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 函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聯絡人：黃鈺婷 

聯絡電話：02-86741111#66215 

電子信箱：julia424@mail.ntpu.edu.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2 月 5 日 

發文字號：北大學字第 107110008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十九屆北韻獎企畫書附件一 

主旨：檢送本校北聯大系列活動－「第十九屆北韻獎企畫書」，敬邀

貴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目的：藉由活動提升校園內的音樂風氣，讓音樂文化充滿校

園，並激發學生對於音樂的興趣及才能，發掘優秀的人才。 

二、北聯大系列活動內容：草地音樂節、北韻獎全國大型音樂比賽。 

三、活動日期： 

(一)草地音樂節：107年 3月 8日。 

(二)北韻獎初賽：107年 3月 24、25日。 

(三)北韻獎決賽：107年 5月 11日。 

四、活動地點： 

(一)草地音樂節：本校（三峽校區）中央草皮。 

(二)北韻獎初賽：本校（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學院 119。 



(三)北韻獎決賽：本校（三峽校區）商學院二樓國際會議廳。 

五、活動對象：全國所有音樂愛好者、全國師生及民眾。 

六、報名資訊查詢： 

(一)北韻獎粉絲專頁：FB搜尋「國立臺北大學北韻獎」。 

(二)北韻獎官方網站：http://bestwin19.weebly.com/。 

七、活動聯絡人： 

(一)公關：劉璟璇，聯絡電話：0988-602-736。 

(二)公關：林于晴，聯絡電話：0983-755-866。 

八、詳細訊息請詳見活動企畫書，檢附「第十九屆北韻獎企畫書」1

份。 

正本：公私立大專院校、各私立高級中學、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公立高中 

副本：課外活動指導組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國立臺北大學系列活動－「第十九屆北韻獎企畫書」，學

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擬上網公告並副知民雄學務組、音樂學系。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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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第十九屆北韻獎 

〈關於〉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吉他社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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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北韻獎介紹 
 

「北韻獎」是由國立臺北大學吉他社所舉辦的年度全

國大型音樂大賽，自中興法商時期的興韻獎流傳至今日的

北韻獎，已有數十載的歷史，堪稱國立臺北大學歷史最為

悠久的音樂慶典，近年來隨著北韻獎知名度與規模的擴大，

更吸引新聞媒體蒞校採訪，知名藝人如郭采潔就是因為參

賽北韻獎而被發掘，成為當前在音樂舞台上發光發熱的傑

出人才。 

北韻獎今年正式邁入第十九屆，我們汲取過往的經驗，

目標提供一場更優質的音樂舞台。本屆主題〈關於〉那些

關於愛情，關於夢想，抑或是關於青春等故事，希望藉由

音樂的力量詮釋出每段不凡的故事，每一段旋律、每一句

歌詞透過您與我們一起分享。藉由北韻獎，我們將讓更多

人認識國立臺北大學和我們紮根的三鶯地區。只要你熱愛

音樂，喜歡唱歌，那就絕對不要錯過國立臺北大學一年一

度的音樂盛事。第十九屆北韻獎，誠摯邀請您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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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企劃 

一、 活動主旨 

北韻獎特別提供一個舞台讓對音樂有熱忱、喜歡

唱歌、擁有創作才能的學子們能夠盡情的展現自己，

並從中發掘優秀的演唱、創作人才，讓他們在音樂這

個領域裡，能創造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 

 

二、 活動目的 

1. 由活動能提升校園內的音樂風氣，讓音樂文化充

滿校園。 

2. 激發學生對於音樂的興趣及才能，發掘優秀的人

才。 

3. 凝聚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學校以及各大專院校之間

的感情。 

4. 總參與人次 1000人以上。 

5. 讓更多人關注音樂這塊領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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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內容 

一、 北韻獎–草地音樂節 

  草地音樂節為北韻獎一系列活動最開始的宣傳。此

次是第二年辦草地音樂節，透過這個活動不僅能讓臺

北大學的學生能更了解北韻獎這個歷史悠久的音樂

文化，還能拓展到全國各大專院校及高中。 

  希望透過草地音樂節作為北韻獎的開端，透過音樂

表演與主題擺攤活動，不只讓每個人沐浴在溫馨的氣

氛中，也能讓更多人關注到北韻獎這個活動。 

 

