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海洋獨立音樂大賞」報名簡章 

AUGUST  2019  19th HoHaiYan Rock Festival 

一、參賽對象及資格 

(一) 全球華人之獨立創作樂團、歌手。 

(二) 請以個人或樂團名義報名，不受理所屬唱片公司或任何經紀事務單位代為報

名。 

(三) 所演出型態及音樂類型不限，但參賽之詞曲內容需為表演團員之原創作品。 

(四) 上屆入圍樂團亦可報名，已得獎樂團本屆謝絕參與，但可報名下一屆。 

二、報名方式（線上報名或紙本資料報名擇一方式辦理） 

(一) 線上報名： 

1. 期限：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24 時止。（以 Google 表單時間戳記為憑，

逾時恕不受理） 

2. 報名表：請按此填寫或輸入網址: https://ppt.cc/fNC8Tx 

3. 請於報名表內填上五首原創音樂作品之下載或試聽之網址（如提供之連結為

試聽網址時，請確認音樂檔案是可被下載之權限，以利最後能統一彙整進行

初審之作業）。如提供之連結僅能以線上收聽時，視為無效網址。 

4. 請確實填寫相關報名資料，並於按下「提交」鍵前，再次確認相關連結是否

有效，避免因資料漏填、誤繕，導致喪失參賽資格。 

5. 本報名網站係利用 Google Docs 所提供之免費服務再行設計運作，主辦單位

對於資訊安全問題及網路資料傳輸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證，如您對於資訊安全

或網路資料傳輸有所疑慮，建議採紙本資料報名方式辦理。 

(二) 紙本資料報名： 

1. 期限：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24 時止。（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2. 格式：CD（內含 5 首以上原創音樂作品）或 VCD、DVD（內含 5 首以上原

創音樂作品現場演出實況）。 

3. 不接受已在市面上發行販售之商品作為報名作品，請另行製作。 

4. 請填妥報名表（1 式 5 張），連同參賽作品（1 式 5 份），寄至新北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海洋獨立音樂大賞評審團」收，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一段 161 號 26 樓旅遊行銷科。 

(三) 洽詢專線：（02）29603456 分機 4085。 

三、賽程 

(一) 初選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24 時止。 

2. 入選方式：不列名次選出 30 組團隊或個人，進行會前賽。 

3. 入圍名單公布：暫定 2019 年 7 月初。 

(二) 會前賽 

https://ppt.cc/fNC8Tx
https://ppt.cc/fNC8Tx


1. 地點：淡水漁人碼頭。 

2. 日期：以 2019 年 7 月底 8 月初假日為主，確切日期將另行公佈。 

3. 入選方式：不列名次選出 10 組團隊，進入最後決賽（海洋獨立音樂大賞）。 

4. 入圍名單公布：暫定 2019 年 8 月中旬。 

(三) 決賽 

1. 日期：暫訂 2019 年 8 月底，出場順序將以抽籤決定。 

2. 地點：新北市貢寮區福隆海水浴場（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 40 號）。 

(四) 以上賽程，評審團皆有權自行增減入圍團數。 

四、獎項 

(一) 海洋大賞：1 名，可獲得獎金新臺幣 400,000 元及海洋旗 1 面。評審標準：著

重音樂作品之原創性、團隊表現、樂手技巧、舞台魅力及獨立精神。 

(二) 評審團大獎：1 名，可獲得獎金新臺幣 150,000 元。評審標準：著重音樂作品

之原創性、思想性與冒險性之獨特風格。 

(三) 海洋之星：1 名，可獲得獎金新臺幣 50,000 元。評審標準：著重選出最具娛樂

效果或最有商業潛力價值之樂團。 

(四) 所有獎金以勞務報酬領取，另應按財政部規定由主辦單位代為扣除 10％（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者）或 20%（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稅金。 

五、權利與義務 

(一) 若您對競賽規則不認同，請勿報名，建議尋找更適合您的其他音樂競賽。 

(二) 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及活動紀錄之完整性，入圍會前賽及入圍決賽者，須同意

授權主辦單位於本活動之相關指定媒體或平台，使用參賽者之姓名、肖像、錄

音著作，於各相關活動宣材、報導刊登及廣播、電視、網路、紀錄片等媒體公

開播放。 

(三) 入圍會前賽者，同意依主辦單位安排會前賽場地及時間表演，不得異議。 

(四) 參賽者需保證所提供之演出內容及作品，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

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受侵害之事，參賽者需負責出面處理，與主辦單位無涉。同

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圍資格及追討得獎獎項，並給予嚴厲批判。 

(五) 所有參賽作品均為主辦單位評選備查，恕不退件，請參賽者自行製作備份存

檔。所有參賽者資料，主辦單位會絕對保密，如無絕對之必要性，將不對外公

佈參賽者名單及作品內容。 

(六) 為增加得獎樂團曝光度，凡獲得本次競賽任一獎項之團隊，將於下回競賽邀請

做頒獎、宣傳造勢、演出等相關活動；另，新北市政府得於 3 年內邀請得獎團

體進行活動代言及演出，並酌予以車馬費補貼，每次演出以 1 小時為原則，得

獎團體若有正當理由無法參與，需以書面陳述。 

(七) 請詳閱以上章程，一旦報名或入圍，則視同同意主辦單位以上之章程規定，且

均視同同意主辦單位之報名簡章與另行公佈之附屬規定。 



2019 新北市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海洋獨立音樂大賞」報名表 

※本表每項均為必填，如沒有則填無 

團體名稱  

音樂風格  

專屬網站 
或部落格  

樂器需求 
□ 鼓 □ 吉他 EG ×     AG ×      □ 貝斯  □ 鍵盤 ×      

□ 麥克風 ×      □ 其他                                  
 

 

 

 

 

參賽歌曲 

1 歌名  

作詞者  作曲者  

2 歌名  

作詞者  作曲者  

3 歌名  

作詞者  作曲者  

4 歌名  

作詞者  作曲者  

5 歌名  

作詞者  作曲者  

 

團長 

本名  身份證字號或
護照後 3 碼 

 

藝名  負責樂器  

國籍  是否具原住民
身份 

 

 

團員(1) 

本名  身份證字號或
護照後 3 碼 

 

藝名  負責樂器  

國籍  是否具原住民
身份 

 

 

團員(2) 

本名  身份證字號或
護照後 3 碼 

 

藝名  負責樂器  

國籍  是否具原住民
身份 

 

 本名  身份證字號或
護照後 3 碼 

 



團員(3) 

 

藝名  負責樂器  

國籍  是否具原住民
身份 

 

 

團員(4) 

 

本名  身份證字號或
護照後 3 碼 

 

藝名  負責樂器  

國籍  是否具原住民
身份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若無入圍會前賽或總決賽，是否願意參與「熱浪搖滾小舞臺」徵選？※ □ 是 □ 否  

※備註： 

1.團員填寫欄位如有不足，得自行延伸增加。 

2. 報名團員需為表演團員，名單如有更動，需以書面告知主辦單位，並經主辦單位同
意後方得變更。 

簽名處（必填，未簽名者視同棄賽） 

本人同意並遵守主辦單位之報名簡章內容與另行公佈之附屬規定，以上資料如有不實，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圍資格及追討得獎獎項。  

報名樂團：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