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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程時間地點 1 

 
日期與地點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代表隊-網路線上報名 
2019 年 6 月 15 日-7 月 31 日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亞流中心官網 
                                        http://apc.ntnu.edu.tw/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代表隊-初選 
2019 年 8 月 5 日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亞流中心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代表隊-決選 
2019 年 9 月 7 日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禮堂 (古蹟音樂廳)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表演 
2019 年 11 月 4-8 日             日本  沖繩參加 We are Sneaker Ages                               

https://www.sneakerages.jp/ 
 

  

                                                      
1上列預定節目將視實際場地申請安排作調整，並由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變更保留權。有更動之活動將透過文宣告知觀眾。 

http://apc.ntnu.edu.tw/
https://www.sneakerage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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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流行音樂是臺灣最重要的文化產業之一， 

也是讓國際社會認識臺灣的重要媒介。 

流行音樂是臺灣最重要的文化產業之一，也是讓國際社會認識臺灣的重要媒介。臺灣的流行音樂作

品不僅流行於本地，還得到中國大陸、港澳、東南亞、美國等地區華人社群的廣大歡迎。綜觀臺灣流行

音樂發展史，臺灣的流行音樂經歷了日治的年代、國民政府時期，以及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這個屬於大

眾的、人民的音樂類型儘管曾遭打壓、控制、噤聲等，但它仍能突破各種限制，在本地與國際社會中依

舊充滿活力、百花齊放，實屬不易。 

 

今天，臺灣的流行音樂也依然無可避免地面臨各種挑戰，如音樂的數位化、唱片業的衰落、商業模

式轉換，以及中、韓等地帶給臺灣的機會和衝擊。然而，我們更應該抱持積極的態度，為臺灣流行音樂

作出更清楚的定位，並且思考臺灣應該如何在當今這樣的大環境下保有自身的主體性及永續經營。 

 

《2019 第二屆世界大學音樂會》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 

期望學者、音樂人和社會大眾共同為臺灣流行音樂之主體性與發展方向集思廣益，一同為臺灣流行音樂

產業發掘並開拓更多元的創新、創作及創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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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緣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淵遠流長，迄今已培育許多國內外知名的音樂家，除了傳統藝術音樂底蘊

所建立的基礎，尚需與時俱進補足流行音樂產業缺乏之專業訓練課程，故於 104 年增設了全臺第一個「流

行音樂產業碩士專班」。本班開設宗旨為提升國內流行音樂之創作與執行企劃素質，為國內流行音樂產業

未來發展奠定穩固基礎，並活化臺灣流行音樂文化市場、建立人才庫與學術化機制，進行臺灣流行音樂全

球化佈局。而為更進一步在學術研究與產業接合下，2019 年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奉核成立【亞洲流行音樂

研究暨產學發展辦公室】，由音樂系李和莆教授擔任執行長。主要目標與工作內容項目如下： 

2019 年 2 月成立的文化部，確立了未來臺灣文化的驅動方向，也對臺灣發展文創產業有了更明確的方針，

政府「泥土化」、「國際化」、「雲端化」的施政方針，在這個最高指導原則下，配合中華民國文化政策，協

助國家落實文化國力的培養與提升，將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之學術地位與社會資源，成立臺灣第一

個由國立大學所成立的「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中心」以及「流行音樂產業碩士專班」正式於學術殿

堂導入臺灣獨樹一格的流行音樂文化，透過學界與業界的融合，注入全方位之思維，打造亞洲一流之音樂

人才培育學術機構與創新研究中心。 

 

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中心成立宗旨是以文創立國為指導方針，尋找臺灣最具競爭力的文化事業，

以將流行音樂文化當作紮根，服務庶民的文創火車頭產業；成立之核心價值是以扶植並傳承臺灣流行音樂

為重點，呈輻射狀向亞洲市場放射，以流行音樂創作與演出之「軟實力」領航；透過培養一流古典音樂的

臺師大音樂系與流行音樂市場進行教育結合，落實學術研究、人才培訓、產學合作、演出推廣、市場行銷、

文化創意、國際合作等，活化臺灣流行音樂文化市場，建立人才庫與學術化機制，遂以進行華語音樂全球

化佈局，成為臺灣流行音樂扎根，厚植音樂文化經濟力的一個重要環節。 

 

