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布里斯班區選拔賽
參加表格
一.

前言
2015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布里斯班區選拔賽 以下簡稱 比賽 由華商週報主辦，以下簡稱 主辦機構 ，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屬下翡
翠互動電視協辦，以下簡稱 協辦機構 。大賽將以三個階段進行 初賽，複賽，決賽。比賽可以獨唱或合唱組形式參加 以下無論個人獨唱
者或合唱組之成員皆簡稱為 參賽者 參賽者所選歌曲必須為中文流行歌曲
參賽者同意及遵守下列一切申請條件及章則

二 參加資格
參賽者必須具備以下條件，以符合參賽資格
5 年 5 月31 日前 以陽曆計算 ，年滿十五歲，但不超過二十八歲
參賽者必須在
參賽者必須持有效之個人證明文件，如護照、身份證明文件或出生證明書。參賽者必須有華人血統
根據參賽者的情況及背景， 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有絕對權決定豁免或放寬上述任何條件
參賽者必須不受任何合約束縛，以致不能簽署及履行第四段
項所述與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之合約
參賽者不可為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之僱員或親屬
三

參賽程序
參賽者必須填妥及簽署參加表格，同時在提交表格時，必須連同下列文件及費用
參賽者之個人證明文件副本，如護照、身份證明文件或出生證明書
兩張
照片 一張半身，一張全身
報名費用澳幣
填妥之表格及上述文件，必須於本年 6 月 15 日前交回下列地址

四

比賽
評判團將依據下列各項作為對參賽者之評審標準
台風
音色
演繹
技巧
個人風格
獎品 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有絕對權利把其他獎品贈予任何優勝者
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有權將比賽攝錄及廣播，翡翠互動電視擁有一切版權
初賽
i.
參賽者須在主辦機構所指定時間及地點參加初賽
初賽參賽者需自攜正版伴唱 VCD，LD 進行
複賽
初賽後，主辦機構將會選取部分參賽者參加複賽
參賽者須在主辦機構所指定時間及地點參加複賽
參賽者進入複賽後直至整個比賽完結前，不得參予澳洲境內或其他地區的同類形歌唱比賽
複賽參賽者需自攜正版伴唱
，
進行
決賽
複賽後，部分參賽者將被選取參加決賽
被選出進入決賽之參賽者必須與主辦機構及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另行簽署其標準合約，方可繼續參賽

五

同意聲明
參賽者明白及同意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有權隨時：
接納澳洲以外其他地區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拒絕任何申請而無需作任何解釋；
挑選任何參賽者參加初賽；
全權決定參賽者所選唱歌曲；
廢除參賽者之參賽資格而無需作任何解釋；
修改或取消初賽、複賽及決賽日期或地點。
參賽者並同意：
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不用發還並擁有第三段 項所述之文件。
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不用發還第三段
項所述之報名費用。
對於參賽者的任何損失包括傷亡，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無需負上任何責任。
此次申請純粹為參賽者個人之利益
參賽者必須服從主辦機構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在初賽、複賽、決賽大會評判團的決定。
參賽者必須服從主辦機構及 或電視廣播 澳洲 有限公司就參賽者在決賽時之髮型及服飾所作的決定。
4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冠軍必須代表布里斯班參加

六. 保證
參賽者保證：
參加表格內所提供有關資料皆真實及正確。
若被選出進入決賽，參賽者將履行第四段

簽署所述之合約。

七 文字
此參加表格分別以中、英兩種文字擬定，中文本只作參考用途，若兩版本內容有分歧，則以英文為準。
八 法律
此表所列之一切條件及章則皆依紐省法律為依歸。

5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 布里斯班區選拔賽
參加表格
姓名/合唱組合名稱 Name/ Group
(中文)
性別 Gender

(English)
年齡 Ag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日 Day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護照/ 駕駛執照號碼 Passport/ Driver’s Licence
No

居留身分 Status of
Residency
電話 Phone
(住宅) Home

月 Month

年 Year

在澳洲居住時間 Length of
residency

(工作) Work

(手提) Mobile

住址 Address
電郵 Email
學歷 Education

職業 Occupation

學校／公司名稱 Name of School/ Company

曾否參加其他歌唱比賽？如有，曾獲得何獎項？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singing competition? If so,
have you awarded?
伴唱音樂 Format of Music

參賽歌曲 Title of Song

本人現證實 I declare that:
1. 本人在申請期間直至新秀歌唱大賽結束為止，不會服務於或與任何人仕，合夥人，機構或公司簽訂有任何歌唱合
約。本人特此證實現時及以往皆未受任何性質之錄音合約所約束，同時本人亦從未灌錄過任何性質之戲劇及音樂作
品。I will not enter into any contract or service of a singing, acting or management nature with any person, partnership, firm,
corporation or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submis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test. I
am not presently bound nor have I ever been bound by a recording contract of whatever nature nor have I recorded any
dramatic or musical works of whatever nature.
2. 本人同意主辦機構及/或電視廣播(澳洲)有限公司就本人在報名表格上提供的個人資料用於宣傳，推廣，申請贊助及
進行比賽作電視廣播之用。本人並同意主辦機構及/或電視廣播(澳洲)有限公司可將本人之個人資料發放予新聞界，
其他傳媒，廣告商，比賽評判團及公眾人仕。I agree that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used by the Organizer and/ or Co-organizer in relation to the promotion, marketing, obtaining sponsorship and conduct of
the Contest for broadcasting on television, and to disclose to journalists, other media, advertiser, panel judges for the Contest
and the public.
3. 上列填報各項，俱屬真實。The information herein provided is true and accurate.
參賽者簽署 Signature of Contest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

年

月 日

日期 Date :

年

月 日

參賽者如在入遞表格示未滿十八歲，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填報以下一欄
For parent/ guardian signature if the contestant is under the age of 18 at the time of
submis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本人 I myself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賽者之母親／
父親／監護人，本人已細閱以上之表格並同意參賽者參加是項大賽，本人確
認參賽者填報之上列各項，俱屬真實。The contestant’s mother/ father/
guardian acknowledge and agree contestant participate into this Competition and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herein provide is true and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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