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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東華之音歌唱比賽 活動簡章 

= 防疫不分你我他 一起飆唱來紓壓 = 

一、活動目的：為了營造健康的高中與大學生活，鼓勵高中職生與大專校院學生培養良好興趣，抒

解學業、生活壓力，重視身心健康，提供喜愛歌唱發揮平台，喚起學生對身心健康問題的重

視，本活動為鼓勵弱勢學生參與，可補助交通費。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三、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四、協辦單位：典選音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贊助單位：錦皓音響公司、蕙泰有限公司、角落空間、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六、依教育部高教深耕附錄提升高教公共性之目的，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可獲得本

校補助交通費(以戶籍所在地之自強號火車費用補助)。符合上述身分者，請將證明及身分證拍

照正反面寄至：ndhuhealth6252@gmail.com。 

七、活動對象：宜花東應屆高中職學生與大專校院學生。 

八、初賽： 

1. 報名方式：初賽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後將音檔寄至指定信箱，即算完成報名。 

2. 歌唱音檔：將參賽者本人清唱之歌唱音檔以 mp3 形式寄至 ndhuhealth6252@gmail.com， 

音檔不可超過 30秒，郵件主旨及音檔名稱請改為「東華之音初賽歌曲檔案_XXX」(XXX

為參賽人姓名)。 

3. 報名時間：109年 11月 2日早上 8點至 11月 20 日下午 5點截止，以 email 寄送時間為

準，將於 11月 22日前公告完整報名名單。 

4. 初賽名額：高中職生與大專校院學生各 150人。 

5. 初賽評選：由典選音樂組成之評審團隊，按參賽者歌唱音檔評選出晉級複賽之選手，高中

職生與大專校院學生各 40人。 

 

 

 

 

▲ 報名表單            ▲ 東華之音臉書官網 

九、複賽： 

1. 複賽入選名單：109年 12月 4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前於東華之音臉書官網公告。 

2. 複賽日期：109年 12 月 12日(星期六) (賽程請參閱附件一) 

(1) 高中職生組 13:00開始報到 14:00 比賽開始。 

(2) 大專校院組 15:00開始報到 16:00 比賽開始。 

3. 複賽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人社二館 演藝廳(C101)。 

4. 複賽名額：初賽晉級複賽之選手，高中職生與大專校院學生各 40人。 

5. 複賽評選： 

I. 以清唱方式進行複賽，參賽者可自行選擇比賽歌曲段落清唱，不須提前告知主辦單位表

演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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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清唱曲目限時 2分鐘，第 120秒時由大會按鈴下台，按鈴後 10秒內下台者，不扣分，

第 130秒時大會會按第二次鈴，第二次按鈴後未下台者，以 10秒為單位（不足 10秒以

10秒計），每單位扣總成績 5分。 

III. 由評審評分，並以分數高低選出晉級決賽之選手，高中職和大專校院各選前 10名晉級 

   決賽。 

6. 評分標準：由專業評審委員進行評選，標準如下，共計 100分（評審保有最終決定權） 

歌曲詮釋 35% 

技巧 30% 

音色 15% 

台風 10% 

整體呈現 10% 

   成績 

超時扣分(每超過 10秒即扣總成績 5分，不足 10秒以 10秒計) 

  總成績 

7. 決賽入選名單：當天晚上 7點現場公告，晚上 8 點於東華之音臉書官網公告。 

十、參賽曲目及伴唱帶： 

1. 參賽曲目：複賽入選者須於 109年 12月 10日(星期四) 23：59前（逾時者視同棄權），提

供決賽參賽曲目及伴唱帶(決賽選擇搭配不插電樂器進行表演之參賽者得免提供伴唱帶，

請先來信告知)，伴唱帶限 mp3 檔案。 

2. 參賽曲目及伴唱帶寄至電子信箱 ndhuhealth6252@gmail.com，以 email 寄送時間為準， 

郵件主旨及檔案名稱請改為「東華之音決賽歌曲伴奏檔案_XXX」(XXX為參賽人姓名)。 

十一、 決賽： 

1. 決賽日期：109年 12 月 13日(星期日) 13:00 開始報到，14:00比賽(賽程請參閱附件二) 

2. 決賽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人社二館 演藝廳 (C101)。 

3. 決賽名額：複賽晉級決賽之選手，高中職生與大專校院學生各 10人。 

4. 決賽評選：晉級決賽者以一首自選曲進行決賽，由參賽者得自行提供伴奏帶，或搭配不

插電樂器進行表演。 

5. 評分標準：由專業評審委員進行評選，標準如下，共計 100分（評審保有最終決定權） 

歌曲詮釋 35% 

技巧 30% 

音色 15% 

台風 10% 

整體呈現 10% 

6. 決賽由專業評審評分，並以分數高低決定比賽各組前五名之人選並進行頒獎典禮 

7. 獎勵： 

獎項 內容 

第一名 5千元郵政禮券及獎盃一座 

第二名 3千元郵政禮券及獎盃一座 

第三名 2千元郵政禮券及獎盃一座 

第四名 1千元郵政禮券及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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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800元郵政禮券及獎狀一紙 

人氣親友團獎 800元郵政禮券及獎狀一紙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贈品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者，需開立扣繳憑單） 

