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亞洲盃全國精英賽

即日起至2019/03/21

2019/03/31

 幼童P0 (學齡前)  幼童V0 (學齡前)  長笛F

 兒童P1 (小一、小二)  兒童V1 (小一、小二)  雙簧管OB

 兒童P2 (小三、小四)  兒童V2 (小三、小四)  單簧管CL

 兒童P3 (小五、小六)  兒童V3 (小五、小六)  低音管BAS

 兒童P4 ( 國中)  少年V4 (國中)  直笛ST

 兒童P5 (高中以上)  青年V5 (高中以上)  薩克斯風SA

 兒童PM1 (小三、小四音樂班)  兒童VM1 (小三、小四音樂班)  法國號FR

 兒童PM2 (小五、小六音樂班)  兒童VM2 (小五、小六音樂班)  小號TRU

 少年PM3 (國中音樂班)  少年VM3 (國中音樂班)  長號TRO

 青年PM4 (高中以上音樂班)  青年VM4 (高中以上音樂班)  低音號TU

 上低音號BA

 幼童VA0 (學齡前)  幼童C0 (學齡前)  其他FSO

 兒童VA1 (小一、小二)  兒童C1 (小一、小二) 樂器名稱

 兒童VA2 (小三、小四)  兒童C2 (小三、小四)

 兒童VA3 (小五、小六)  少年C3 (小五、小六)  兒童(國小)

 少年VA4 (國中)  少年C4 (國中)  少年(國中)

 青年VA5 (高中以上)  青年C5 (高中以上)  青年(高中以上)

 兒童(國小音樂班)

 少年(國中音樂班)

   青年(高中以上音樂班)

備註事項↓

古典鋼琴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管樂

非音樂班音樂班

就讀年級(請勾下面↓)

 ATM轉帳  郵政劃撥 繳費日期 轉帳末5碼 劃撥序號8碼

ATM轉帳帳號 代碼(004) 戶名

郵政劃撥帳號 戶名

備註

繳

費

資

訊
台灣銀行(豐原分行) 030-001-005-911

22784716

報名費 2500 劃撥序號8碼位於收據
(時間日期左側那8位數字)

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呂彥箴

               古
典鋼琴、弦樂、管樂... 精英總決賽



主旨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報名截止日 報名狀態

2019年3月31日 (日) 台中逢甲大學 (暫定)(地點以官網公告為主) 2019年03月21日 陸續報名中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其他參賽者 報名費 2500

決賽日期

評審與成績

1.評審之評分為比賽之最終結果，任何人不得提出異議。

2.各組比賽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外音樂本科系學有專長之教師或碩博士級擔任評審，以求做到   公正、公平及公開為原則。

3.評分方式：評審採總平均法。比賽成績於該組比賽結束30分鐘後，公告於報到處。

4.若有一位評審臨時無法出席時，將採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平均做為該未出席委員之評分分數。

比賽規定及注意事項

1. 比賽出場次序不以報名先後排序，依公平原則一律採現場大會抽籤，參賽選手不得異議。

2.各組比賽，演奏自選曲一首，演奏時間以4分鐘為限。大會有權延長、截短或中斷參賽者之演奏。

大會按鈴表示評審已經評分完畢，參賽者必須停止演奏；演奏時間之長短，不影響評審委員之評分標準及比賽成績。

3.參賽者請於各組開賽前30分鐘至報到處完成報到手續。

4.比賽時應按照報名曲目背譜演奏，視譜者扣總成績2分，如需伴奏請自備。

合作單位:亞洲國際音樂發展協會

報名辦法

1.請至本單位官網 http://www.asianmusic.com.tw，先行註冊，並依指示輸入相關報名資料。

2.E-Mail報名者，請至本單位官網下載報名表電子檔，填妥後寄到→asiancupmusic@gmail.com 即可完成報名。

3.郵寄報名表，本單位官網可列印報名表，填妥後請寄至→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85號10樓之2 (亞洲盃主辦單位收即可)。

