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桃園鐵玫瑰熱音賞
比賽簡章
桃園展演中心為北臺灣流行音樂發展推動基地，為推廣臺灣流行音樂及表演產業發展，
培育具潛力之優秀創作人才，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110 年擴大舉辦「桃園鐵玫瑰熱
音賞」，不限國籍、分校園組及社會組別進行比賽，今年賽事將原有樂團大賽擴大，不限比
賽曲風及人數，歡迎更多優秀團隊或是個人參賽，更首度為入選團隊打造完整系統化培訓課
程，期能發掘並培育更多優秀樂壇新秀，達到鼓勵臺灣多元創作及提升音樂素質之目的。
「 2021 桃園鐵玫瑰熱音賞」#唱所欲言 ReadyForStage
指導單位：文化部、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承辦單位：新視紀整合行銷
協辦單位：SONYMUSIC 索尼音樂、STREETVOICE 街聲、TMC 台灣音樂文化國際交流協會

比賽資格
(1) 凡年滿 15 歲以上（2006 年 4 月 7 日前出生）者，不限個人、組合、樂團，亦不限國籍
均可報名參賽。
(2) 分組比賽：
1.校園組：個人參賽須有在校生身份（高中職學生含應屆畢業生及大專學生），若以
團體參賽團員 3/5 以上有學生身分者，可自行決定參加校園組或社會組，不足 3/5 一
律參加社會組）。
2.社會組：社會人士、大專院校生可自行決定參加校園組或社會組。
(3) 報名者皆須符合上述比賽資格（每人以報名一組為限。社會組參賽曲目須為參賽者之原
創曲目 3 首，校園組可有 Cover 曲目，以一首為限）。
(4) 參賽之原創作品，應皆未於其他公開比賽獲獎或數位/實體發行(須簽切結書)。
(5) 已由唱片公司簽約協助發片之樂團/歌手不得參賽，自行發行 EP 者不在此限(須簽切結
書)。
(6) 完成報名後原報名成員不得任意更換，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須經由主辦方同意。
(7) 海外個人或團隊若入圍複賽、決賽須來臺參賽，需自行負擔相關費用，並配合臺灣官方
相關防疫檢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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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
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11 點至 4 月 7 日(星期三)晚間 23 點止。

報名方式
(1) 至 2021 桃園鐵玫瑰熱音賞官網填寫報名資料，並簽立參賽切結書同步上傳報名表單。
(2) 並於合作報名平台 StreetVoice 街聲上傳報名作品及完整歌詞(會員制，免費註冊)，完
成上述兩項步驟即完成報名。

報名資料
(1) 官網填寫參賽者簡介資料。
(2) 上傳報名歌曲音訊檔 3 首至 StreetVoice 街聲平台（社會組為原創作品，校園組可有
Cover 曲目，以一首為限）及完整歌詞，此素材供初選評選。
(3) 若有任何問題，請 mail 至 betteroneman@gmail.com 或臉書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afmc.ironrose 留言洽詢。
比賽、培訓日期及地點
【網路初選】：聘請專業音樂人線上評選。（暫定 4 月 27 日(星期二)於官網公布複賽入圍
名單）。
【複賽】：校園組 5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1 點、社會組 5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1 點，地
點：桃園展演中心門前廣場(暫定)(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
【必修培訓課程】:7 月 3 日(星期六)至 7 月 18 日(星期日)每周六、日時段，規劃音樂產業
師資授課，針對校園組及社會組共 20 組入選團隊打造 50 小時專業課程(含通識課程、分組
課程及一對一課程)，地點：桃園展演中心或其他課程需求安排之地點(決賽入圍者務必參
加)。
【媒合 Show Case 演出】：8 月 29 日(星期日)全日正式演出，8 月 28 日 (星期六)演出彩排
地點：大台北地區 Live House(決賽入圍者務必參加)。
【決賽】: 校園組 10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點、社會組 10 月 17 日(星期日)下午 2 點，地
點：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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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及比賽曲目說明
(1) 將聘請專業音樂人評選以參賽者作品為評分依據，包含詞、曲、編曲、演唱、音樂完整
度等項目評分，複賽及決賽須為報名之曲目。
(2) 比賽時間：複賽表演時間為 15 分鐘，決賽表演時間為 15 分鐘。（含比賽演出、
setting）。如超時將會影響總成績分數。
(3) 比賽禁止採用全曲卡拉 OK 伴唱方式演出，須以 Live 形式演出，但 Live 編制與形式不
拘，以呈現演出完整度為考量，包含詞、曲、編曲、演唱、現場舞臺演繹、服裝造型等
項目。
(4) 參賽歌曲如需更換，需事前經主辦方同意。

