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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南軟幸福好聲音暨啦啦隊比賽活動簡章 
 

壹、 活動緣由： 

為增進南港軟體園區企業聯誼、推廣健康活力風氣、促進園區同仁身心健康

滿足，特舉辦歌唱暨啦啦隊比賽活動。 

貳、 主辦單位：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管理委員會 

參、 參賽資格： 

    企業組：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住戶，每個住戶以一隊為限(個人恕不受理)。 

肆、 評選方式： 

  (1) 評審：邀請 3位專業評審，以客觀、公正、公開之評選方式進行。 

  (2) 歌唱語別：語別不限 

  (3) 評分方式：歌唱技巧(30%)、發音咬字(15%)、節奏(15%)、感情(5%)、

演繹風格(5%)、公司團隊綜合表現(30%)。 

  (4) 初、決賽皆採總分高低評選，若遇同分則依歌唱技巧、公司團隊綜合表

現、發音咬字、節奏之順序，取得分數較高者為優，如分數亦同，則由

評審團共同議決。 

伍、 地點及時間： 

一、 地點：初賽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 F棟圓形廳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號 2樓) 

       決賽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幸福企業園遊會主舞台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水霧廣場) 

二、 時間：初賽 107/10/19(五) 18:30-21:00，18:00前完成報到 

    決賽 107/11/9 (五) 12:00~13:35，11:30前完成報到 

***若 9/21(五)前報名隊數達 7 隊以上則舉辦初賽與決賽，初賽取前 5

名晉級；若報名隊數為 6隊，則取消初賽，直接於 11/9(五)舉行決賽；

若未達 6隊報名，則比賽取消*** 

陸、 獎勵辦法： 

一、 取前三名頒發獎金及團隊獎盃乙座，另入圍決賽未得名者，頒發優選獎

金五千元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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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獎金皆含所得稅、二代健保代扣保費及依法所需繳納之費用，

得獎者需填寫勞報單以換取獎金*** 

 

柒、 報名資訊： 

一、 企業組上限為 15隊，依主辦單位接獲報名表時間為憑，超出者列為候

補隊伍，另一二三期住戶未達 6隊報名時，本活動取消。  

二、 報名日期：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一二三期住戶於即日起至 9/21(五) 10:00~12:00或

13:00~17:00可接受報名，但以二期住戶為優先；企業組報名隊伍須繳

交保證金貳仟元，始完成報名手續，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主辦單位將安排候補隊伍遞補。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現金繳交二期

管委會(園區街 3-1號 1樓 G棟)，並領取收據。 

三、 保證金需全程參賽或於 9/21(五)前取消報名之隊伍方可辦理全額退

費，違反以上規定恕不退費。 

四、 保證金退費作業請於 11/12(一)~11/16(五)9:00~12:00或

13:00~17:00 持收據至本會辦理退回保證金手續。 

五、 每隊最少 5人，最多 10人；且全須為該企業員工，各企業參賽者報名

表需附有公司正式印鑑以茲證明為在職員工，一經報名完成後，便不

得更換名單；如有發現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不合規定之參賽者出場

比賽時，即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及沒收保證金。 

六、 主辦單位提供金嗓伴唱機，演唱歌曲須從主辦單位提供之歌單選擇，

初、決賽之歌曲不得重複；另參賽者不能以清唱比賽、不得自備樂器、

不得自備伴唱帶；表演時間每隊限定 10分鐘(含上下台)，參賽者在參

賽時不得粗言穢語或作出任何淫褻不雅的行為，如違規者，主辦方有

權取消其參賽資格/獎項或作棄權論。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冠軍一名 15,000元 季軍一名 8,000元 

亞軍一名 10,000元 優選二或三名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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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賽隊伍的比賽出場次序將由大會抽籤編定。參賽隊伍若未在指定時