4.填妥報名表，直接Line給本單位亦可完成報名。

   (本單位Line ID→asiancup(全部英文字小寫)  歡迎妥善利用以節省您寶貴時間。

5.傳真報名專線→04-2260-9091      單位聯絡電話→04-2260-9092   ;  0932-648-748 。

7.報名受理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屆時無法參賽，視為自動放棄。

5.評分標準：彈奏技巧30%、彈奏熟練度30%、儀態台風10%、音樂性15%、曲目難易度15%。

5.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自行錄音、錄影，大會恕不提供相關設備與資料。

6.會場內請勿以閃光燈攝影，並將您的手機關閉或靜音，以免干擾參賽者演出。

7.本單位僅提供鋼琴及一般演奏用椅，   其它演奏或伴奏 所需之樂器、譜架或輔助器材請參賽者自行準備。

8. 參賽組別以學籍（即報名時就讀年級，外國學校亦同）為報名基準，不得越級報名。

單位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亞洲音樂機構

報名費 1800

報名費 1900

推廣音樂教育，導正學習態度，提供表演舞台，發掘音樂人才，邁向國際音樂舞台。

本單位官網

請掃瞄左側QRCODE

※ 特別提醒：4歲以下幼童禁止入場，謝謝合作！

凡參加2018年度亞洲盃全省各區  (獨奏組) 古典鋼琴及弦樂、管樂各組入名次前五名者，可享報名優惠。

報名費 1500

報名費 1600

報名費 1700優惠辦法

市內電話： 04-2260-9092
傳真專線： 04-2260-9091
行動電話： 0932-648-748 台灣銀行(代碼：004) 戶名

官方 line粉絲專頁Line_ID @asiancup  (全部英文字小寫，前面請加@符號) 帳號：030-001-005911 亞洲音樂有限公司

主辦人Line_ID asiancup (全部英文字小寫)

官方單位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w.AsianCupMusic 郵政劃撥帳號 戶名

22784716 呂彥箴

1. 參賽者本人發生重大傷病時。

※精英賽比賽辦法詳如簡章(請上本單位官網瀏覽)。

精英賽各組前二名符合國際大賽資格之考生，將由本單位贊助紐約國際藝術家音樂比賽、奧地利維也納國際音樂大獎賽(其平均分數需逹90分以上。

國際賽事由本單位全額贊助赴歐或赴美比賽報名費用。

選手及其陪同家屬自付住宿及交通等相關費用。

未參加國外比賽者,視同放棄此項獎勵。

國際賽事相關事項請上本單位官網瀏覽。

(如參賽者及參訪者合計未達15人,主辦單位可取消出國比賽活動‧)

延賽或退賽辦法 2. 參賽者本人直系親屬因故傷亡時得檢附附書面證明向大會申請全額退費。

3. 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時，主辦單位可將決賽賽程延期，參賽者不得異議。

報名費 2500元

主辦單位聯絡電話

繳費資訊

郵政劃撥帳號↓

繳費完成請告知ATM轉帳末5碼，或劃撥序號8碼

(劃撥序號位於收據"時間日期左側那8位數字")以便銷帳

ATM轉帳帳號↓

冠軍→第一名獎盃、獎牌(金牌)、獎品、獎金(該組人數達10人以上者頒發獎金)

亞軍→第二名獎盃、獎牌(銀牌)、獎品、獎金(該組人數達10人以上者頒發獎金)

季軍→第三名獎盃、獎牌(銅牌)、獎品、獎金(該組人數達10人以上者頒發獎金)

※本單位保留活動辦法修改權。

獎勵辦法

1.各組得獎人數取該組總參賽人數的1/2，遇同分者，將予以並列名次，例如該組參賽人數3人，則錄取2名；該組參賽人數7人，則錄取4名、

 該組參賽人數9人，則錄取5名，以此累推，最多錄取5名為限。

2.入名次前三名者將由工作人員安排上台頒發獎盃、獎狀、獎牌、獎品及獎金。

3.第四名、第五名，請直接到頒獎處，領取獎狀。

4.80分以上者頒發優等獎狀壹紙，以茲鼓勵，請至頒獎處領取。※ .第1~第5名之參賽者，若需提報學校公開表揚，請到報到處領取提報公文。

※.獎狀、獎盃、獎牌、獎品、獎金及評語表，請當場領取，大會恕不負保管責任。獎項無法現場領取者，視為自動放棄。

總決賽獎項：總決賽各組錄取前三名(分居冠軍、亞軍、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