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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本次用【誰在那邊唱 原來是你！】為本次活動主題，以「聲音」、「幽默趣 

味」作為此次的概念名稱，帶領不同群體一起沒有包袱的進入這原味的音樂 

盛宴。 

    現今時代下的我們越來越多喜歡音樂的人勇於嘗試創新與表現，且身為當代 

    的我們，不論在都市、在部落越來越多音樂愛好者出現，我們嘗試不同以往 

    的音樂比賽方式，透過評審與參賽者之間互動交流，進行評語建議，提升整 

    體比賽的趣味性及真實性，以增添本次活動意義。 

本校希望提供大專院校學生一個展現歌喉的舞台，期盼在音樂的交織下，透 

過音樂讓原住民文化有更多的認識與交流，串起不同族群身份之間的互動與 

理解，成為知音、朋友。 

二、 目的 

為建構多元文化交流平臺，本次活動將在校園場地舉辦並以「臺科、臺大、 

臺師大」三校學生進行音樂比賽，以三校群體為出發，希望透過提供一個舞  

台，讓大專院校學生展現自我及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並藉由原住民歌手的歌 

曲，在活動中了解文化內涵及意義。有助於提升大眾對多元文化認識進而持 

續推動全民原教，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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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3)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原青社 

 

四、 活動期程 

(1) 投稿日期：112 年 1 月 11 日(三)至 2 月 10 日(五) 12：00 前止。 

(2) 公告晉級決賽名單：112 年 2 月 22 日(三)。 

(3) 決賽日期：112 年 3 月 18 日(六)。 

(4) 決賽地點 本校綜合研究大樓 RB105。 

 

五、 報名資格   

  (1)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在校學生。 

      (2)不限個人或團體參加，若以團隊方式參加，皆由隊長代表報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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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競賽要點 

   競賽方式分為資格審、初審、決賽三個階段。說明如下： 

    (1)資格審 

1. 審查參賽者資格、影片格式等條件。 

2. 預計收件數共計 45 件，件數達 45 件主辦單位將自動關閉表單。 

(2)初審 

1. 通過資格審者，評審依投稿影片進行評分。 

2. 成績評分採取總分法計算，分數排序前 10 名即進入決賽，備取 2 名。 

3. 入圍決賽公布由主辦單位於【誰在那邊唱 原來是你！】粉專公告。 

(3)決賽 

1. 參賽者自選曲目於 3-5 分鐘內演唱完畢，形式不拘。 

2. 團體參賽者，必須全隊於現場參加比賽。 

3. 成績評分採取總分法計算，以得分最高者為第一名，並於比賽結束後由

評審現場公布前三名及最佳人氣、最有創意獎及最有評審緣獎。 

 

七、 報名及繳交方式 

網路報名： 

1. 請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三)至 2 月 10 日(五) 12：00 前完成線上報名

及影片上傳至 YouTube 與 thevoicentust@gmail.com，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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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賽“誰在那邊唱 原來是你！”參賽者擇一其中組別報名，勿重複報

名。 

3.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PrizLRPq3GbExrdY7 

    影片規格： 

1、影片錄製規定 

◼ 參賽者依初審指定歌曲任選其中 1 首歌錄製 1 分鐘影片。 

◼ 人聲不得後製。 

◼ 提供的影片不得出現吵雜背景音樂，人聲須清楚。 

◼ 伴奏音樂至多 2 種樂器。 

◼ 投稿影片必須出現參賽者演唱畫面。 

     2、檔案格式 

◼ 影片檔案請轉成 MP4、MOV、WMV、AVI 檔，並上傳至 YouTube，

將影片設置成私人後寄至 thevoicentust@gmail.com，同時私訊 FB 粉

專告知已上傳。 

◼ 信件檔名請務必依照格式命名： 學校_姓名_歌曲名稱(如格式不正確將

不予收件) 

 

 

 

 

https://forms.gle/PrizLRPq3GbExrd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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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審指定歌曲 

