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
歌唱比賽簡章
一、 活動主旨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在這個可說是「一人一MIC」麥克風帶著走的時代。
到KTV歡唱同樂的情景已經無法滿足隨時都想發洩跟大唱的人們，所以
很多人家裡紛紛安裝起歡唱設備，也有拖著走的伴唱機，甚至是走來走
去都可以唱的隨身麥克風。還有隨著居家裝潢去調整的智慧型影音設備
等，影音街都有專業技術。
因此，中華路影音街結合既有高級影音設備、音樂唱片合作夥伴以及技
術諮詢等，延續影音文化的優勢而舉辦「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發現響
樂之星」的K歌大賽，同時輔以響樂講堂、響樂GO PLAY街區店家互動
活動等，讓消費者深入認識、瞭解中華路影音街。
二、活動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商業處。
主辦單位：台北市新中華路影音電器街促進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商圈產業聯合會、臺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音圓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MIPRO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艾葳婚紗攝影公司、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財團法人、台北市臺灣
省城隍廟、 pioneer 先鋒股份有限公司、1766網路廣播電台、BenQ 明
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三、比賽日期


初賽：108年10月19日(六)中午13點報到，下午2點開始。



複賽：108年10月20日(日)下午13點報到，下午2點開始。

決賽：108年10月20日(日)下午4點半公佈決賽名單，下午4點50開
始。
四、比賽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東側（開封街－漢口街人行道）
<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29-4號>
五、比賽資格
凡愛好歌唱人士均歡迎參加。
凡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必須得到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同意參加方為有
效。
※限額200 名，額滿為止!!!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10月06日晚上12點前完成線上報名，並繳費
成 功才算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七、報名方式
(一) 報名網址： https://avstreet.tw/?p=2863
(二) 報名費用：$650元整，活動當天可兌換無線藍芽喇叭乙組。
(三)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或填寫報名表【附件一】傳真至活動小組。
(四) 繳費方式：
第一種繳費方式：
本活動使用活動通Accupass付款系統，分以下兩種付款方式：
1. 線上刷卡付款：
接受使用 VISA、MasterCard、JCB、UnionPay銀聯卡付款(目前暫不接
受AE卡)，款項在您的信用卡帳單將顯示「ACCUPASS」的名稱。按下
「前往付款」後將跳轉至歐付寶刷卡頁面(SSL 256 bits 安全加密機制)，
請安心付款。
2. ATM轉帳：
選擇此付款方式將會提供一組專屬虛擬帳號，持此帳號至ATM自動櫃員
機選擇轉帳即可付款。無法臨櫃匯款，部分銀行將向您收取轉帳手續費。
第二種繳費方式：
1. 臨櫃匯款：
 銀行：合作金庫(代號006)
 分行別：北三重分行
 帳戶號碼：0992-717-817608
 戶名：台北市新中華路影音電器街促進會
※匯款後，請務必以E-mail或電話告知
※請註明匯款人姓名、電話、帳號末五碼
(五) 注意事項：
1. 報名後請務必以電話確認是否完成報名程序，並需完成線上報名並
繳費成功才算完成報名手續，歌唱者當天未到視同棄權。
2. 未滿18歲者請檢附【附件三】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3. 各組參賽者報到時請攜帶國民身份證或健保卡(有照片)或駕照或學生
證之正本(擇一，驗畢退還)，於承辦單位規定之報到時間內抵達會場
報到，並領取參賽證貼於身上明顯處，以利評審及相關工作人員識
別。完成報到後，始得參加比賽，並請勿擅離比賽現場；若於上台
前經唱名三次未出場者，以棄權論，不得要求補唱。
(六) 活動小組聯絡資訊：
1. 電話: 02-2562-6001 #309謝先生；02-2562-6001 #314劉小姐
2. 傳真: 02-2526-6011
3. E-mail：genies@kglpr.com.tw、shih-ting@kglpr.com.tw (請於周

一至周五10:00~18:00來電，中午休息時間12:00~13:30）
八、活動內容
1. 比賽歌曲：以音圓歌單為主。
2. 請至【活動歌曲頁】，搜尋音圓歌單，確認歌號後，填入活動報名
表中。
3. 報名後一律不得更改比賽歌曲，但可選擇備用歌曲一首。
4. 比賽評審：由主、協辦單位聘請專業老師組成評審團，參賽者對評
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5. 比賽方式：
(1) 參賽者一律以主辦單位提供之音圓專業型伴唱機(NR-330)為準。
伴唱帶無導唱、不得自行準備伴唱帶、不對KEY。
(2) 參賽者初賽與決賽演唱之歌曲不得重複。初賽及複賽時，當參

6.

賽者聽到主辦單位準備之鈴聲響起時，即須停止演唱。入圍決
賽參賽者， 則須唱完整首歌曲 。
競賽賽別：分初賽、複賽及決賽。
A. 初賽：
(1) 比賽日期：10月19日(六)下午1點開始報到，下午2點開始比賽。
(2) 比賽順序：依報名順序為主。
(3) 比賽方式： 音圓歌單，任選一首，唱 90 秒。
(4) 評分方式：歌唱技巧 40%、音色及音準30%、
台風(舞台表現)15%、服裝15%。
(5) 錄取名額：錄取 30 人，參加複賽，另備取 3 人，
正取無法出賽時依序遞補。
(6) 參賽者比賽時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B. 複賽：
(1) 比賽日期：10月20日(日)下午1點開始報到，下午2點開始比賽。
(2) 比賽順序：依合格參賽者姓名筆劃排序為主。
(3) 比賽方式： 音圓歌單，任選一首：唱 120 秒。
(4) 評分方式： 歌唱技巧 40%、音色及音準30%、台風(舞台表
現)15%、服裝15%。
(5) 錄取名額：錄取 10人，參加決賽，另備取 2 人，正取無法出
賽 時依序遞補。
C. 決賽：
(1) 比賽日期：108年 10月20日(日)下午4點公布入選決賽名單，
下午4點50分開始。
(2) 比賽順序：於決賽前 10 分鐘，由參賽者或任意代表一位，上
台抽號碼，決定先後順序，參賽者比賽時唱名三次
未到者，以棄權論。

