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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芭蕾舞⼤賽 (AGP) 

 
2018 規則及條款 

宗旨 

 
AGP 是⼀個給與亞太區年⻘芭蕾舞者展現其藝術天分，及從國際舞蹈專家⾝上學習知識的教育旅程。
參賽者有機會獲頒發獎學⾦及獎項以發展其舞蹈事業。 
 
年齡及組別 

 
AGP 為 7 歲⾄ 19 歲的舞者⽽設，分競賽組別及預備組別，年齡以 2018 年 8 ⽉ 13 ⽇計算。 
 
競賽組別 
⾼級組  17-19 歲 
初級 B 組 15-16 歲 
初級 A 組 13-14 歲 

    

預備組別 
預備組 3 11-12 歲 
預備組 2 9-10 歲 
預備組 1 7-8 歲 

評委員及導師 

 
AGP 邀請國際舞蹈專家及舞蹈教育家為評委員及導師，有關詳情將於每個⽐賽前最少 30 天在 AGP 
網站公佈。 
 
⽐賽程序 

 
AGP 區域準決賽在亞太區不同城市舉⾏，各組別⾸四名得獎者及從錄像甄選⼊圍的參賽者，將獲參
加 AGP 總決賽的資格。 
 
AGP 區域準決賽 

 
AGP 區域準決賽地點 
AGP 區域準決賽將於亞太區城市舉⾏，參賽者需參加⼤師課及表演變奏。每個區域準決賽的
頒奬典禮會中將會公布獲選參加 AGP 總決賽的參賽者。有關⽐賽地區、時間及場地將在⽐
賽前不少於 30 天在 AGP 網站公布。 

AGP 區域準決賽報名 
 
參加者必須於網上報名， 填妥 AGP 區域準決賽報名表，並以 PayPal 或信⽤卡於所列的截
⽌⽇期或之前繳交有關費⽤。報名名額先到先得，如個別組別名額已滿，該組別便會停⽌接
受報名。參賽者可參加多於⼀個區域準決賽，也可同時參加錄像甄選。  
 

AGP 區域準決賽獎項及獎學⾦ 
• AGP 區域準決賽奬項得奬者 - 每⼀組別的第⼀名⾄第四名得奬者將獲參加 AGP 總決賽

資格，每位得奬者將獲頒發證書⼀張。 
 
• AGP 區域準決賽奬學⾦ - 頒發給能展⽰舞蹈潛質及熱誠的 7 ⾄ 19 歲參賽者。 

 

 

 

 



www.asiangrandprix.org	 2	

 

 

AGP 錄像甄選 

 

AGP 錄像甄選資料 
參賽者可選擇參加錄像甄選以達到參加 AGP 總決賽的資格。提交影⽚的⽇期、上載錄像⽅
法及甄選結果將於 AGP 網站公布。 
 
AGP 錄像甄選報名 
參加者必須於網上報名， 填妥 AGP 錄像甄選報名表，上載附合 AGP 網站所列的特別要求
的錄像，並以 PayPal 或信⽤卡於所列的截⽌⽇期或之前繳交有關費。 

 
AGP 總決賽 

 
AGP 總決賽⽇期及地點 
AGP 總決賽將於 2018 年 8 ⽉ 13 ⽇⾄ 17 ⽇在⾹港演藝學院舉⾏。參賽者需於第⼀⽇⾄第四
⽇參加⼤師課及表演變奏。總決賽⼊圍者將參加第五⽇的競賽。 
 
AGP 總決賽報名 
AGP 總決賽開放與從 AGP 區域準決賽及錄像甄選中所選出的，或受邀請的參賽者參加。參
加者必須於網上報名， 填妥 AGP 總決賽報名表，並以 PayPal 或信⽤卡於所列的截⽌⽇期
或之前繳交有關費⽤。  
 
AGP 總決賽獎學⾦及獎項 
 

• 亞洲國際全場⼤獎 (Asian Grand Prix Award) - 頒發給於⽐賽期間，在課堂及舞台⽐賽
中展⽰出超卓藝術⽔平及技巧的 15 ⾄ 19 歲參賽者。得獎者將獲頒獎盃⼀座、證書⼀張
及現⾦ HK$50,000。 

 
• 亞洲國際⻘年⼤獎(Youth Asian Grand Prix Award) - 頒發給於⽐賽期間，在課堂及舞

台⽐賽中展⽰出卓越藝術⽔平及技巧的 13 ⾄ 17 歲參賽者，得獎者將獲頒獎盃⼀座、證
書⼀張及現⾦ HK$30,000。 

 
• AGP 總決賽獎學⾦獎項 – 由國家級國際舞蹈學院提供，頒發給於⽐賽期間展⽰⾼潛能於

⽇後成為專業舞者的 13 ⾄ 19 歲競賽組別參賽者。每位得奬者將同時獲頒奬學⾦旅費資
助 HK$5,000。有關款項將於得獎者確定接受奬學⾦後，經銀⾏轉帳給得獎者。 

