡中化中学演艺厅 
 

分组：7 岁及以下幼童组、11 岁及以下儿童组、15 岁及以下少年组、19 岁及以下少年组。可往上越级参赛。 
 

资格：区域—身份证地址为 Johor、Melaka 或 Negeri Sembilan。抑或能提供在以上三个州属学校就读的证明。 

年龄— 17 岁及以下幼童组 生于 2012 年或之后 

      11 岁及以下儿童组 生于 2008 年或之后 

 15 岁及以下少年组 生于 2004 年或之后 

   19 岁及以下少年组 生于 2000 年或之后 

 

赛制：儿童组及少年组分入选赛与决赛两个阶段，每一组选出 6 人进入决赛。决赛名单将入选赛结束后公布。

入选赛与决赛的比赛规则请查看第二页。幼童组观摩赛不设入选赛。 
 

评分：技巧 45%，音乐性 45%，难度 5%，礼仪 5%。三人评审，取平均分，评审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奖励：   7 岁及以下幼童组  金银铜奖若干  奖状一张，小礼物一份。 

11 岁及以下儿童组  首奖一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奖金 RM800 

     金奖若干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分享奖金 RM400 

     银奖铜奖若干  奖状一张 

   15 岁及以下儿童组  首奖一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奖金 RM1000 

         金奖若干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分享奖金 RM500 

     银奖铜奖若干  奖状一张 

   19 岁及以下少年组  首奖一名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奖金 RM1500  

     金奖若干  奖杯一座，奖状一张，分享奖金 RM1000 

     银奖铜奖若干  奖状一张 
 

费用：7 岁组报名费 RM20，11 岁组报名费 RM30，15 岁组报名费 RM50，19 岁组报名费 RM60。 
 

报名： 1.登录中化中学官网 www.chhs.edu.my 钢琴比赛线上报名系统填写资料。7 天内将报名费汇入华侨银 

               行  OCBC Bank 银行户口 711-107101-9（ ），将银行出具 

               的凭 证寄到  piano@chhs.edu.my  邮箱。成功缴费后报名手续才算完成。 

2.报名采取先到先得制，每一组只有 30 个名额。第 31 名及以后的报名者将进入后补名单，暂时无需 

   缴费，直至另行通知。 
 

截止：2019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 点正或额满为止。 
 

咨询：麻坡中化中学（06-9522632 ext 20）或 麻坡中化中学官网 www.chhs.edu.my/piano 

                  2019 年 8 月 10 日 

10.00am-11.30am 11 岁组入选赛 

01.00pm-03.30pm 15 岁组入选赛 

04.00pm-06.30pm 19 岁组入选赛 

                  2019 年 8 月 11 日 

10.00am-11.30am 7 岁组观摩赛 

01.00pm-04.30pm 11、15、19 岁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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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规则 

 

曲目要求 
 

入选赛 

11 岁组——完整演奏自选曲 1 首，时长不超过 3 分钟。（接受所有钢琴考试范围内的曲目） 

15 岁组——奏鸣曲 Sonata 或小奏鸣曲 Sonatina 快板乐章 1 首，演奏乐曲的前 4 分钟。 

19 岁组——奏鸣曲快板乐章 1 首，演奏乐曲的前 4 分钟。 

 

观摩赛及决赛 

07 岁组——完整演奏自选曲 1 首，时长不超过 3 分钟。。 

*接受所有钢琴考试范围内的曲目 

11 岁组——完整演奏自选曲 2 首，总时长不超过 8 分钟。。 

*接受所有钢琴考试范围内的曲目 

15 岁组——完整演奏奏鸣曲 Sonata 或小奏鸣曲 Sonatina 快板乐章 1 首，演奏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必须是创作于 1685-1985 年间的钢琴曲 

19 岁组——完整奏鸣曲快板乐章 1 首、自选曲 1 首，演奏总不超过 20 分钟。 

  *必须是创作于 1685 年-1985 年间的钢琴曲 

 

 

 
 

