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南大學 109 年第二屆「決戰新聲」歌唱大賽-比賽辦法
一、活動名稱: 開南大學第二屆「決戰新聲」歌唱大賽
二、主

旨: 透過歌唱大賽的活動，提供演出的舞台，將音樂推廣出去，不僅帶動校內自由的風
氣、更能充實我們的大學生活，相信在大學裡，一定有許多好歌聲，等著我們去發
現，也期待參賽者可以透過這個舞台展現自我，為自己的大學生涯留下難忘且美好
的回憶。
三、指導單位: 開南大學課外活動組
四、主辦單位: 開南大學鋼琴社、開南大學學生會
五、協辦單位: 開南大學藝術研究社
六、報名資格: 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及在職教職員，學生擁有在學證明之在校學生(含碩士生)
報名時請檢附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七、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23:59 止
八、報名方式:
（一）採用網路報名方式，請詳填報名表，並於初賽報到時檢附學生證或教職員證。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KcrxhdvNiABEoTwP7
（二）點擊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或至開南大學鋼琴社官方網站歌唱大賽活動主頁，點擊
報名網址後，請完整填寫線上報名表，即可完成報名。
(三) 參賽者完成報名手續後，於報名截止日前皆可透過鋼琴社官方 LINE 帳號，回報修改報名
資料，截止日後(2020/10/24 星期六 23:59)後一律不得更改比賽歌曲與報名資料。
(四) 報名相關問題：請加入開南大學鋼琴社 Line 官方帳號「ID：@841oijph」
歡迎詢問任何比賽相關問題或主動確認報名資料與狀況。
九、報名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學生組:
(1) 早鳥階段: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報名費 100 元。
(2) 晚鳥階段: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4 日，報名費 200 元。
※已繳交本學期學生會費或鋼琴社社費者，可免報名費。
(二) 教職員組:
(1)本校教職員報名費優惠價 100 元。
(2)非本校教職員報名費依學生組方案收費。
(三)繳費方式:報名費請於 2020 年 11 月 06 日初賽報到時現場繳交，不予退費。
十、比賽時間:
1.初賽資訊:
（一）比賽組別:學生組、教職員組。
（二）比賽時間:2020 年 11 月 06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起。
（三）比賽地點:開南大學至誠樓 A105 會議廳。
（四）比賽抽籤:2020 年 11 月 02 日(星期一）晚上 18 時，在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線上
直播抽籤過程，決定初賽出場順序，統一由主辦單位現場代抽，工作人員依報名順序唱
名抽出出場順序；抽籤結果於當日晚上 20 時公佈於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以及開
南大學鋼琴社官方網站歌唱大賽活動主頁中。
(五) 比賽報到:11:00~12:30，參賽者請於簽到處簽到繳費後，檢附學生證及教職員證即可完成
報到。

(六) 初賽當天:
(1) 初賽選拔以「清唱」方式進行，限時一分鐘，開始演唱時，工作人員即計時，時間到按
鈴兩聲，應立即停止演唱，並由評審進行一分鐘講評，建議演唱從副歌開始，不得演唱
自創曲或使用任何樂器伴奏。
(2) 主持人唱名三次，未上台者，得以補報到，並安排於最後補唱，如在補唱時唱名三次仍
未上台者，則視同棄賽。
(3) 參賽者上台後，請走上舞台面對評審正中央的位置，隨即介紹學校、系級(教職員組介
紹服務單位)、姓名及歌曲名稱後隨即開始演唱。
(4) 初賽由評審團完成評分後，當場公布學生組 12 名、教職員組 3 名晉級決賽名單，以及
頒發另外十項獎項，並於比賽結束後公佈在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以及開南大學
鋼琴社官方網站歌唱大賽活動主頁上。
(七) 初賽結束後:
(1) 入圍決賽者將會錄製個人一分鐘的專訪影片、拍攝個人照片(時間另行通知)。
(2) 如遇參加決賽人數不足時，則由候補順序遞補晉級之。
2.決賽資訊：
（一）比賽組別:學生組、教職員組。
（二）比賽時間:202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3 起時。
（三）比賽地點: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廳。
(四) 比賽抽籤:在初賽活動後晉級決賽者集合抽籤抽出決賽比賽出場順序，抽出出場順序後
一律不得更換；抽籤結果也會公佈於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以及開南大學鋼琴社
官方網站歌唱大賽活動主頁中。
(五) 比賽時程:
(1) 比賽報到:202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早上 09:00~12:00 為參賽者報到及彩排時間，
請於簽到處簽到後即可完成報到，並可前往參賽者休息室進行準備，若參賽者未於指
定報到時間報到則是同棄賽，彩排時間以唱完一首歌曲為原則，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或
逾時者，則視同放棄彩排。
(2) 彩排時間:
202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晚上 06:00~08:00。
202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早上 09:00~12:00。
(七) 決賽當天:
(1) 決賽選拔以「音樂伴奏」方式唱完整首歌曲方式進行，不得演唱自創曲目，演唱總長
以不超過 6 分鐘為限。
(2) 參賽曲目繳交後，不得於賽程中任意逕予更換，並以報名資訊為主。
(3) 主持人唱名後，會撥放採訪訪問影片一分鐘，播放後請參賽者走上舞台面對評審中央
的位置，影片播放完畢後隨即開始演唱。
(4) 決賽獲獎人數均不能增額入選，如遇同分，由評審團當場選出。
(5) 前三名得獎者上台領獎後請準備一分鐘以內的得獎感言。
(6) 決賽由評審團完成評分後，當場公布前三名，以及頒發另外 3 項類別獎項，並於比賽
後公佈於開南大學鋼琴社 FB 粉絲專頁及開南大學鋼琴社官方網站歌唱大賽活動主頁
上。
(八)決賽後:
(1)決賽結束後，請領獎者填寫領款收據，主辦單位確認無誤後領獎者即可現場支領獎金。

