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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簡章 

壹.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台灣吉他學會、長庚科技大學 

貳. 比賽時程 

一、 比賽日期：2015年5月23-24日（星期六、日） 

二、 比賽地點：長庚科技大學（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61 號）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5年4月10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憑。 

參. 報名程序 

一、 繳交報名費用 

1. 報名費新台幣1,800元（具台灣吉他學會會員資格者報名費1,200元），請匯入台灣吉他學會帳戶『華南銀

行新泰分行／銀行代碼008 帳號173-10-0025550』。 

2. 繳費後報名費概不退還。 

3. 加入台灣吉他學會相關表件請自http://www.guitar.org.tw/下載，如於報名時同步入會得享會員報名費優

惠。請將入會費與報名費一併匯款，並請於匯款單上註明之。 

二、 郵寄報名表件 

1. 依參賽組別填妥報名表（詳見簡章第柒項下），並檢附六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一式兩張（合奏組免

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具身份證學童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外籍人士檢附護照影本併同在學或工作

證明）、報名費匯款憑據影本（正本請妥善留存），以掛號方式寄至『33099 桃園郵局第529號信箱』收。 

2. 凡逾期報名、資料填寫不全及身分證明不全者，將予以退件。 

三、 領取參賽文件 

1. 主辦單位將於2015年5月11日（星期一）之前以郵局掛號方式寄出參賽證、大賽手冊及賽程相關說明等文

件，請注意收件地之郵務通知訊息。 

2. 如逾2015年5月16日（星期五）尚未收到參賽文件，請主動致電0979-025-024與台灣吉他學會秘書處聯絡。 

肆. 參賽資格 

一、 凡具有中華民國身份者、或持有中華民國各級學校在學證明（或工作證明）之國外人士，皆可報名參加。 

二、 依各類別或組別之參賽資格表列如下 

類別 組別 參賽資格 備註 

古典吉他獨奏 

 

公開組 不限年齡與就學狀況  

高中組 比賽當日就讀高中之在學學生  

國中組 比賽當日就讀國中之在學學生  

國小高年級組 比賽當日就讀小學五、六年級之在學學生  

國小中年級組 比賽當日就讀小學三、四年級之在學學生  

國小低年級組 比賽當日就讀小學一、二年級之在學學生  

古典吉他重奏 

 

公開組 不限年齡與就學狀況，九人以下之吉他重奏型式，各聲部限

一人演奏，不含其他樂器 

 

古典吉他合奏 

 

公開組 

 

不限年齡與團體單位，十至二十五人(含指揮)之吉他合奏型

式(可含無固定音高之敲擊樂器) 

 

學生組 各級學校學生以學校為組隊單位，十至二十五人(含指揮)之

吉他合奏型式(可含無固定音高之敲擊樂器) 

 

三、 參賽者可同時報名不同「類別」之比賽，古典吉他獨奏各組僅限跨公開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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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賽事規定 

一、 指定曲目 

類別 組別 
指定曲目 

備註 
初賽 決賽 

古典吉他獨奏 

公開組 

科斯特：練習曲 

N. Coste：Estudio Op. 38, 

No.22/23(備註) 

龐賽：前奏曲第一號 

M. Ponce：Tranquillo, from 12 

Preludes No. 1 

本次賽事所指

定為 A大調，

4/4拍，兩聲

部，低音需消

音之練習曲。 

高中組 

蘇爾：A 大調小步舞曲 

F. Sor: Minueto en La Mayor Op. 

11, No. 6 

泰雷嘉：大圓舞曲 

F. Tarrega: Gran Vals 
 

國中組 
泰雷嘉：羅西妲 

F. Tarrega: Rosita 

蘇爾：D 大調小步舞曲 

F. Sor: Minueto en Re Mayor Op. 

11, No. 5 

 

國小高年級組 
卡路里：詼諧曲 

F. Carulli: Scerzo 

費瑞爾：探戈舞曲第 1 號 

J. Ferrer: Tango No. 1 
 

國小中年級組 

蘇爾：小行板 

F. Sor: Andantino Op. 35,  

No. 4 

莎科里拉斯：瑪麗亞露意莎 

J. S. Sagreras: Maria Luisa 
 

國小低年級組 

卡爾卡西：進行曲 

M. Carcassi: Marcha, from50 

Progressive Etudes, No. 17 

蘇爾：小行板 

F. Sor: Andantino Op. 35, No. 2 
 

古典吉他重奏 公開組 無  

古典吉他合奏 
公開組 無  

學生組 無  

二、 時限規定 

1. 各組時間掌控若未符合表列規定，無論時間不足或逾時，評審團將有權酌予扣分。 

2. 古典吉他獨奏各組指定曲與自選曲演奏時間合併計算，總計演奏時限以指定曲彈奏之第一音即開始計時

至自選曲彈畢。 

3. 重奏及合奏組之時限計算，以大會唱名上台為始，至演畢下台並移走相關樂器或器材為止。 

類別 組別 時限規定 備註 

古典吉他獨奏 

 初賽 決賽  

公開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7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12-15分鐘  

高中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7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7-10分鐘  

