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 

斜坡上的樂團大賽 

報名簡章 

壹、活動目的： 

屏東縣政府邀請全國原住民樂團一起熱情參與 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鼓勵熱愛

音樂的原住民朋友展現音樂創作力。期待透過此次音樂賽事，提供音樂人才創作及

演出舞台，因此，除了選拔原住民音樂人才，保留原住民傳統文化外，更讓大家感

受原住民朋友創作能力，期望透過演出，讓更多人看見、聽見原民文化音樂之美，

進而產生更深層的文化效益。 

 

貳、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參、參賽對象與資格： 

一、參賽樂團須為 3人以上之團體，且團員至少 1/2 以上具原住民身份，其餘年

齡、族群及地域不限。 

二、未有唱片公司或經紀事務單位合約之團體。 

三、每位團員限報名參加一組樂團，請勿重複參賽，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肆、作品形式: 

一、參賽作品音樂型態： 

(一)初賽：自創曲 1 首、自選曲 1 首 

(二)決賽：自創曲 1 首、自選曲 1 首 

二、演出型態及音樂類型不限，決賽之自創曲應同時包含詞曲創作，請以「原

住民」為主題，以音樂說故事，內容不限(土地、文化、人文、時事...等) ，

惟禁止色情、淫穢、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會公德的音樂內容。 

 

伍、相關期程: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初賽於 110 年 11 月 5 日(五)召開評選 ，由評選老師選出 8 組團隊(暫定)進

入決賽，入圍者將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 

三、決賽名單公佈日期：110 年 11 月 8 日(一)於「2021斜坡上的藝術節」FB粉

專公佈。 



四、決賽時間地點：110 年 12 月 11 日(六)，屏東縣潮州鎮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

區。 

 

陸、評選方式: 

一、評選小組：由主辦單位邀請音樂藝術界或演藝娛樂界專業人士或專家代表

擔任評審。 

二、評選標準：詞曲表現 30%、整體創意 30%、團隊表現 20%、舞臺魅力 20% 

註：自創曲全首歌曲以原住民族語創作者，將予獎勵加平均分數 1 分。 

三、決賽隊伍須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或有原住民元素之服裝造型上台。 

 

柒、獎金及獎項: 

一、第一名新台幣 120,000 元整、獎盃乙座。 

二、第二名新台幣 80,000 元整、獎盃乙座。 

三、第三名新台幣 60,000 元整、獎盃乙座。 

四、最佳樂手獎 獎盃乙座。 

 

捌、參賽方式(報名流程): 

一、請至「斜坡上的藝術節 FB 粉絲專頁」或「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官網」下

載報名簡章，填寫相關資料後，以下列方式完成報名程序，兩種方式擇一： 

(一)電子郵件方式：請於 10 月 29 日(五)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

「liongroupjwikhh@gmail.com」，信件標題請註明「2021斜坡上的藝術

節-斜坡上的樂團大賽」。 

(二)郵寄方式：請於 10月 29日(五)前(郵戳為憑)，寄至到「高雄市前金區中

正四路 211 號 18 樓之 1」。 

※信封請註明：「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斜坡上的樂團大賽(傑森全球整合

行銷)」 

二、報名應檢附文件：報名表文件(附件 1、2、3)、歌詞、Demo 帶(音樂檔)。 

 

玖、參賽須知: 

一、報名簡章請至斜坡上的藝術節 FB 粉絲專頁或屏東縣政府原住民官網下載。  

二、參賽者於參賽作品寄出前應詳加檢查；收件後，發現參賽作品音檔品質不良

有礙判讀、資料不齊或其他情事者，得通知參賽者限期補正，並以 1 次為

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列入評選。 



三、參賽作品及報名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四、獲得決賽資格之樂團，應配合以下事項： 

(一)須以報名之團員全體參加，違反者以棄權論，決賽以抽籤決定其順序，若

未於規定時間到達現場抽籤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二)參賽者須依照主辦單位通知時間完成報到，未報到者取消參賽資格。 

