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籟之聲響宴冬山～2022 冬山鄉長盃卡拉 0K 歌唱比賽」活動計畫 

一、緣由及目的：提倡敬老尊賢，鼓勵鄉民正當的休閒娛樂活動，培養怡情養性良好    

身心情境，舒解生活壓力，增進彼此情感交流，促進社會祥和。  

二、指導單位：冬山鄉公所、冬山鄉民代表會  

三、主辦單位：宜蘭縣冬山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四、協辦單位：冬山鄉各村辦公處、各社區發展協會 

五、參賽資格：設籍本鄉年滿 20 歲以上，且已接種 3劑以上 COVID-19 疫苗者。 

             (報名時請檢附身分證或設籍資料證明及接種疫苗黃卡影本)。 

六、報名方式：即日起向本鄉各社區發展協會登記報名，經彙整後於 111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逾時不候)，請將報名表送交：南興社區活

動中心(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 98 之 2 號；電話：9592295 林小姐) 

七、比賽地點：冬山鄉公所 3 樓第 3會議室(冬山鄉冬山路 100 號) 

八、報名分組： 

組 別 年     齡 人 數 備     註 

銀髮組 71 歲(含)以上 30 人 民國 40 年(含)前出生者 

長青組 年滿 61-70 歲(含) 30 人 民國50年-41年(含)出生者 

社會組 年滿 41 歲以上至 60(含)  25 人 民國70年-51年(含)出生者 

青壯組 年滿 20 歲以上至 40(含)  25 人 民國91年-71年(含)出生者 

男女對唱組 年滿 20 歲(含)以上 20 組 民國 91 年(含)前出生者 

(一)110 年度各組冠軍不得報名參賽各該組之競賽，但不含男女對唱組，該組可報名    

個人組別。 

(二)社區各組報名人數最多以 2 人(組)為限，男女對唱組以 1人設籍本鄉即可，否

則依參賽對象規定辦理(各組報名未達預定人數時，即開放社區自由報名至額滿

為止)。 

(三)報名時須提供疫苗接種逾 14 日紀錄(黃卡)影本，未提供黃卡紀錄者一律不得參      

賽。 

(四)唱歌時得不戴口罩，其餘需全程配戴好口罩。 

(五)報名時請同時填寫健康聲明書、個人資料授權取得同意書及提供疫苗接種黃卡

影本，隨報名表一併繳回。 



九、報名費用：報名時須繳交報名費(500 元)、比賽報到即退回報名費(500 元)，如無    

              參賽恕不退還報名費。  

十、比賽時間： 

   (一)初賽於 10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10 時整舉行開幕式。 

   (二)決賽於 10 月 2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並於當日比賽結束隨即舉行頒

獎典禮。 

十一、比賽方式： 

   (一)銀髮組、長青組、社會組及青壯組採初賽淘汰制，取前 6 名參加決賽。 

   (二)個人組報名參賽人數若超過各組預定人數，初賽時每位參賽者演唱時間，即       

以第一段歌曲為限。 

   (三)演唱順序以比賽當日報到先後次序抽籤決定，按抽籤序號依序出賽。 

   (四)比賽現場因主辦單位因素(如：人為操作不當或硬體設備故障)，經評審同意得

暫停比賽並修正異議內容，一經演唱完畢即不得再提出異議。 

   (五)男女對唱組直接進入決賽，倘參賽組別超過 10 組以上，即以演唱第一段歌曲          

為限。  

十二、比賽辦法：本次比賽採用 【弘音卡拉 0K 點唱系統】自選歌曲須於版權範圍內。 

     (一)初賽－自選歌曲一首。  

     (二)決賽－自選歌曲ー首(不得與初賽同首歌--報名時同時填寫)。  

     (三)各組參加比賽人員請於比賽前 30 分鐘到達，如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十三、評審人員：聘請專業人士 3人擔任評審、主持 1人。  