國中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7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5-8分鐘  

國小高年級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6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6分鐘以內  

國小中年級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5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5分鐘以內  

國小低年級組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5分鐘以內 指定曲與自選曲共計 5分鐘以內  

古典吉他重奏 公開組 全程 8分鐘以內  

古典吉他合奏 公開組 全程 8分鐘以內  

 學生組 全程 8分鐘以內  

 

三、 比賽注意事項 

1. 比賽報名表寄出後，參賽自選曲目不得變更。 

2. 古典吉他獨奏組，自選曲部分必須為「獨奏曲」不得選擇「協奏曲」，否則不予計分。 

3. 比賽當日務必攜帶「參賽證」，否則不得參與賽事。 

4. 曾獲古典吉他獨奏各組第一名者，不得報名獨奏類相同組別。 

5. 獨奏各組報名人數未達十二人、或重奏與合奏單位未達十二組，將直接進行決賽，並演奏決賽指定曲目；

合奏組與重奏組無初賽直接進入決賽。 

6. 除重奏組與合奏組外，獨奏各組初、決賽一律背譜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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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賽所需之各種器材（如調音器、腳踏板，重奏或合奏組之譜架...等）請自行準備。 

8. 台上禁止使用節拍器、擴音設備、音效設備等器材。 

9. 初賽出場序將於由2015年4月19日（星期日）由台灣吉他學會辦理公開抽籤，相關事宜將提前一週公告於

學會網站。 

10. 古典吉他獨奏各組比賽時，需先演奏指定曲再演奏自選曲，決賽自選曲目亦可與初賽自選曲目重複；指

定曲及自選曲當中的反覆記號可不須演奏，但D.C.或D.S.之後的樂段，須演奏完畢。 

11. 重奏組與合奏組上台前後所需器材佈置，由參賽單位自行備妥支援人力（比賽場地深度3公尺、寬度9公

尺，供參賽單位參考）。 

四、 評分標準 

1. 評審將以參賽者之音樂性、技巧、曲目安排、台風、服裝儀容等為評分標準。 

2. 評分結果將以評審團之最後決定為依據。 

五、 名單公布 

1. 各組初賽賽程結束後，於指定公布欄預告進入決賽名單之公告時間。晉級決賽人員於決賽名單公布後即

抽籤決定比賽順序。上述名單公布逾15分鐘如未出席抽籤者，將由主辦單位代行之，並隨之公告該組決

賽順序。 

2. 決賽賽程結束後，於頒獎典禮中宣布獲獎人員與獲獎名次。 

3. 決賽成績若未達優等標準，評審團有權令該名次以「從缺」論。 

4. 決賽晉級人數與各類組比賽名次將以評審團之最後決定為依據。 

六、 獎勵總覽 

1. 徵求得獎者同意，賽後本會得將獎狀寄至得獎者就讀學校予以頒發。 

2. 各類組獎勵方式詳如下表： 

類別 組別 
獲獎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勝 

古典吉他獨奏 

公開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20,000元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7,000元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5,000元 
獎狀一只 

高中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6,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國中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6,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國小高年級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3,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國小中年級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3,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國小低年級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3,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古典吉他重奏 公開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5,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古典吉他合奏 

公開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5,000元  
獎盃一座 獎盃一座 獎狀一只 

學生組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5,000元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4,000元 

獎盃一座、獎金 

新台幣 3,000元 
獎狀一只 

<註> 
古典吉他獨奏公開組第一名，由名製琴家湯明進老師，捐贈高級演奏琴一把以為獎勵。 

陸. 重要備註 

一、 報名者依參賽組別（獨奏、重奏、合奏）選填適當組別之報名表件，並據實完成各欄位之填寫。填列「就學

狀況」欄位時，請以 103學年度實際就學情形完成之。 

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將陸續公告於台灣吉他學會網站：http://www.guitar.org.tw/ 

 

http://www.guita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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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報名表格 

柒. 報名表格 

類別／■古典吉他獨奏[請擇一勾選下列分組]  □古典吉他重奏  □古典吉他合奏                      

□公開組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高年級組  □國小中年級組  □國小低年級組 

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                                    

護照號碼  (外籍人士)：                                    

出生日期  (本國人士)：民國        年         月        日 

          (外籍人士)：西元        年         月        日 

請貼妥照片 

會籍狀況 

□非台灣吉他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會(請自學會網站下載入會表件) 

□目前為吉他學會會員，會員證編號                            

通訊方式 

下列通訊聯絡人為 □本人 □參賽人之家長 □其他(請註明與參賽者之關係                 ) 

通訊電話；手機號碼                   家用電話       -                      

          其他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信箱：                          @                                         

緊急聯絡 如有突發事故之聯絡人姓名：                    與參賽人關係      電話                           

就學狀況 
□目前就學中[請續填]   □目前未在學 

就讀於             縣市                          學校                      系所科組     年級 

在職狀況 

□目前在職中[請續填]   □目前未在職 

服務於                縣市                                              機關            職稱 