(2)領獎時間:於決賽結束後，由主持人統一將得獎者集合。
十一、簡章索取地點：
（一）至鋼琴社社辦門口(AB24)索取。
（二）至鋼琴社粉絲專頁、官方網站活動區下載。
（三）至開南大學課外活動組櫃台(N101)索取。
十二、評分標準:
(一)台風 10%（服裝、儀容及肢體動作）。
(二)節拍、音色 55%（歌唱速度、音色音準、歌唱技巧與節拍掌握）。
(三)感情 35%（感情投入程度）。
十三、評審人員:由主辦單位邀請校外專業人士或藝人，進行評分。
十四、表演嘉賓:由主辦單位邀請校外專業人士或藝人，進行演出。
十五、獎項與獎勵方式:
初賽-獎勵方式
獎項

人數

獎勵

晉級決賽-學生組

12 名

晉級獎狀

晉級決賽-教職員

03 名

晉級獎狀

最佳人氣獎

01 名

獎狀乙紙

最佳勇氣獎

01 名

獎狀乙紙

潛力無限獎

02 名

獎狀乙紙

總召青睞獎

02 名

客座評審

02 名

鋼琴社特別加碼獎

01 名

獎狀乙紙

決賽-獎勵方式
獎項

學生組

教職員組

獎勵

第一名

獎金 5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第二名

獎金 3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第三名

獎金 1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第一名

獎金 3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第二名

獎金 2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第三名

獎金 1000 元+獎座乙座+獎狀乙紙

最佳人氣獎

獎狀乙紙+獎品(現場同學投票，得票數最多者獲獎。)

潛力無限獎

獎狀乙紙

優選五名

獎狀乙紙

十六、初賽、決賽選拔獎勵辦法及演唱注意事項：
（一）演唱方式：均採個人獨唱，不限任何語言、不得演唱自創曲目、不得有樂器伴奏情況發
生，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二）參賽者完成報名手續後，於報名截止日前皆可透過鋼琴社官方 LINE 帳號，回報修改報名
資料，截止日後(2020/10/24 星期六 23:59)後一律不得更改比賽歌曲與報名資料。
(三) 報名相關問題：請加入開南大學鋼琴社 Line 官方帳號「ID：@841oijph」
（四）晉級決賽者需自備伴唱帶（無原唱者人聲），請以 MP3 檔案方式上傳完整歌曲至報名系統

中，截止日前皆可修改，截止日後一律不得更改比賽歌曲，若有其他問題可至南大學琴
社官方 LINE 進行詢問。
（五）初賽與決賽活動現場皆開放入場，開始入場時間為中午 12:30，為了維護活動品質請觀
賽人員於下午 13:10 分入場。
(六) 初賽與決賽當天參賽者請依照座位表進行就坐。
(七) 為公平起見，參賽者亦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覆報名。
(八) 參賽者比賽報到時，請攜帶在學(職)證明或蓋有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或教職員證(如經
主辦單位查證假冒，則取消參賽資格並將以偽造文書罪依法辦理)
（九）參賽之選手若有違上述規定或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即取消參賽資格，若已獲頒獎項者亦
追回得獎獎勵。
(十) 請詳讀並同意遵守比賽之所有比賽規則與參賽辦法。
(十一) 報名參賽後，即視同應允同意遵守上述比賽規則，並服從本次比賽評審決議之評定。
（十二）為使比賽順利進行，主辦單位保留整體活動調度出場順序、流程之權利。
（十三）若有對相關細節有疑問，請至開南大學鋼琴社官方 LINE 帳號進行洽詢。
十七、附則
1.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活動之解釋權利。
2.參賽者於報名時需於報名表勾選同意，同意於賽程期間之表演，主辦單位擁有重製（錄影、錄
音、攝影）、公開傳輸、公開播送等權利，並得以使用參賽者之肖像權，參賽者將不提出任何異
議和酬勞。
3.表演內容不得公然猥褻等違背善良風俗、公然侮辱等，違者取消參賽資格，概不計算成績。
4.若有贊助商提供之獎品、獎項品質不在本獎之負責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