(3) 比賽方式：音圓歌單,任選一首，唱整首。
(4) 評分方式： 歌唱技巧 40%、音色及音準30%、台風(舞台表
現)15%、服裝15%
九、獎勵辦法
獎項

內容

市值

數量

第一名

日本先鋒家庭劇院一套VSX532+S-ES21

$39,900

1

第二名

BennQ LED 無線行動投影機
GV1

$10,900

1

第三名

MIPRO手握無線麥克風MH80+半U雙頻道自動選訊接收
機MR-812

$8,500

1

$12,000

1

最佳造型獎個人沙龍照一組【內

最佳造型獎

容：1.照片12吋含卡紙5張2.化妝
髮型3.拍照禮服ㄧ套】。

十、得獎公佈
(一) 除通知得獎人外，將公佈得獎名單於FB粉絲團及【中華路影音街官
方網站】https://avstreet.tw/?p=2863
(二) 得獎者以10月20日活動公告為主，當天即可領取獎品。
(三) 第一名獎項領取辦法：需提供【勞務報酬單】正本並且完成所得稅代
扣繳納，確認無誤後，將於七個工作日內寄送獎品。
(依財政部國稅局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付超過
新臺幣20,001 元，須申報所得且需扣繳10%所得稅扣繳稅額)
（=35,800x10%=3,580）。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報名表中各項資料請務必照實填寫，如有錯誤資訊，以及比賽期間
出現冒用他人身分，將取消參賽資格。
(二) 比賽由承辦單位聘請專業人士數名擔任評審，參賽者須尊重評審團
之 評定結果，不得異議。
(三) 參賽者同意中華路影音街授權利用得獎作品製作錄音、錄影、伴唱
帶等衍生著作，相關衍生物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中華路影音街所有。
(四) 比賽日期如因颱風、地震等天災或其它因素而必須延期者，相關資
訊將公告於中華路影音街官方網站/FB最新公告及另行通知參賽者。
(五) 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及變更此簡章之權利，相關資
訊將公布於中華路影音街官方網站/FB，恕不另行通知。

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
歌唱比賽報名表
附件一 ：
姓

名

可自行影印或複製列印使用

性

別

☐ 男 ☐女

年齡

歲

出生日期

E-mail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新台幣$650整，匯款資料如下:

報名費

戶名：台北市新中華路影音電器街促進會 轉入帳號末五碼：(必填)
合作金庫 006 / 帳號0992717817608
原唱者

音圓歌號：(填)
初賽歌曲

比賽歌曲：

語別

曲調 ＿＿調(例♯Am)註＊

比賽歌曲：

語別

曲調 ＿＿調(例♯Am)註＊

比賽歌曲：

☐ 國語 ☐台語 ☐日語 ☐其他

☐ 原 KEY 註＊＊☐降＿＿KEY

語別

曲調 ＿＿調(例♯Am)註＊

☐升＿＿KEY 註＊＊＊

☐ 國語 ☐台語 ☐日語 ☐其他

☐ 原 KEY 註＊＊☐降＿＿KEY

☐升＿＿KEY 註＊＊＊

原唱者

音圓歌號：(填)
備用歌曲

☐升＿＿KEY 註＊＊＊

原唱者

音圓歌號：(填)
決賽歌曲

☐ 原 KEY 註＊＊☐降＿＿KEY
原唱者

音圓歌號：(填)
複賽歌曲

☐ 國語 ☐台語 ☐日語 ☐其他

比賽歌曲：

語別

曲調 ＿＿調(例♯Am)註＊

☐ 國語 ☐台語 ☐日語 ☐其他

☐ 原 KEY 註＊＊☐降＿＿KEY

☐升＿＿KEY 註＊＊＊

*如知道要唱的歌曲曲調(例♯Am 調)可填寫以上空格為您要唱的曲調(例♯Am 調)
**原 key 指是伴唱機播放的曲調(key)
***也可填寫原廠伴唱機所播放的調(+1 或減-1)來確定要唱的曲調(key)

報名QR Code

報名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
歌唱比賽授權同意書
可自行影印或複製列印使用

1.以上報名資料均填寫無誤，如經承辦單位發現有假借、冒用、偽造、舞弊等情
事，一律取消報名(得獎)資格，並擔負一切法律責任。
2.本人已詳讀本活動簡章，並同意遵守主辦單位之相關規定、配合相關安排及遵
從評審團之決議。
3.本人同意將參與本次比賽活動期間之著作權及肖像權，無條件授權承辦、主辦
單位及承辦、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
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 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
製、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
4.本人選唱之歌曲，擔保參加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歌唱比賽活
動所使用之錄 音著作及音樂著作，均合法取得公開使用權無誤；如遭相關著作
權所有人或第三人提出異議，本人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請自行檢視是否填寫完整及備齊下列報名表件:

台北市新中華路影音電器街促進會
□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

報名者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
歌唱比賽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可自行影印或複製列印使用

立同意書人(本人)________________係參賽者 _________________之合
法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本人同意參賽者參加中華路影音街唱快夢響
發現夢響之星歌唱比賽活動。
此致 中華路影音街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或手機)：
地址：
EMAIL：

中

華

(沒有者可以不必填寫)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