(三)決賽完畢後立即公布名次，得獎團體所有成員須在場，否則視同棄權，取

消資格。 

(四)優勝獎金決賽結束後，兩週內匯款，本活動頒發之獎金將依中華民國稅

法扣繳 10%。 

(五)各樂團樂手之樂器除鼓及音箱外皆須自備(如：吉他、電吉他、貝斯、

Keyboard、效器、鼓棒、line-in 線材等)。 

(六)自創曲若有抄襲、仿冒、侵權、公開出版、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違反

本簡章情節重大者，參賽者須自負法律責任外，承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參賽

或得獎資格，三年內不得參加縣政府所舉辦之任何比賽。 

五、簡章內容異動或補充說明，則另行公告於「斜坡上的藝術節 FB 粉絲專頁

及屏東縣政府原住民官網」，請參賽者密切關注。 

 

壹拾、授權及配合推廣義務： 

一、獲獎之得獎樂團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分別永久無償在非商業性用途下，由

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人將該得獎作品錄製成 CD 專輯及音樂錄影帶（MV）

於國內外重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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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 

二、獲獎之前三名樂團，有義務無償配合並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 2021 斜坡上的

藝術節活動演出及其他宣傳推廣活動。 

 

壹拾壹、活動洽詢窗口: 

一、洽詢專線：07-2137789  #7919 何先生 #7749 金小姐 #7223 許小姐 

二、連絡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18 樓之 1 



(附件一) 

「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斜坡上的樂團大賽」 

【報名表】 

團體名稱  團齡  
所屬 

城市 
 

編號 姓名/性別 年齡 負責樂器 是否具原住民身份 

1.    
□是，  族 

□否 

2.    
□是，  族 

□否 

3.    
□是，  族 

□否 

4.    
□是，  族 

□否 

樂器需求 

各樂團樂手之樂器除鼓及音箱皆須自備 

(如：吉他、電吉他、貝斯、Keyboard、效果器、鼓棒、line-in 線材…

等) 

參賽 

自選曲名 
 

附件說明 

□CD  □MP3 □電子音樂檔 有   首。 

□演出連結 (請提供連結網址) 

□簡介，有    張。 

□歌詞，有    張。 

 

主要連絡人  E-MAIL  

連絡電話  樂團網站/FB粉專  

通訊地址     -   



權益與義務 

 

1.如您發現對競賽規則有絲毫質疑或不認同，請放棄報名，再尋找更適合您的其他

音樂競賽。 

2.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初賽及入圍複賽、決賽者，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於相關指

定合作媒體或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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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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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應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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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有參賽作品均為主辦單位評賽備查，恕不退件，請參賽者自行製作備份存檔，

所有參賽者之個人身分資料，主辦單位將絕對保密。 

5.參賽者之音樂著作權歸屬參賽者創作人所有。 

6.獲得本次競賽任一獎項，有機會獲邀請為下回競賽，作頒獎、宣傳造勢、演出等

相關活動。 

7.請詳閱以上章程，一旦報名或入圍，則視為同意主辦單位活動辦法與另行公佈之

附屬規定。 

 

 

簽名【必填,未簽者視同棄賽】 

本人同意並遵守主辦單位活動辦法與另行公佈之附屬規定。 

 

報名樂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附件二)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參加「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斜坡上的樂團

大賽」之音樂作品，確為本人(或本樂團)所擁有著作權，屬於本人(或本樂團)之原

創作品之詞曲，且須符合下列情形： 

 

(一) 自行創作且未曾得獎之作品。但曾獲各級學校所設獎項之得獎作品不在此限。 

(二) 不得為改作之作品（例如翻譯、抄寫、改寫、節錄作品等）。 

(三) 未有於錄製成錄音產品，並公開發行之事實。 

(四) 未有於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或讓與第三人之情事。 

(五) 無經法院判決確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 

(六) 歌詞內容不涉及色情、暴力、歧視、誹謗、妨害善良風俗，或違反法律規定。 

(七) 冒名之作品（徵賽者非實際創作者）。 

 

以上陳述如有虛假不實，立切結書人願無條件接受主辦單位處置，並繳回

獲獎獎金且自負法律責任。特立此據，以玆證明。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2021 斜坡上的藝術節─斜坡上的樂團大賽」 

簡介、歌詞、創作曲介紹表 

1.自創曲 (歌曲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創作介紹(限500字)： 

歌詞： 

樂團簡介: 



2.自選曲 (歌曲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選曲目故事及介紹(限500字)： 

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