面對今日臺灣流行音樂的處境，師大除了重視人才的培養，以及國內流行音樂的發展和經營，更自覺

應透過學術網絡和產學連結，廣納各界人才提升國內流行音樂的品質與環境。針對這樣的背景，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音樂學院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中心，特別結合其他社會相關團體與社團，希冀在政府的行

政資源支援下，能在臺灣準備走上國際政治舞台的同時，以更有效地方式與途徑，從藝術文化的管道向國

際發聲，讓臺灣的流行音樂和全球進行交流，透過研討會與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進行溝通與探討，讓

參與的國際學者專家能將更深入了解後並主動地讓臺灣與國際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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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活動行程】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發起：2019 年 4 月 1 日-6 月 15 日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臺灣代表甄選：2019 年 6 月 15 日-7 月 31 日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決選：2019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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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目標】 
 本活動的主要目標將以展現臺灣流行音樂實力同時與世界流行音樂交流為目標，透過研討會與音樂會展

演的方式，將臺灣原創音樂與表演的視野擴展到國際舞台，將臺灣的音樂創作與世界舞台接軌。而透過研

討會與音樂會的形式，主要是希望將臺灣流行音樂的成就推向國際，建立一套機制與系統與世界文化藝術

溝通的管道，並且能保持最新聯繫的系統，隨時更新最新資訊，建立臺灣在亞洲的藝術中心地位。 

 

 

伍、【活動說明】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顧名思義，是將音樂為主軸，以高校生為訴求對象範圍的活動。由臺灣

各高校的樂團，透過熱愛音樂與樂團演出，將這些音樂透過樂團演出表現特色，就如同各國美食一樣，

不須比較，只要以多元的角度欣賞。 

 臺灣正是需要這樣寬宏的世界觀，來接納不同種類的音樂，經由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所激發的火

花，相信能再次滾動音樂人靈感的泉源，譜出劃時代的歌曲，讓臺灣的流行音樂能再創當年的美景。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辦的這次音樂會，將開創其他音樂節不曾達到的國際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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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進度規畫】 (依活動進度持續再增修) 

 時程(天)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備註 
活動前 8 窗口建立 行政組 專線、郵箱 
(約 2 個月) 10 主視覺設計(LOGO) 企劃組 主形象建立、看板、

布條、… 
  宣傳海報  識別證、文宣品… 

10 前導影片 企劃組 
技術組 

介紹活動、名師視

頻、背景、初衷願

景… 
周邊美工印刷 企劃組 

總務組 
 

宣傳文稿 企劃組 新聞稿 
活動相關訪談視頻製作   

30 活動宣傳 企劃組 
技術組 

電台、網站、媒體、

校際行文 
記者會   
執行會議一 行政組  
執行會議二   
執行會議三   
工作人員名冊  人事編組確定 
表單、手冊建立  詳見表單明細 
師資、來賓檔期敲定   
DEMO 曲庫、表演藝人確定   
報名系統建立 技術組 報名資格確定 
開放報名  視宣傳密度決定 

10 錄取公告   
聯絡通知   

活動中 
(約 7 天) 

1 場地設定佈置 行政組 
技術組… 

詳見活動執行企劃 

 5 活動進行 課務組  
閉幕影片製作 行政組 

技術組… 
花絮集綿 

1 場地復原   
活動後 1 活動花絮 技術組 網站發佈分享 
(隨意) 1 檢討會議  成果憑估 

1 慶功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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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內容及辦法】 

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臺灣代表甄選 

報名 

活動日期(暫定)： 
報名開放：2019 年 6 月 15 日 
報名截止：2019 年 7 月 31 日 
公布初選名單:2019 年 8 月 15 日 
 
活動辦法： 
由 Google 表單報名，100 組為報名上限，取 10 組進入初選 
表單內容:樂團成員、聯絡方式、上傳 DEMO 以及器材表(Riders) 
架設網路平台，宣傳並邀約各大專院校熱音樂團報名參加。 
安排報名樂團初選表演日期。 
 