二、 北韻獎–全國大型音樂大賽 

  北韻獎是全台大專院校及高中職音樂愛好者所矚

目的舞台，這次北韻獎在台北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

這裡將是他們發揮他們所有實力的場所，獲獎著將受

到無數的肯定。 

三、 報名組別 

 獨唱-國台語組 

 獨唱-外語組 

 重唱組 

 創作組 

 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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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民國 107年 02月 22日至 03月 16日至國立臺北大學

第十九屆北韻獎官方網站或 Facebook 北韻獎粉絲專

頁上填寫報名表單以及繳費方式，報名費匯至北韻獎

專屬帳戶或現場繳費。（學生創作組需另寄作品音檔

及歌詞至北韻獎信箱） 

 現場報名： 

1.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民國 107年 03月 05日至 03月 16日（當周

一至五） 

 商學院 B1北韻獎攤位填表報名，並於現場繳

交報名表和報名費。（學生創作組需另寄作品

音檔及歌詞至北韻獎信箱） 

2. 國立臺北大學（臺北校區） 

 民國 107年 03月 07日、03月 14日（兩週，

周三） 

 教學大樓前北韻獎攤位填表報名，並於現場

繳交報名表和報名費。（學生創作組需另寄作

品音檔及歌詞至北韻獎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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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架構 
 

一、活動名稱：國立臺北大學第十九屆北韻獎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吉他社 

四、指導單位：國立臺北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五、活動日期： 

初賽：2018/03/24-25(星期六及星期日) 

決賽：2018/5/11（星期五） 

六、活動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國際會議廳 

七、活動對象： 

全國所有音樂愛好者、全國吉他夥伴、全國師生及民

眾 

 

 
伍、聯絡我們 

 

公關：劉璟璇。聯絡電話：0988-602-736 

   林于晴。聯絡電話：0983-755-866 

Email：ntpubestwin19@gmail.com 

Facebook北韻獎粉絲專頁：國立臺北大學北韻獎 

報名：北韻獎官方網站：http://bestwin19.weebly.com/ 

  

mailto:ntpubestwin19@gmail.com
http://bestwin19.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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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比賽流程規劃(暫定) 

 

107年 3月 8日 北韻獎–草地音樂節 

 13:00-17:30  工作人員架場 

 17:30-18:00  觀眾入場 

 18:00-19:10  上半場表演 

 19:10-19:15  中場休息(抽獎) 

 19:15-20:25  下半場表演 

 20:25-20:40  抽獎 

 20:40-  工作人員集合開會 

 
 

107年 3月 24日 第一天–初賽(獨唱組、重唱組) 

8：30~9：00  獨唱外語組報到 

9：00~9：30   獨唱外語組賽前準備 

9：30~10：20  獨唱外語組比賽、重唱組報到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00  重唱組比賽 

11：00~12：30  獨唱國台語組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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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3：30  獨唱國台語組比賽(上半場) 

13：30~13：40   中場休息 

13：40~14：40  獨唱國台語組比賽(下半場) 

14：40~15：10  評審講評、決賽抽籤 

15：10~  場復 

107年 3月 25日 第二天–初賽(創作組、高中組) 

8：30~9：00  創作組報到(上半場) 

9：00~9：30   創作組賽前準備 

9：30~10：20  創作組比賽(上半場)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20  創作組報到(下半場) 

11：20~12：30  高中組報到 

12：30~12：40  高中組賽前準備 

12：40~13：10  高中組比賽 

13：10~13：40  評審講評、決賽抽籤 

13：40~  場復 

107年 5月 11日 決賽 

17：00~17：10  觀眾入場 

17：10~17：20  貴賓致詞、主持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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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8：30  獨唱國台語組決賽 

18：30~18：40  中場休息 

18：40~19：45  獨唱外語組、重唱組決賽 

19：45~19：55  中場休息 

19：55~21：00  創作組、高中組決賽 

21：00~21：30  表演嘉賓表演 

21：30~21：50  評審講評 

21：50~22：10  頒獎典禮 

22：10~  場復 

 

柒、宣傳策略 

一、 電子媒體 

1. 發送宣傳文至各大專院校網站及其吉他社粉絲專

頁。 

2. 密切連結校內各種平台，如：國立臺北大學網站宣傳

版面、校園論壇（ibeta愛北大）、校園電台（北大不

好意思電台）等，務必營造校園氣氛。 

3. 接洽各式音樂平台加強業界及其知名度宣傳。 

4. 與 APP廠商合作，加強北韻獎的宣傳度。 

5. 製作三支第十九屆北韻獎特別宣傳影片。 

6. 力邀音樂界傑出校友協助製作宣傳影片。 

7. 活動期間頻繁推廣及更新 Facebook「國立臺北大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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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獎」之粉絲專頁宣傳。 