十四、評分標準：音色音準 40%、咬字節奏演唱技巧 40%、儀態台風 10%、服裝造型 10%。 

十五、附則: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活動當日入場人員一律量測體溫、戴口罩、酒精消毒，       

管控入場人員，體溫超過 37.5 度禁止入場。 

   (二)當日參賽者加油團以不超過 3 人參與陪同為限，並請全程配戴好口罩。 

   (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如宣布提升疫情警戒，禁止各項活動賽事，則取消本       

項比賽，並通知各參賽人員。 

    

 



十六、獎勵： 

獎項 
組別 名次 

獎金 獎盃/獎狀 

冠軍(第 1 名) 5,000 獎盃、獎狀一只 

亞軍(第 2 名) 3,000 獎盃、獎狀一只 

季軍(第 3 名) 2,000 獎盃、獎狀一只 
銀髮組 

優勝(第 4-6 名) 500 獎狀一只 

冠軍(第 1 名) 5,000 獎盃、獎狀一只 

亞軍(第 2 名) 3,000 獎盃、獎狀一只 

季軍(第 3 名) 2,000 獎盃、獎狀一只 
長青組 

優勝(第 4-6 名) 500 獎狀一只 

冠軍(第 1 名) 5,000 獎盃、獎狀一只 

亞軍(第 2 名) 3,000 獎盃、獎狀一只 

季軍(第 3 名) 2,000 獎盃、獎狀一只 

社會組 

優勝(第 4-6 名) 500 獎狀一只 

冠軍(第 1 名) 5,000 獎盃、獎狀一只 

亞軍(第 2 名) 3,000 獎盃、獎狀一只 

季軍(第 3 名) 2,000 獎盃、獎狀一只 
青壯組 

優勝(第 4-6 名) 500 獎狀一只 

冠軍(第 1 名) 5,000 獎盃、獎狀二只 

亞軍(第 2 名) 3,000 獎盃、獎狀二只 

季軍(第 3 名) 2,000 獎盃、獎狀二只 

男女對唱組 

優勝(第 4-5 名) 500 獎狀二只 

         ※個人獎金依法登錄所得，請攜帶身分證及印章，以利領取。 



   「天籟之聲響宴冬山～2022 冬山鄉長盃卡拉 0K 歌唱比賽」程序表 

第一天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7：40~08：30 檢錄/報到  

08：30~10：00 銀髮組初賽  

10：00~10：30 長官來賓致詞 開幕式 

10：30~12：00 長青組初賽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00 社會組初賽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青壯組初賽  

111.10.01 

(星期六) 

16：40- 場地清理  

 

第二天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7：40~08：30  檢錄/報到  

08：30~09：00  銀髮組決賽  

09：00~09：30  長青組決賽  

09：30~10：00  社會組決賽  

10：00~10：30 青壯組決賽  

10：30~11：30 男女對唱組比賽  

11：30~12：30  成績彙整/午餐  

12：30~14：00  頒獎 閉幕典禮 

111.10.02 

(星期日) 

14：00~16：00  場地清理/復原  



「天籟之聲響宴冬山～2022 冬山鄉長盃卡拉 0K 歌唱比賽」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五時前(逾時不候) 

◎賽程順序(號次)：以比賽當日報到先後次序抽籤決定，依抽籤序號出賽。 

葷 素 

參賽組別 

□銀髮組 71歲(以上) □長青組 61-70 歲 

□社會組 41-60歲    □青壯組 20-40歲 

□男女對唱 20 歲以上 

 中午便當 

(限參賽者)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疫苗黃卡日期  連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疫苗黃卡日期  連絡電話  

單位                                                        (全銜) 

  地址  

演   唱   歌   曲(因版權問題，請將拿手歌曲依順序排列，如無版權依序調整) 

曲名：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曲名：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初賽 

曲名：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曲名：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曲名：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決賽 