序 歌手 歌曲 

1 動力火車 我很好騙 

2 張雨生 我的未來不是夢 

3 北原山貓 心的海洋 

4 張震嶽 思念是一種病 

5 蕭敬騰 王妃 

6 黑旋風 慕靈 

7 Boxing 心跳動 

8 迪克牛仔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 

9 吳美婷(kivi) 我想回家 

10 ALIN 摯友 

11 Matzka 水災 

12 陳建年 海洋 

13 阿杜 撕夜 

14 ABAO 阿爆 Thank You 

15 舒米恩(族語版) 不要放棄 Aka pisawad 

16 梁文音(版本) 魯凱的姑娘 

17 張惠妹 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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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范逸臣  無樂不作 

19 王宏恩 月光 

20 蔡依林  玫瑰少年 

21 李宗盛  山丘 

22 李芷婷  你聽聽就好  

23 家家 家家酒 

24 婁峻碩  Colorful 

25 歐陽菲菲 熱情的沙漠 

26 葉璦菱 漂亮一下 

27 張國榮 拒絕再玩 

28 姚蘇蓉 今天不回家 

29 鳳飛飛 流水年華 

30 周杰倫 擱淺 

 

八、 評分標準 

(一) 評審方式 

項目 評審要點 評分比例 說明 

資格賽 審查參賽者資格 - 影片格式、資格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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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 

歌曲技巧 50% 1. 評審經由參賽者投稿影片

進行評分。 

2. 演唱時間 1 分鐘，每超時半

分鐘扣分 0.5 分。 

歌曲詮釋 50% 

決賽 

音色、音準 40% 歌唱技巧、咬字 

舞臺呈現 30% 整體舞臺魅力表現 

歌曲詮釋 30% 情感 

備註 

表演時間為 3 至 5 分鐘，每超時半分鐘

扣總分 1 分 

 

九、 競賽獎勵 

(一) 獎項類別： 

(1) 第 1 名------------------獎項： 芭達桑原住民主題餐廳 2000 元餐卷 

(2) 第 2 名------------------獎項： 哈喜拉 hasila 原住民餐廳福利 

(3) 第 3 名------------------獎項： 原民風包包 

(4) 最佳人氣獎--------------獎項： 部落風味野菜一組(野菜蔬果辣椒) 

(5) 最有創意獎--------------獎項： 部落風味肉類一組(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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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有評審緣獎------------獎項： 神秘禮物 

 

十、 決賽資訊 

(1) 比賽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綜合研究大樓 RB-105 

(2) 比賽時間：2023/03/18(六) 13:30-16:30 

(3) 觀眾入場：開放 350 席，採線上表單報名方式，報名成功者後續會收到

報名成功與報到 QR code 通知信件，請自行留存，並於決賽報到時向

工作人員出示「報到 QR code」進行系統實名簽到，並依序入場自由入

座。 

 

十一、 注意事項 

(1) 頒獎時，參賽者須親自上臺領獎，否則視同棄權，取消其資格。 

(2) 如發現參賽者有違反比賽規則之情形得追回所頒之獎項。 

(3) 得獎作品著作權歸參賽者所有，但為了推廣原住民族音樂及文化，參賽者

得應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不限期間、次數、地域公開播送、傳輸、上映、

演出、重製及改作之使用權，相關授權辦法另簽訂。主辦單位得以再授權

第三人，且不須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惟授權之第三人不得作營業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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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進入決賽者須配合主辦單位進行拍錄相關照片或影片作為宣傳及媒

體報導等相關活動，俾利相關推廣工作。 

(4)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有修正權並保留最終決

定權。 

 

十二、 聯絡資訊 

◆ FB: https://reurl.cc/EX0Xqg  

◆ IG: https://www.instagram.com/thevoicentust_0318/  

◆ Email: thevoicentust@gmail.com  

 

 

https://reurl.cc/EX0Xqg
https://www.instagram.com/thevoicentust_0318/
mailto:thevoicentust@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