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資格】
1.每組參賽團隊人數上限為8人，其中至少須有一名成員為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含研究所)或107學年度入學新生，初賽錄影需提供入學或在學相關證明進
    行學生身份驗證。
2.參賽者性別、地區、國籍不限。
3.每組參賽者的投稿作品不得超過一首。
4.參賽歌曲須為原創歌曲。
5.參賽者必須為投稿作品之作曲人或作詞人，即歌曲之著作權人。

【報名團數限制與日期】 
 8102 至起 00:71   )五( 日 92 月 6 年 8102 於間時名報， 團 001 為制限數團名報

止截 00:71 ）五（ 日 01 月 8 年

【報名方式】 
填寫【世界大學音樂會熱音賞】報名系統，附上相關資料後，始視為報名成功。

【初選比賽辦法】
初選規則
     
評審評分選出 5 組樂團入圍決選，線上投票排除評審所選 5 組樂團，另選票數前
五名者入圍決選，總共 10 團入圍決選。

1. 初選期間安排參賽者至 M+ 我的音樂 VR 直播空間錄製影片予評審評分
            提供評審委員報名團隊之評分表格、影片，每部影片輪播 3 次進行評分選

      出 5 組樂團入圍決選。
2. 直播影片將上傳網路投票，排除評審所選 5 名樂團，票數前五名者，入圍決選。

 
初選錄影期間與地點

主辦單位將會主動聯繫參賽者安排錄影時間，於 2018 年 8 月 1 日 (三) 至 8 月  
間空播直 RV 樂音的我+M至 ， 間之 0012 - 0011 五周至一周的間期此）五（日 71

錄影(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193 號 1 樓)。

初選評分與投票時間

2018 年 8 月 27 日（一） 12:00 至 2018 年 9 月 14（五）12: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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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選比賽辦法】

入圍決選名單公佈時間

2018 年 9 月 14 日（二） 17:00 
公佈於「2018 WUC 世界大學音樂會熱音賞」 臉書活動專頁

決選規則

入圍決選的 10 組樂團於西門河岸留言進行實地評選

決選時間與地點

2018 年 9 月 29 日 (六) 11:00 ‒ 17:00，於河岸留言西門紅樓展演空間

決選獎項

冠軍樂團：得獎金 100,000元、獎盃一座並獲得世界大學音樂會熱音賞演出機會。 
入圍樂團：皆頒贈入圍獎盃一座。

【比賽曲目說明】

1. 以熱門與流行音樂為主。
2. 各隊參賽曲目不得於賽程中任意逕予更換。
3. 參賽曲目需為自行創作，且曲目尚未與音樂製作公司簽訂合約。
4. 參賽曲目若有侵權違反著作權法等訴訟，由參賽團體自行負責處理。

線上初選

錄影時間為20分鐘，含器材架設，需提供完整曲目Demo音檔，以演出自創曲一首
歌為原則。

實地決選

演出時間為15分鐘，演出自創曲一至兩首歌為原則，禁止採用卡拉OK伴唱或
MIDI預錄播放模式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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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及規則】

初選

1.評審評選標準：編曲 30 %、詞曲 40 %、音色 15 %、詮釋 15 %，邀請 3 位評審評 
    分，評分方式採取 100 分為滿分，5 位評審成績採取分數平均至小數點第 1 位。
2.線上投票標準：排除評審所選之 5 名樂團，取票數前 5 名者入圍決選。

實地決選

1. 技巧 35 %、詮釋 30 %、音色 15 %、台風 10 %、整體呈現 10 %。
2. 每隊演出時間超過限定時間者，以 30 秒為扣分單位，未滿 30 秒以30 秒計算， 
     每單位扣總平均成績1 分。

。束結之時計為台下，始開之時計為台上 ： 準標時計 .3
4. 邀請 5 位評審評分，評分方式採取 100 分為滿分，5 位評審成績採取分數平
     均至小數點第 1 位。
5. 比賽採公開評分，賽後立即公佈分數、名次，並頒發獎項，以示公正。

【樂器使用說明】

1. 主辦單位提供下列樂器於比賽時使用：
     a. 鍵盤樂器、爵士鼓組
     b. 電吉他及電貝斯之擴音器、專業音響系統及麥克風

2. 除上述樂器外，參賽樂團需自行準備演奏所需樂器
）等弦他吉用備、棒鼓、器果效、線導、斯貝電、他吉電：如（    

【報到時間】

初賽錄影時間

1. 錄影之樂團請提早於約定錄影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做資料確認與準備，錄影時
     間若未到達，可得 1 次重新約定錄影之機會，若第 2 次約定錄影未出現，則取消
     參賽資格。