 
• ⾦ / 銀 / 銅獎 - 頒發給每組別於⽐賽期間在課堂及舞台⽐賽中能展⽰⾼藝術⽔準及技巧之

參賽者，每位得獎者將獲頒獎牌⼀枚及證書⼀張。  
 

• 最佳⾹港參賽者獎 (Best Hong Kong Candidate Prize) – 頒發給每組別中，由⾹港舞蹈
學校訓練之最⾼分數參賽者，藉此⿎勵本地參賽者。每位得奬者將獲頒獎牌⼀枚及頒證
書⼀張。 

 
• 贊助獎項 - 由贊助者提供，以表揚及⿎勵舞蹈員之舞蹈潛質。得獎者將獲頒證書⼀張及

獎品。 
 

⼀般報名條件 

 
⼀經報名，恕不能退回報名費。AGP 保留拒絕任何⼈⼠報名之權利。如要更改任何報名資料包括參
賽變奏，均需於⽐賽前 30 天以電郵通知 AGP，以便 AGP 管理層批核。於⽐賽前 30 天內或⽐賽期
間之任何更改，將每次收取⾏政費 HK$500。 

 
⾝體狀況 

 
AGP 重視舞蹈員的⾝體及⼼理健康，這對舞蹈員的⻑遠專業發展⾄為重要，參賽者需於網上報名時
⼀拼填寫⼀份資料真實的健康問卷，此為網上報名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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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舞變奏 

 
毎位參賽者參加每次⽐賽，均需於 AGP ⽐賽變奏列表中選出⼀⾸變奏參賽，參賽⾳樂由⼤會提供。 
區域準決賽及決賽可表演同⼀變奏或不同變奏。競賽組別 (13–19 歲) 之⼥參賽者須以芭蕾舞⾜尖鞋
演出，預備組別 (7–12 歲) 之⼥參賽者須以芭蕾舞軟鞋演出。不附規則之參賽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出席課堂、舞台演出及講座 

 
參賽者必須出席列在⽇程表上所參加組別的所有課堂、舞台演出及講座。參賽者如沒有出席必須指定
的活動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師及陪同⼈⼠的場地進出安排 

 
⽼師及陪同⼈⼠可於網上或指定地點購買⽐賽⾨票及觀課證，不同⽐賽地⽅的⾨票及觀課證種類及安
排會有所分別。 
 
後台只限參賽者進⼊，⽼師及陪同⼈嚴禁進⼊後台。 
 

舞台⾯積及燈光 

 
不同地點舉辦的 AGP 區域準決賽的舞台⾯積將有所分別，請參閱網站資料。舞台燈光會採⽤演出⽤
柔和射燈。 
 
AGP 總決賽地點(⾹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HKAPA Drama Theatre) 舞台演區⾯積為 13.8 ⽶闊 x 10 ⽶
深，舞台燈光會採⽤演出⽤柔和射燈。 
 

攝影、錄影及錄⾳權限及版權 

 
AGP 將委任官⽅攝影師及攝錄師，AGP 擁有參賽者於⽐賽期間所有演出及參加項⺫的相⽚、錄影及
錄⾳的版權。參賽者同意放棄向 AGP 或由 AGP 官⽅授權的第三者追溯所有攝影、錄影及錄⾳之版
權，並同意 AGP 或其授權的贊助商及第三者，可以使⽤有關相⽚、錄影及錄⾳作任何形式的宣傳及
商業⽤途。 
 
觀眾禁⽌在會場拍攝任何相⽚及錄影，AGP ⼯作⼈員將沒收任何違例盜攝或盜錄者的拍攝⼯具。 
 
旅遊安排 

 
參加⽐賽所需之簽證、開⽀，並保障意外、受傷、⽣病及盜竊之保險，⼀蓋由參加者⾃⾏負責並⽀付
所需之費⽤。 
 
決定權 

 
AGP 董事會擁有⽐賽規則、條款及⽐賽結果之最終決定權。由評委員所定出的獎項分配、獎牌頒發、
獎學⾦頒發及所有獎項頒發是不能被推翻的最終決定。如沒有參賽者的⽔準能達到 AGP 評委員對所
頒發獎項的要求，評審委員保留不頒發任何獎項、獎牌、獎學⾦及贊助獎項的權利。 
 
評委員如與某位參賽者有緊密接觸，或與參賽者的學校有⼯作關係，此評委員在整個⽐賽將不會為這
名參賽者評分。 
 
法律責任 

 
所有參賽者和參與者必須同意，如在參與 AGP 任何活動期間所引致的任何⾝體受傷，不會向 AGP 
採取任何法律⾏動和/或追討任何賠償。本規則及條例以英⽂撰寫，內容可能會更改，並受⾹港法律
管轄，其他語⾔譯本只作參考。如有任何爭議，AGP 擁有最終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