Riders 示範 

Riders 
Vocal＆Guitar Guitar amp *1 

Guitar stand *1 
Mic + mic stand *1 
110V Socket*1 
Floor monitor *1 

Guitar Guitar amp *1 
Guitar stand *1 
110V Socket*1 
Floor monitor *1 

Bass Bass  amp *1 
Guitar stand *1 
110V Socket*1 
Floor monitor *1 

Drum BD 22"x1,Tom 12"x1 
Tom 13"x1, Floor Tom 
16"x1 ,Snare 14”x1 
14" HHx1, 8" Crashx1 
17" Crashx1, 22" ri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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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初選 

活動日期 
2019 年 6 月 15 日~7 月 31 日   
 
活動辦法：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方式，參賽樂團將報名表及一首歌曲(copy流行歌曲, 非創作)以練團側錄的方式(所有

成員皆須入鏡)，將影片寄到上傳至 YouTube(權限設為不公開)，並於報名表內填入正確網址，寄到主辦

單位信箱：cust@xz.com.tw 由主辦單位篩選 10 組樂團，進入決賽。 

報名截止日 : 2019/6/15 12:00 – 2019/7/31  21:00 

 
評審老師： 
董事長樂團 主唱吉董 
Again 老師 
濁水溪公社 蛋老師 
 
評分比例： 
舞台魅力、樂團默契、歌唱實力、整體形象 

決選 

活動日期： 
2019 年 9 月 7 日 
 
活動辦法： 
於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禮堂（古蹟音樂廳），由初選 10 團中進行評選 
每組表演 10 分鐘(1 個 set) 
 
獎勵： 

1.金賞 新台幣 2 萬元 及日本沖繩 We are Sneaker Ages 日本高中生樂團比賽資格，主辦單位提供機票

及食宿。 

2.銀賞 新台幣 1.5 萬元。 

3.銅賞 新台幣 1 萬元。 

4.最佳個人樂手獎共三名 新台幣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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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老師： 
高潮（雙金製作人、前輕鬆玩 Bass 手） 

小黑（閃靈吉他手、金曲三十最佳樂團） 

吉董 （董事長樂團 主唱） 

 
評分項目： 
舞台魅力、樂團默契、歌唱實力、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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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團隊】

 

  

藝術總監

李和莆

企劃組

李和莆

設計

美術

影音

宣傳

行政組

任哲均

人事

活動

紀錄

技術組

李鴻松

網路

器材

攝影

總務組

李室春

會計

採購

活動組

李鴻松

公關

特別助理

張嘉成

執行長

李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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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主辦單位】 

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中心 
一、中心設置宗旨  
  本中心定位為院級中心，設置宗旨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院「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中心」之成立宗旨，是以文創立國為指導

方針，尋找臺灣最具競爭力的文化事業，以將流行音樂文化當作紮根，服務庶民的文創火車頭產業；該

中心成立之核心價值是以扶植並傳承臺灣流行音樂為重點，呈輻射狀向亞洲市場放射，以流行音樂創作

與演出之「軟實力」領航；透過培養一流古典音樂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與流行音樂市場進行教

育結合，落實學術研究、人才培訓、產學合作、演出推廣、市場行銷、文化創意、國際合作等，活化臺

灣流行音樂文化市場，建立人才庫與學術化機制，遂以進行華語音樂全球化佈局，成為臺灣流行音樂扎

根，厚植音樂文化經濟力的一個重要環節。此外做跨系所整合工作，協助系所相關業務。尤其針對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以及世界學術潮流，跨領域整合更是符合本音樂院未來發展目標。 