樂器使用說明
(1)入選複賽及決賽之參賽者，於賽事現場需自備樂器並事先提供演出樂器規格清單以利現
場收音作業。
(2)主辦單位將提供爵士鼓組（鼓棒自備）、鍵盤樂器及自備樂器之基本收音、音響系統、
麥克風及譜架。
(3)上述樂器外，參賽樂團需自行準備演奏所需樂器。（如：電吉他、電貝斯、導線、自備
鍵盤樂器、效果器、鼓棒、備用吉他弦等）。
(4) 為求比賽公平性，不開放使用 IEM 系統，不開放自帶音控師、燈控技師，統一以大會
安排為主。

評分方式
(1) 評分標準：
￭ 整體音樂表現（演唱、樂手技巧、詮釋、和諧度、團隊默契）
￭ 音樂原創性（詞曲創作、編曲）
￭ 舞台表現（台風、舞台魅力、表演特色）
(2) 每隊演出時間超過限定時間者，以 30 秒為扣分單位，每單位扣總成績 5 分，未滿 30
秒者以 30 秒計算。
(3) 計時標準：上台為計時之開始；下台為計時之結束。
(4) 邀請 5 位專業評審擔任比賽評分，評分方式採取 100 分為滿分，成績以 5 位評審評
分加總。
(5) 比賽採公開評分，賽後立即公布分數，以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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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複賽」以初選評審分數排名前 20 名為複賽入圍隊伍，「決賽」以複賽評審分數排名
前 10 名為決賽入圍隊伍。
(7) 入選或優勝隊伍之名單，將於複賽、決賽除現場公布外隔天公布於本活動官網。
獎勵方式
校園組
(1) 大賞獎：1 名，獎金 15 萬元、獎盃乙座。
(2) 評審獎：1 名，獎金 10 萬元、獎盃乙座。
(3) 優等獎：1 名，獎金 5 萬元、獎盃乙座。
(4) 桃樂獎：1 名，獎金 5 萬元、獎盃乙座。
（個人或團隊二分之一成員定居於桃園地區或就讀學校位於桃園地區者）
(5)人氣獎：1 名，獎金 5 萬元。
(6)入圍獎金：5 名，新臺幣 2 萬元(決賽入圍未獲獎者)。
社會組
(1) 玫瑰大賞獎：1 名，獎金 40 萬元、獎盃乙座。
(2) 玫瑰評審獎：1 名，獎金 20 萬元、獎盃乙座。
(3) 玫瑰優等獎：1 名，獎金 10 萬元、獎盃乙座。
(4) 桃樂獎：1 名，獎金 10 萬元、獎盃乙座。
（個人或團隊超過二分之一成員定居於桃園地區）
(5)人氣獎：1 名，獎金 10 萬元。
(6)入圍獎金：5 名，新臺幣 2 萬元(決賽入圍未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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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注意事項
(1) 複賽及決賽比賽順序事前以抽籤決定，並將結果公布於活動官網。
(2) 參加複賽及決賽之隊伍統一於該賽事當週週五依比賽順序於現場進行彩排，如無法配合
視同放棄事前彩排權利。
(3) 請於比賽前一小時報到，參加之隊伍請於當天彩排前一小時報到。
(4) 正式比賽時，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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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或書面提出，
經入圍及得獎名單公布後，應服從評審團之裁決，不得再有異議。

注意事項
(1)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金額在新臺幣 $20,000 及其以上，得獎者
必須依規定扣繳 10% 中獎所得稅額，與 2.11%二代健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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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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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入圍決賽個人及團隊皆須配合主辦單位所訂時間地點參加培訓課程，不得任意更改或取
消，若無故缺席，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決賽參賽資格。
(4)得獎作品，於報名比賽即為同意主辦單位授權著作權存續期間內，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
在非商業用及商業數位發行途下，由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第三人將該得獎作品包括但不限於
歌詞與曲譜重製、編輯、出版、再版，以及歌曲錄製成 CD 專輯及音樂錄影帶(MV)由國內外
重製、散布、改作、編輯、公開演出，並於無線、有線、衛星之類比及數位電視頻道、廣播
電臺、電影院，集會場所及電腦網路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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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若有抄襲或欺瞞偽造資料情事，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
(7) 得獎隊伍如有冒名上場、使用非該個人或樂團之原創音樂(校園組不在此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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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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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比賽資格。
(9) 報名資料請據實詳細填寫，在報名期限後，不得要求任何增減或變更，否則得取消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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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10) 參加比賽、課程團隊之交通往返、用餐請自行負責，參賽個人或團體於比賽時，表演
內容不得公然猥褻等違背善良風俗，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11) 得獎名單將於決賽後公布，請各決賽個人或團隊須於現場等候得獎公布及進行頒獎。
(12) 賽程期間主辦單位將於現場進行專人錄影及拍照記錄，參賽選手不得有異議。
(13) 決賽勝出之個人或團隊，需配合主辦單位於 10 月 23、24 日(暫定)之桃園鐵玫瑰音樂
節中演出或其他演出推廣機會（演出費用依照規定辦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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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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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凡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同意以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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