*注意事项 

1. 比赛当日将安排参赛者在赛前试琴，入选赛前每位参赛者拥有 1 分钟的试琴时间。决赛前则

有 5 分钟的试琴时间。报到时间将在报名截止后公布的官方网站。 

2. 比赛时间届满时将响铃提示。参赛者必须立即停止演奏，否则将酌情扣分。 

3. 报到时请参赛者携带身份证及参赛曲目的乐谱（一式三份）。 

4. 比赛不强制参赛者背谱，但只允许参赛者一人上台演奏。 

 
 
 
 
 
 
 
 
 
 
 
 
 
 
 



评审及大会顾问 

评审 梁文瑜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演奏系哲学硕士，也毕业于伯明翰音乐学院音乐硕士学位。她

的教学领域包括钢琴演奏、音乐理论、听力训练、合奏与音乐研究。她曾担任 UCSI 大

学音乐系先修班系主任兼助理教授。目前为 UCSI 大学音乐系兼职讲师，同时也从事幼

儿音乐教育的工作。求学期间曾参与 2007 年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拉威尔音乐节和 2004

年亚洲国际肖邦钢琴大赛。自 2011 年以来，她曾在国内和台湾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演出

四手联弹、双钢琴演奏会，及发表讲演音乐会。除了积极与音乐教学，她也常受邀为

音乐评审。这包括了 2014 年 UCSI 大学国际钢琴大赛及一些区域性的音乐及才艺比赛。 

 

评审 潘秋桦 

马来西亚钢琴演奏家，毕业于马来亚大学音乐系钢琴表演专业，后负笈美国密

苏里州立大学，获钢琴表演硕士学位，并在 Tannis Gibson 教授的指导下获得

亚利桑那州钢琴表演博士学位。在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及本国都有演出经历。

最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莫雷利亚玫瑰音乐学院的演出均收获了媒体赞

誉。曾在亚利桑那大学钢琴家的美墨巡演、西班牙希洪国际钢琴音乐节和吉隆

坡的音乐会上独奏演出，并曾与密苏里州大学交响乐团合作协奏曲。在多所大

学如美国谷市州立大学、密苏里州立大学、墨西哥玫瑰音乐学院、马来亚大学担任客座钢琴师并受

邀教授大师班课程。曾获得 2009 年密苏里州音乐教师协会钢琴比赛首奖，2014 年第五届 Lois 

Trester 钢琴大赛首奖。 

 

评审 陈慧贤 

上海音乐学院副学士、马里兰大学学士、纽约大学硕士。在海外求学期间，先

后获得 Eltermann 奖学金、Moses Asch Memorial 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

Lanley Fellowship 奖学金。例常与各大学院校管弦乐团如马里兰大学巴尔的

摩分校室内乐团、马里兰大学音乐学会乐团、纽约大学音乐学会乐团、新加坡

La Salle 音乐学院乐团合作演出。此外，她也广泛地与声乐家合作，参与歌剧

工作坊、大师班及各种声乐比赛。回国后她孜孜于音乐教学工作，学生屡次在

国内外的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奖。近年被邀请在 UCSI 的国际钢琴比赛和香港国

际青年表演艺术节钢琴大赛中担任评审。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化中心音乐系主任，现于 UCSI执教。 

 

大会顾问 许佑佳 

许佑佳毕业於麻坡中化中学，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音乐学士及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长笛硕士。曾任台湾长荣交响乐团长笛首席，15 年职业交响乐团生涯中曾到澳洲悉尼

歌剧院、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国

的各大城市演出。1994 及 1996 年分別获得全柔钢琴比赛公开组第三及第二名。曾任

多项大型音乐盛会要职，其中包括男高音多明哥台北万人音乐会乐团总监、长荣交响

音乐营创办人、第三届麻坡表演艺术节总策划、台湾国际场地音乐营及上海国际长笛

音乐营导师、欧亚长笛协会马来西亚代表。现定居於柔佛新山，持续接受国际演出讲

学邀請并担任 Marlborough College Malaysia 及宽柔中学长笛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