二、中心任務  
  (一)核心任務  
    一、扶植並傳承臺灣流行音樂  
    二、建立流行音樂人才庫與學術化機制  
    三、進行華語音樂全球化佈局  
    四、科技研究暨產學發展  
    五、跨系所整合工作，協助系所相關業務  
  (二)其他任務  
    一、流行音樂之學術研究與市場分析。  
    二、流行音樂之創作研究及人才培育。  
    三、辦理國際流行音樂文創演出。  
    四、推展媒體與相關產業合作事宜。  
    五、廣播電視電影產業之配樂研究與實踐。  
    六、承辦文化部或相關政府機關專案。  
    七、規劃各類音樂文化創意行銷活動。  
    八、流行音樂之數位典藏與雲端服務。  
    九、應用大數據科技分析流行音樂產業鏈 
三、中心屬性及具體推動工作  
  (一)中心屬性  
    中心屬性 研究 服務 推廣  
         50％ 25％ 25％  
  (二)中心具體推動工作  
    1.研究性工作：  
    ● 推廣「PMIDP 流行音樂跨域發展計畫」，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音樂學術界與業界專業

人士舉辦講座。  
    ● 公開論文徵稿，經由審稿後於國際研討會發表。  
    ● 推動學術交流，建立合作網絡，尋求國際更廣泛深入之學術合作。並定期參與各國舉辦年度

會議，分享研究成果。  
    ● 應用大數據科技分析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脈絡、未來趨勢走向，並分析過去成功個案的關鍵要

素。  
    2.服務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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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理流行音樂文創演出，與臺灣在地流行音樂團體合作，辦理巡迴音樂會。  
    ● 配合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局主要負責業務，進行流行音樂產業之人才輔導培育、流行

音樂產業交流政策之規劃等相關業務承辦文化部  
     或相關政府專案。  
    ● 延續新流行音樂與媒體傳播兩期課程，辦理夏季與冬季流行音樂營活動，透過通識性質的活

動課程，聘請專業授課教師，提供對於流行音樂  
     具有興趣的學生相關專業知識。  
    3.推廣性工作  
    ● 推展媒體與相關產業合作，結合直播影音空間，建立流行音樂即時演出錄影平台，推廣學生

樂團的音樂。  
    ● 規劃各類音樂文化創意推廣活動，如同世界大學音樂會，經由國內學生樂團競爭選拔，最後

與國際各國樂團進行交流演出。 

四、中心發展規劃  

  (一)短期發展規劃 <未來三年>  

    1. 推廣 PMIDP 流行音樂跨域發展計畫  

     定期舉辦「流行音樂跨域發展計畫」研討會，邀請國內外音樂學術界與業界專業人士舉辦講

座，共同研討國際流行音樂的未來走向與發展  

     可能性，進而跨大規模與國際能見度。  

    2. 深耕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與業界專業人士合作  

     透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流行音樂產學應用碩士在職專班招生，集結業界專業人士來本校授

課，建構國內產官學之跨域合作交流平台，整合  

     產學合作資源，以適時回應產業需求。透過資源整合與緊密合作促進綜效產生，因應政府政

策發展與執行，提升本校產學績效與學術研究地  

     位。  

    3. 舉辦世界大學音樂會  

     透過研討會與音樂會的形式，將臺灣流行音樂的成就推向國際，建立一套機制與系統與世界

文化藝術溝通的管道，並且能保持最新聯繫的  

     系統，隨時更新最新資訊。  

    4. 應用大數據科技分析研究流行音樂產業鏈  

     應用大數據巨量科技分析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脈絡、未來趨勢走向，並分析過去成功個案的關

鍵要素。  

  (二)中期發展規劃 <未來五年>  

    1. 擴大 PMIDP 流行音樂跨域發展計畫規模  

     舉辦國外巡迴研討會，與中國、日本、美國、印尼、泰國等音樂學院合作，將「流行音樂跨

域發展計畫」研討會跨足世界各地，見習各國  

     流行音樂的規劃發展，將所見所聞帶回臺灣，作為發展的基石。  

    2. 建立直播影音平台，推廣校園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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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展媒體與相關產業合作，結合直播影音空間，建立流行音樂即時演出錄影平台，製作大專

院校學生樂團的音樂單元節目，在流行音樂與  

     獨立音樂中尋求新的發展勢力，將青春的聲音錄製並推廣給全台民眾。如同民國 60 年代的校

園民歌，期望將當時的風光再次重現，打破目  

     前流行音樂的局勢。  

    3. 建立專業化工作平台  

     接受主管機關委託之產學與研究案，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專長為基礎，聚焦在運籌管