十二、 注意事項： 

1. 本比賽之評分人員皆由典選音樂之專職音樂人士，具有高公信力，評分以評審意見為

主。 

2. 本活動係屬正式比賽，若穿著過於暴露、不雅或做出任何政治立場表達、怪異粗俗標語

之服飾者，主辦單位有權拒絕之入場，當次比賽成績不予採計。 

3. 參賽者演唱期間禁止出入比賽場合、大聲喧嘩或做出任何干擾比賽進行之動作，若違反

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請參賽者或觀眾離開比賽場地，當次比賽成績不予採計。 

4. 請密切注意比賽公告，相關訊息以粉絲專頁最新公告資料為主。 

5. 若比賽期間出現冒用他人身分，當次比賽成績不予採計。 

6. 若比賽預定日期遭遇颱風、地震、豪大雨或嚴重天災而必須延期，則比賽日期將另行公

告於官網及另行通知參賽者。 

7. 若非主辦單位之疏失，伴唱帶一律不予重複播放。 

8. 因音響器材所造成之音效問題不影響比賽成績，請參賽選手放心。 

9. 禁止破壞現場器材，違者照價賠償。 

十三、 觀眾入場：決賽當日開放觀眾入場觀賽，需於 109 年 12月 6日前報名參加，即可獲得入場 

   禮，12月 10日下午 5 點在官網公告觀眾入場排名。 

   備註：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請入場觀眾 

         觀賽時須全程戴口罩，並配合測量體溫。 

    

                                                    ▲ 觀眾報名表單 

        1. 觀眾入場禮 

報名順序 內容 

1~170名 
全家中杯熱拿鐵 1杯兌換卷 (限東華大學校內使用，

並於 109.12.31前兌換完畢)，及摸彩券一張。 

171~670名 凍頂高山冷泡茶一瓶及摸彩券一張。 

671~700名 摸彩券一張。 

       2. 摸彩禮品如下： 

摸彩獎項 內容 

禮券 全家禮券 100元 20張 

運動用品提貨券 運動用品提貨券 1000元 3張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贈品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含）以上者，需開立扣繳憑單） 

十四、 主辦單位有視實際情況變更此簡章之權利。 

十五、 聯絡資訊：吳星穎護理師 (03)890-6252。 

    電子信箱 ndhuhealth6252@gmail.com (非上班時間請多加利用電子信箱) 

十五、  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請參閱附件三說明或交通資訊連結：https://www.ndhu.edu.tw/p/405-1000-

51604.php?Lang=zh-tw#301。 

https://www.ndhu.edu.tw/p/405-1000-51604.php?Lang=zh-tw#301
https://www.ndhu.edu.tw/p/405-1000-51604.php?Lang=zh-tw#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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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東華之音歌唱比賽 

複賽流程表 

時間 流程 

13:00~13:50 高中職生組報到(含檢錄、抽籤) 

13:50~14:00 評審介紹及比賽規則說明 

14:00~15:50 1~40號參賽選手 

15:50~16:10 中場休息時間 

15:00~15:50 大專校院組報到(含檢錄、抽籤) 

16:10~16:20 評審介紹及比賽規則說明 

16:20~18:10 1~40號參賽選手 

18:10~ 
賦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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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東華之音歌唱比賽 

決賽流程表 

時間 流程 

13:00~13:50 各組報到(含檢錄、抽籤) 

13:50~14:00 長官致詞、評審介紹及比賽規則說明 

14:00~15:00 高中職生組 1~10號參賽選手 

15:00~15:20 中場休息/ 人氣王投票時間/摸彩 

15:20~16:20 大專校院職生組 1~10號參賽選手 

16:20~16:40 中場休息/ 人氣王投票時間/摸彩 

16:40~17:10 歌手演唱/摸彩 

17:10~17:30 
評審講評 

17:30~18:00 
頒獎 

18:10~ 
賦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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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一、花蓮火車站到至東華大學 

(一) 搭乘客運 

   1、花蓮縣電動巴士 (公車即時動態： iBus 公路客運-Android 版、BUS 公路客運-iOS 版) 

      (1) 由花蓮火車站前站出發，途經花蓮最熱鬧的金三角商圈，沿南濱公園，經光華樂活創意 

          園區，行駛至本校。 

      (2) 內停靠站：圖書館資訊大樓►育成中心►原住民學院►行政大樓►東華大學正門， 

         請在圖書館資訊大樓下車。 

     2、花蓮客運 

        (1) 由花蓮火車站前站搭乘花蓮客運〈【1121（往光復）】即時動態及時刻、票價表〉及 

          〈【1128（月眉線）】即時動態及時刻、票價表〉至本校。 

   (2) 內停靠站：行政大樓►育成中心►圖書館資訊大樓，請在圖書館資訊大樓下車。 

(二) 搭乘計程車 

     (1) 從花蓮火車站搭計程車跳表價格約 400-500元不等，車程約 20分鐘，請在人社二館下車。 

     (2) 特約計程車網址：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3986/158592361.pdf 

二、自行開車或騎車到至東華大學 

 (1) 由花蓮市區到東華，車程約 20~30分鐘，路線規劃可參考 Google Map，或利用行車導航系 

     統設定路線指引。 

  (2) 訪客汽車免換證，請於校門口請行駛汽車專用車道依系統指示辨識車牌並開啟閘門後進入 

      校園，離校前請至繳費亭輸入車號計時收費，請參閱〈收費標準網址：  

https://b006.ndhu.edu.tw/ezfiles/8/1008/img/3950/195458480.pdf〉。 

附件三 

http://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ang=Cht&Line=3857
http://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ang=Cht&Line=3089
https://ga.ndhu.edu.tw/var/file/6/1006/img/3986/158592361.pdf
file:///F:/東華盃/東華之音/〈收費標準網址：%20%20https:/b006.ndhu.edu.tw/ezfiles/8/1008/img/3950/195458480.pdf〉
file:///F:/東華盃/東華之音/〈收費標準網址：%20%20https:/b006.ndhu.edu.tw/ezfiles/8/1008/img/3950/19545848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