畢業於                縣市／國家                           學校                     系所科組 

自選曲目 

初賽曲目名稱： (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與初賽自選曲不同[請續填]    □與初賽自選曲相同 

決賽曲目名稱：(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本大賽進行中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但所有影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做為公開形式之任何使用，凡報名參賽者

視同同意上述活動錄影之合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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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報名表格 

柒. 報名表格[續] 

類別／□古典吉他獨奏  ■古典吉他重奏  □古典吉他合奏                                   

重奏組依參賽單位填妥總表一頁，並依人數填妥分表(每人一頁)。 

■重奏組報名總表                                                            共一頁 

重奏成員 本重奏組合共       人／代表人姓名                     電話                           

No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會籍狀況 

1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2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3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4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5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6 

 

□男□女 

 □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
會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會員證編號                      

 

自選曲目 初賽曲目名稱： (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決賽曲目名稱：(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本大賽進行中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但所有影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做為公開形式之任何使用，凡報名參賽  

  者視同同意上述活動錄影之合理進行。 

✎重奏組成員中必須至少一人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方得享有報名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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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報名表格 

柒. 報名表格[續] 

類別／□古典吉他獨奏  ■古典吉他重奏  □古典吉他合奏                                   

重奏組依參賽單位填妥總表一頁，並依人數填妥分表(每人一頁)。 

■重奏組報名分表                                                   共    頁／第     頁 

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                                    

護照號碼  (外籍人士)：                                    

出生日期  (本國人士)：民國        年         月        日 

          (外籍人士)：西元        年         月        日 

請貼妥照片 

會籍狀況 

□非台灣吉他會員 

□報名時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會(請自學會網站下載入會表件) 

□目前為吉他學會會員，會員證編號                            

通訊方式 

下列通訊聯絡人為 □本人 □參賽人之家長 □其他(請註明與參賽者之關係                 ) 

通訊電話；手機號碼                   家用電話       -                      

          其他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信箱：                          @                                         

緊急聯絡 如有突發事故之聯絡人姓名：                    與參賽人關係      電話                           

就學狀況 
□目前就學中[請續填]   □目前未在學 

就讀於             縣市                          學校                      系所科組     年級 

在職狀況 

□目前在職中[請續填]   □目前未在職 

服務於                縣市                                              機關            職稱 

畢業於                縣市／國家                           學校                     系所科組 

 

 

 

 

 

 

 

 

 

✎本大賽進行中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但所有影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做為公開形式之任何使用，凡報名參賽   

  者視同同意上述活動錄影之合理進行。 

✎重奏組成員中必須至少一人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方得享有報名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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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報名表格 

柒. 報名表格[續] 

類別／□古典吉他獨奏    □古典吉他重奏  ■古典吉他合奏                                  

 

基本資料 

學校名稱：   縣市     [學校] 

參賽成員所屬教育階段：□大學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其他   

參賽組合所屬管理單位：   處室     組 

參賽組合指導教師姓名：                      

領隊人員 

姓名：                                                             性別：□男   □女 

稱號(可複選)：□指揮□合奏成員□指導老師□學校行政人員□其他                    

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                                    

護照號碼  (外籍人士)：                                    

出生日期  (本國人士)：民國        年         月        日 

          (外籍人士)：西元        年         月        日 

會籍狀況 

□所有成員均非台灣吉他學會會員 

□報名時以                    名義同步繳費加入台灣吉他學會(請自學會網站下載入會表件) 

□成員                     目前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會員證編號                          

通訊方式 

下列通訊聯絡人為 □領隊人員 □其他(請務必註明)                            

通訊電話；手機號碼                   家用電話       -                      

          其他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信箱：                          @                                         

緊急聯絡 如有突發事故之聯絡人姓名：                    與參賽人關係      電話                          

自選曲目 

初賽曲目名稱： (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決賽曲目名稱：(原文)                                                                           

              (中譯)                                                                          

    作曲者：  (原文)                               (中譯)                                      

 

 

 

 

✎本大賽進行中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但所有影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做為公開形式之任何使用，凡報名參賽   

  者視同同意上述活動錄影之合理進行。 

✎合奏成員中必須至少一人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方得享有報名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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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台灣吉他大賽報名表格 

柒. 報名表格[續] 

類別／□古典吉他獨奏    □古典吉他重奏  ■古典吉他合奏                                  

 

合奏成員 

本合奏組共       人(含指揮        ) ／指導老師                            

No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科系／年級別 

1  □男□女    

2  □男□女    

3  □男□女    

4  □男□女    

5  □男□女    

6  □男□女    

7  □男□女    

8  □男□女    

9  □男□女    

10  □男□女    

11  □男□女    

12  □男□女    

13  □男□女    

14  □男□女    

15  □男□女    

16  □男□女    

17  □男□女    

18  □男□女    

 

 

✎本大賽進行中將由主辦單位進行錄影，但所有影音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會做為公開形式之任何使用，凡報名參賽   

  者視同同意上述活動錄影之合理進行。 

✎合奏成員中必須至少一人為台灣吉他學會會員，方得享有報名費優惠。 

✎合奏成員參賽當日除個人身分證件外需另準備學生證會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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