間前到達，則視作棄權。 

八、 填妥報名表後可 E-mail或傳真給主辦單位二期管委會，並於兩天內電

話確認。 

九、 可線上下載報名表: (http://www.nksp.org.tw/) 

十、 聯絡資訊 

聯絡人：許先生                    Email：tonamihsu@jzpm.com.tw   

電話：02-2655-3093分機 237       傳真：02-2655-7001 

捌、 賽程公佈： 

一、 公佈時間：9/25(二) 上午 10：00 

二、 公佈位置：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官網(http://www.nksp.org.tw/)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ksp2/) 

玖、 比賽注意事項： 

一、 賽程公佈後，除誤植更正外，不得異動。 

二、 因賽程緊湊，賽程以比賽當天大會播報為準，各參賽隊伍請勿自行離

開會場。請參賽隊伍於比賽前 20 分鐘內在比賽場地等候大會傳喚比

賽，參賽隊伍經大會廣播 3次未到者以棄權論。逾時不候! 

三、 初賽、決賽皆無提供字幕機，請參賽者準備好歌詞。 

四、 初賽無提供彩排，決賽彩排時間請以主辦單位公佈為主，逾時則不得

彩排。 

五、 對參賽隊員資格有異議，需於賽前向評審提出檢查資格之要求，開賽後

不予受理。 

六、 違反競賽精神（如有滋事或違反大會規定）之隊伍或隊員，概由隊伍及

其本人負責，同時取消其所有出賽資格及沒收保證金。 

七、 參賽隊員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便審查，如無法出示證明文件則取消參

賽資格。 

八、 比賽當日不供應參賽隊員餐點。 

九、 主辦單位於賽事期間有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惟各隊隊員出賽時請衡量

個人之身體健康狀況，身體不適者請勿出賽，如勉強參加比賽致發生任何

http://www.nksp.org.tw/
mailto:tonamihsu@jzpm.com.tw
http://www.nks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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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十、 比賽當日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原因時，則比賽日期順延或停辦 (另 

 行通知)。 

十一、 主辦單位保留任何修改賽規賽制之權利。 

十二、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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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南軟幸福好聲音暨啦啦隊比賽報名表暨在職證明 

公司名稱 

 

公司用印 

【正式印鑑】 

 

聯絡人  公司電話  

手機(必填)  E-mail  

演 唱 歌 曲 

初賽曲名：                       歌曲編號：     

原唱歌手：                       升：          降： 

決賽曲名：                       歌曲編號：     

原唱歌手：                       升：          降： 

參賽者名單 

 姓名  姓名 

主唱人  隊員 11  

隊員 2  隊員 12  

隊員 3  隊員 13  

隊員 4  隊員 14  

隊員 5  隊員 15  

隊員 6  隊員 16  

隊員 7  隊員 17  

隊員 8  隊員 18  

隊員 9  隊員 19  

隊員 10  隊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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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南軟幸福好聲音暨啦啦隊比賽切結書 

(與報名表一併繳交) 

公司名稱：                                          

比賽隊伍名稱：                                      

    1.本人保證身體狀況良好健康，適合參加比賽，特簽署本切結書，於競賽中 

      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人願負全責，一切責任與主辦單位無涉。 

    2.因本活動所產生之所有影像、照片及人物肖像等資料，參賽者同意無償提 

      供給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管理委員會重製及使用。 

 注意事項： 

一.報名資料（含切結書）未填寫清楚，主辦單位有權拒絕接受報名。 

二.切結書：如未經本人正楷簽章，主辦單位不受理報名。  

三.參賽人員請務必攜帶證件及健保卡備用。 

 立切結書人中文正楷簽章（全體報名者） 

主唱人  隊員 11  

隊員 2  隊員 12  

隊員 3  隊員 13  

隊員 4  隊員 14  

隊員 5  隊員 15  

隊員 6  隊員 16  

隊員 7  隊員 17  

隊員 8  隊員 18  

隊員 9  隊員 19  

隊員 10  隊員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