曲名：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歌曲編號：________________     

升降 Key：□升___  □降___        男女調：□男調  □女調 

注意事項 

一、報名截止日期：請填妥報名表後於中華民國 111 年 09 月 19 日〈星期

一〉下午五時前(逾時不候)將報名表交至:南興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

冬山鄉冬山路 98 之 2 號)，以便彙整。  

二、本報名表應填寫弘音卡拉 0K 點唱系統編號及原唱者。 

三、本報名表一份填一組別，各組別請分開填寫。 



四、活動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相關規定隨時調整： 

    1.參賽時請務必攜帶身分證及疫苗接種黃卡(報名時若已提供黃卡影 

      本則免)，以利與本人核對，未攜帶者一律不得入場參賽。 

    2.唱歌時得不戴口罩，其餘入場人員需全程配戴好口罩。 

    3.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活動當日入場人員一律量測體溫、戴口罩、 

      酒精消毒，以管控入場人員，額溫超過 37.5C 度禁止入場。 

    4.當日參賽者加油團以不超過 3人陪同為限，並請全程配戴好口罩。 

    5.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如宣布提升疫情警戒，禁止各項活動賽事， 

       則取消本項比賽，並通知各參賽人員。 

    6.報名時請同時填寫健康聲明書、個人資料授權取得同意書及提供疫 

      苗接種黃卡影本，隨報名表一併繳交。 

五、本次比賽採用弘音卡拉 0K 點唱系統，自選歌曲須於版權範圍內之歌 

    曲，請參賽者注意俾利播放。 

六、報名時須繳交報名費(500 元)、比賽報到即退回報名費(500 元)，如 

    無參賽恕不退還報名費。 

七、報名參賽人數若超過各組預定人數，初賽時每位參賽者演唱時間,以 

    第一段歌曲為限。 

八、演唱順序以比賽當日報到先後次序抽籤決定，按抽籤序號依序出賽。 

九、比賽現場因主辦單位因素(如：人為操作不當或硬體故障)，經評審 

    同意得暫停比賽並修正異議內容，一經演唱完畢即不得再提出異議 

十、本比賽複賽不導唱。 

十一、銀髮組、長青組、社會組及青壯組初賽請於 10 月 1 日 8時 10 分前

報到參賽。 

十二、進入決賽者請於 10 月 2 日上午 8 時 10 分前至報到組報到參賽。  

十三、男女對唱組請於 10 月 2 日上午 9 時 00 分前報到參賽。 

十四、如有疑問，請洽詢主辦單位:南興社區林小姐 9592295  

※備註：比賽歌曲經選定後，欲更改曲目請於 9 月 23 日前洽詢主辦單位更改(只限改

1 次)，報名資格如不符，恕難受理。 

   

 

 



       「天籟之聲響宴冬山～2022冬山鄉長盃卡拉0K歌唱比賽」 

      身體健康聲明切結書暨疫苗接種黃卡影本黏貼 
 

本人               於111年10月1日、10月2日參加「天籟之聲

饗宴冬山～2022冬山鄉長盃卡拉0K歌唱比賽」， 報名前已評估自身

健康狀況無虞，非因活動之意外造成個人身體遭受傷害、疾病或身故，

概與承辦單位無關，不予追究法律責任，並自負全責，特此切結。 

    此致   冬山鄉公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疫苗接種黃卡影本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宜蘭縣冬山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個人資料授權/取得同意書 

 

為參加宜蘭縣冬山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天籟之聲響宴冬山～2022 冬

山鄉長盃卡拉 0K 歌唱比賽」活動之保險及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

供貴單位使用本人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電話 (手機)、地址、e-mail 

及其他       等個人資料，惟僅限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範圍內，且本人個

資必須採取安全委適之保護養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津規定外，不

得揭露於第三者或散佈。 

 

 

    本人□同意 □不同意 冬山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將本人聯絡電話給歌 

    唱比賽辦理單位索取、聯絡之用。 

 

     (立同意書人) 

      姓    名：                       (簽名)    

    聯絡電話：                       

      地    址：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