決賽入圍團隊報到時間

1. 比賽隊伍請於決賽當天上午11 時，準時至活動場地進行抽籤，逾時抽籤隊伍，主
     辦單位有保留比賽隊伍參賽之權利。
2. 決賽提供彩排時間，每隊 15 分鐘 (包含樂器上下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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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職業歌手或持有經紀合約者不得參賽，參賽選手若冒名頂替、重複報名或使用
      不法音樂造成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並經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位不遞補。

2.  參賽選手需保證所提供之演出內容及作品，為無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尚未
      簽約買賣之歌曲。如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其智慧財產權受侵害，參賽者需自行承 
      擔，主辦單位對此概不負責。同時，主辦單位亦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得獎獎 
      項。

3.  檢附繳交資料恕不退件，並同意於媒體宣傳使用，請參賽者自行備存。

4.  報名單上資料據實詳細填寫，在報名期限後，不得要求任何增減或變更，否則
      得取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將以最後一次修改之資料為準。

5.  參賽者作品將有機會公布在活動官網提供民眾欣賞，若作品中違反風俗或涉 
      及法律等相關問題，主辦單位有權刪除該作品資料及取消該參賽者資格。若
      有抄襲或欺瞞偽造資料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

6.  凡入選決賽之隊伍，決賽可準備與初賽不同樂曲進行比賽

7. 參賽者經入圍及得獎名單公佈後，應服從評審團之裁決，不得再有異議。

8. 每位比賽選手限定報名1 組隊伍比賽，如有重覆報名情形將去除比賽資格。

9.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金額在新台幣$20,000 及其以上，
     得獎者必須依規定扣繳10%中獎所得稅額，始得領獎；中獎人如為外籍（即在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則依規定扣繳20%稅率。

10.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1,000，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故得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不   
       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

11. 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及系列報導之延續完整性，所有參賽者報名比賽即同意
       主辦單位授權於相關指定合作媒體或平台，不另計酬使用參賽者之姓名、肖像 

播做體媒等路網、視電、播廣及登刊導報、材宣動活關相各於，作著音錄、影錄、       
       放或轉播。

12. 參加比賽樂團之交通往返、用餐請自行負責，參賽團體於比賽時，表演內容不
        得公然猥褻、裸露等違背善良風俗，違者取消參賽資格，概不計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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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決賽唱名三次未到者得以於賽事結束前，依報到時間之順位進行補唱，並扣總
        分10分，不得異議，所有樂團表演結束後進行第二回唱名，唱名三次未補唱者
        視同棄權。

14.  比賽會場現場演出需自行伴奏，現場不提供歌詞螢幕機，樂器部份僅提供鍵
         盤、爵士鼓組與樂器之基本收音。

15.  參加比賽之選手，對於賽事如有任何問題需於賽事前三日先行以書面提出，
        經入圍及得獎名單公佈後，應服從評審團之裁決，不得再有異議。

16.  每次晉級之入圍者，除了現場公佈分數與名單外，名單也將於活動結束後3 日
        內同步公佈於活動官方網站。

17.  得獎名單將於決賽後公佈，請各決賽隊伍在現場等候得獎公佈及進行頒獎。

18.  賽程期間主辦單位將於現場進行專人錄影及拍照記錄，參賽選手不得有議。

19.  決賽勝出之隊伍，需配合主辦單位的音樂活動參與演出。

20.  需同意為參賽而提出的所有作品以及於比賽期間之所有表演，主辦單位均
        可進行錄影、錄音及攝影，並享有公開傳輸、公開播送、重製、及散布前述相關  
        影音檔案之權利。

21.  由於活動場地為開放式場地，請各參賽者自行管理個人貴重物品，若有遺失，
        主辦單位一概不負責。

22.  本活動如有任何疑義，皆以主辦單位現場正式公告為準，另主辦單位保留活
         動修改變更之權利。

23.  為維護參賽者自身權益，請詳閱上述規定。凡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同意以上之
        規定，主辦單位對於規則及相關公告保有最終解釋之權力。

主辦單位亞流辦公室專線：02-7734-1043
活動執行單位諮詢專線：02-2556-1980＃13

（WUC世界大學音樂會熱音賞活動小組 平日10:00-18:00）
活動諮詢電子信箱：camwuc201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