二、 平面媒體 

1. 大量發送傳單（2000 張）及張貼海報（350 張），與

三鶯地區之商家進行合作宣傳。 

2. 發函至各大專院校及公私立高中職宣傳北韻獎，鼓勵

學生參與。 

3. 於學生會發行之刊物「瘋北大」及校園發行之三鶯地

區刊物「Shock！三峽客」上刊載北韻獎之宣傳。 

三、 動態宣傳 

1. 跑校宣傳：前往各大專院校之校慶及其吉他社成果發

表會進行宣傳。 

2. 街頭宣傳：於臺北市熱鬧街頭，如西門町、師大夜市

等地區走唱宣傳。 

3. 舉辦北韻週活動：邀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友校吉他社

舉辦相關宣傳活動，如：邀請獨立樂團開辦音樂講座、

在校園演唱宣傳。 

 

  希望透過以上方式延續、加強及鞏固本活動吸引力與話

題性，望本活動能逐年壯大，並隨著推廣本活動打響國立

臺北大學知名度。 

 

 

捌、活動願景 

一、 提供機會的舞台，並提升校園的音樂素養 

音樂功能性十分多樣化，基本的可以說是人類的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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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再進階ㄧ點它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進而培養人的氣

質；歌唱，媒介最少的音樂，所有人都可以大聲歡唱，從

而獲得自信與快樂。承襲十八屆以來的基礎，希望透過第

十九屆北韻獎的舉行，持續提升北大校園環境的音樂素養，

並且幫助懷有表演夢想，卻苦於缺乏展現舞台的朋友們，

提供一個機會，也讓較少接觸音樂的朋友們，讓我們有一

個平台分享我們的音樂，最後也期許透過全國各大專院校

之間的音樂交流活動，與其他學校搭起互動的橋梁。 

二、 打造北韻獎成為全國知名的年度大型活動 

北韻獎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悠久的年度盛事，以第十

四屆北韻獎而言，共有兩百七十二組參賽，創歷年新高，

其中包括台大、政大、師大、清大、北醫、東吳、世新……

等多所外校學生報名。近年來不止第十一屆北韻獎刊登上

了雅虎奇摩新聞，第十三屆北韻獎更有中央社以及 GTV

八大電視台的記者蒞校採訪，第十四屆北韻獎更與線上知

名歌唱大賽－「星光大道」有所合作，足見北韻獎已在各

界造成廣大迴響，並且受到新聞媒體界的關注。今年更新

增了高中組，希望能觸及更多喜愛音樂的人，我們也持續

努力打造北韻獎成為全國知名的年度大型活動。 

三、 汲取過往經驗，致力追求活動品質的提升 

在不斷擴大活動規模的情況下，我們也不忘致力於活

動品質的提升。除了從舊有基礎進行改革外，我們也將參

考政治大學金旋獎、世新大學新弦獎……等學校的比賽形

式，從而進行北韻獎內部制度的改良，同時邀請更多專業

評審，使比賽更具專業性。近年來為重視參賽者，以及比

賽的專業性，我們在初、決賽邀請了業界知名廠商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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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韻獎的專業音響及燈光工程，而比賽當天也聘請了專業

PA 來為當天的音響工程做管控，得到許多參賽者的一致

稱許。近幾年來，本校各建築正於新建期，為了提供觀眾

與參賽者更大、更好的表演場所，我們也會密切注意與學

校的連結，並對校方努力爭取。 

四、 結合業界平台，推廣北韻獎以及臺北大學 

  近幾年來，北韻獎知名度不斷攀升，隨之也漸漸推廣了

臺北大學的知名度，為朝更多元化的發展以及提供參賽者

更多的資源，近期我們致力於業界相關廠商洽談，希望給

參賽者更多機會，除此之餘也為本獎與本校爭取更多社會

資源，能夠進一步提高本校競爭力，另一層面希望透過此

活動的開展，長遠目標能夠凝結本校學生對此活動的支持

與贊同，最後能達成本活動是全校參與的年度大型音樂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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