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TCSB NTCU全國音樂大賽簡章
一、 比賽項目：

鍵盤組：古典鋼琴、爵士鋼琴

弦樂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表演組：不限樂器
二、 比賽組別：

表演比賽組:舞台演奏，藉以磨練台風，建立信心，皆可報名參賽，有達到
決賽成績分數標準，亦可參加無差別級組比賽。
1.國小組: 限國小學生（可跨組）
2.少年組: 限國中學生 (可跨組)
3.青年組: 限高中以上學生
4.無差別級組：各組達參加決賽分數標準，才可參加無差別級組比賽。
5.表演組：不限年齡
三、 報名方式：

郵寄個別報名:報名連同繳款證明以掛號寄至通信地址，截止日期 11/28
以郵戳為憑。

現場個別報名:直接至通信地址報名或於比賽當日比賽場地直接報名。
 線上報名：請至 https://reurl.cc/43magV
 比賽公告：請至 http://www.tcsb.org.tw/

注意事項：線上報名或郵寄報名請務必將報名表填寫完整繳費轉帳後轉帳
證明，郵寄至(臺中教 育大學進修推廣部)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或傳
真 04-22188117 或 04-22183250 或可郵寄
mail:ntcuice2@mail.ntcu.edu.tw

報名費繳納方式 現場報名繳費、比賽當天亦可報名參加， 當天報名只招收
5 位學員。

地址: (台中絃樂團)臺中市太平區大源三街 2 號

地址: (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

諮詢電話: 04-2393-6181.04-2218-3455
諮詢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PM13:00~PM21:00

報名費: 3000 元整
四、 比賽時間、比賽地點：
比賽時間: 110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音樂
廳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求真樓靠近民權路與五權路口，位於民
生路大門口斜對角處） 比賽若遇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會延至下星期六或
日舉辦或另行通知。
五、 報名須知:
1.參加比賽時請準備有附照片的證件例如（身份證、健保卡、學生證）或戶口名
簿以核對參賽身份。
2.報名資料請詳填齊全，地址填寫仔細，避免遺失各項參賽資料
3.報名後五個工作天內(遇假日順延)比賽單位將以簡訊通知或 mail 完成報名手
續，如七天內未收到簡訊或 mail 者，請以電話查詢； 參賽證及時間表統一於
比賽前十天寄發通知簡訊通知或 mail。
4.比賽可越級報名，惟不可降級報名參加比賽；依參賽者就學學籍為主；如經
查獲降級報名者，一律取消比賽格。
5.主辦單位除無償供鋼琴外，其他樂器請參賽者自行準備，並於比賽會場搬運
、安裝妥當。
6.曲目一定需詳填清楚，便於評審核對；於考前欲改換曲目者，除自行更換參賽
之曲目外，並請手機簡訊或 mail 附上舊參賽報名表及更換曲目後重新填寫報
名表於空白處註明更新曲子。
7.弦樂組比賽有無伴奏，絕不影響比賽成績；伴奏者不限年齡，可看譜伴奏。
8.參加決賽需與各組指定曲程度(同程度或更高的樂曲)
六、 評分標準、時間限制
1.各組比賽由公司聘請國內外音樂系鍵盤組、弦樂組畢業之學有專業之教師、教
授級及音樂藝術演奏碩士擔任評審，做到絕對公平、公札、公開原則。
2.評分標準:儀態台風 10%、彈奏技巧 20%、彈奏熟練度 30%、音樂性 25%、 曲目
難易度 15%。
3.本次比賽聘請五位評審，成績由五位評審分數去頭去尾之後，平均分 數計算
排名，以求公平公札。
4.比賽彈奏時間，個人一律以 3 分鐘為限(樂曲可反覆)。大會經評審會議
有權延長、截短或中斷參賽者之彈奏時間，大會按鈴表示評審已經評分
完畢，參賽者必頇停止演奏，彈奏時間之長短部會影響評審委員之評分
標準級比賽成績。
5.各組比賽均採電腦計分，比賽成績於該組比賽完畢後 30 分鐘內公告
成績於報到處，以求公平公札。
6.獎盃及可於成績公告時到報到處領取，主辦單位恕不負保管責任。
賽後由主辦單位郵寄獎狀至參賽者。

7.評語表可於比賽現場申請，決賽叫號三次未到視同棄權。
8.參加初賽者，未能在初賽結束前到達，視同棄權。
七、獎勵辦法及其他注意事項
1.各組遇同分者，將頒獎前再比賽一次。
2.除主辦單位無法舉辦比賽外，一律不予退費。
3.比賽現場錄影一律由主辦單位負責處理，家長有需要請向主辦單位登記訂購
4.無差別比賽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2 萬元，第二名 1 萬元，第三名 5 仟元。
（若有現場來賓加碼獎金，另計之）
5.參賽者一律背譜。
6.參加 2021 TCSB NTCU 全國音樂大賽無差別級組，只適用比賽樂器為鋼琴、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表演組達標者。
各組指定曲
古典鋼琴組：快樂頌、給愛麗絲、土耳其進行曲、莫本特奏鳴曲 k545 第一樂章.
以上任選一首
爵士鋼琴組： 小溪的呼喚(C 大調) Waltz.
Do Re Mi 真善美主題曲(C 大調 Swing)
Sonny Bay(降 E 大調 Swing 需加入 3 種類型伴奏法)
Mission lmpossible (電影不可能的任務主題曲,G 大調需,samba
latin 加入 3 種類型伴奏法)
小 提 琴組： 學生協奏曲第五號 Seitz 第三樂章(篠崎小提琴教本第三冊)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Vivaldi (篠崎小提琴教本第四冊)
第一號 六段曲調變奏 C.Dancla (篠崎小提琴教本第六冊)
以上樂曲任選一首
中 提 琴組： A.Trowell 牧歌(大家來拉中提琴 1)
Wohlfahrt 60 Etudes op45.NO 32. 費華 60 首
Mazas: Etudes Brillantes Op.36, No.39 馬薩斯練習曲
以上樂曲任選一首
大 提 琴組： J.S.Bach Minuet No.3 . 鈴木大提琴第二冊
Jean Baptiste Breval Sonata in Cmajor Op.40 No.1
(鈴木大提琴第四冊)
J.S. Bach: Suite No.2 in D Minor, BWV1008, Courante
以上樂曲任選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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