理、策略分析、人力培訓與發展、資訊系統與平  

     台建構、行銷企劃等領域，並結合本校人文、教育與藝術等相關學院、系所之跨領域專家學

者力量，提供國內學術以及產業界持續發展所  

     需之教育教學與產業創新研發能量。  

  (三)長期發展規劃 <未來十年>  

    1. 建立 PMIDP 流行音樂跨域發展計畫成為全球流行音樂指標地位  

    2. 本中心期刊成為國際知名學術性刊物，收錄於 SSCI 期刊。  

    3. 建立本中心成為全球實務型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暨產學發展重鎮之地位。  

    4. 建立流行音樂大數據科技分析網絡。  

    5. 成為全球產業發展與教育培訓相關政策擬定之重要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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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 

報名簡章 
活動說明: 

為培養臺灣高校音樂人才，敦煌樂器舉辦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藉此尋找對音樂懷有滿腔熱血、對

夢想有偉大抱負的高校生們!冠軍除了有新台幣二萬元以外，還將獲得高校熱音培訓計畫資格，將會有強

大的師資團隊給予培訓，在 11/4 前往日本沖繩參加 We are Sneaker Ages(https://www.sneakerages.jp/)日本

高校樂團比賽擔任來賓表演團，代表臺灣與日本高校生一同觀摩演出比賽 。 

競賽辦法 : 

採兩階段方式 

第一階段 一律採取網路報名方式，參賽樂團將報名表及一首歌曲(copy流行歌曲, 非創作)以練團側錄的

方式(所有成員皆須入鏡)，將影片寄到上傳至 YouTube(權限設為不公開)，並於報名表內填入正確網址，

寄到主辦單位信箱：cust@xz.com.tw 由主辦單位篩選 10 組樂團，進入決賽。 

報名截止日 : 2019/6/15 12:00 – 2019/7/31  21:00 

 

第二階段 入選決賽名單公布時間 : 2019/8/5 12:00 

確定入選決賽之樂團，於 2019/8/31(日)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禮堂進行決賽，決賽結束後，將於比賽現場

公布得獎名單， 

決賽獎項及獎金： 

1.金賞 新台幣 2 萬元 及日本沖繩 We are Sneaker Ages 日本高中生樂團比賽資格，主辦單位提供機票及

食宿。 

2.銀賞 新台幣 1.5 萬元。 

3.銅賞 新台幣 1 萬元。 

4.最佳個人樂手獎共三名 新台幣 5 千元。 

https://www.sneakerages.jp/


17 
 

報名資格及注意事項: 

1. 凡現任高中職在校學生(含技專院校一至三年級)，憑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均可報名，報名以學校為單位

不可重複，團員必須為同一學校不得跨校及有校外人士。 

2. 參賽樂團人數須為 3 -5 人之組合，每人限報名一組樂團，不得重複參賽，違者取消資格。 

3. 賽程團員不得任意更換，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須經由主辦方同意。 

4. 參賽歌曲不限，以中文、台語歌 Cover 為主(可以重新編曲)，不得有雙踏或以重音方式呈現，不得放

Program 或使用 MIDI 音訊。 

5. 影片時間 4~6 分鐘以內，影片像素至少為 480P 以上，聲音及畫面清楚即可，MKV、MP4、MOV、

MPG、TS、AVI等格式不拘。 

6. 未滿 18 歲報名比賽者，須簽署法定監護人同意書。 

7. 勝選冠軍樂團需全團具出國資格及條件，如無法配合者，視同放棄，將由順位樂團替補。 

評分標準： 

整體律動感 25％ 

樂團合奏整體度 30％ 

主唱唱功及舞台魅力 15％ 

應援團表現 30％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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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際盃流行音樂大賽 

樂團報名表 
 
學校名稱  比賽歌曲  

聯絡人 1  聯絡電話 1  

聯絡人 2  聯絡電話 2  

練團側錄影片網址(YouTube): 

姓名 年級 性別 擔任樂手位置 備註 

     

     

     

     

     

     

     

     

 

 

報名期間:  2019/06/15 12:00 – 2019/07/31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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