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IDO 台灣肚皮舞大賽
暨 2021 台灣之星肚皮舞代表選拔
主辦單位：IDO 中華台北總會
比賽時間：110 年 6 月 13 日 (日) 09:00~18:00
截止報名：110 年 5 月 13 日 (四)止，以匯款時間為準
比賽地點：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 集會堂(臺北市民生東路 5 段 163-1 號 4 樓)
舞台尺寸：深* 10.5 m、寬*18.6 m
一、參賽組別：
(一)個人組：自編舞(以 2:00 ~ 3:00 分鐘為限)
NO.
組別

參賽資格

報名費用

1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 1-2 年級在學學生

2,000 元

2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 3-4 年級在學學生

2,000 元

3 國小高年級組

國小 5-6 年級在學學生

2,000 元

4 國中組

國中在學學生

2,000 元

5 業餘 A 組

17 歲~44 歲之一般學員

2,500 元

6 業餘 B 組

2,500 元

9 樂齡組

44~54 歲之一般學員
滿 18 歲以上之舞蹈老師/舞團團員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滿 18 歲以上、肚皮舞教學經驗 2 年以內之舞
蹈老師/舞團團員，或想自我挑戰者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55 歲以上，資格不限

10 道具及融合組

年齡、資格不限

2,500 元

11 阿拉伯民俗組

年齡、資格不限

2,500 元

7 職業組
8 職業新星組

(二)團體組(2~12 人)：自編舞(以 2:00 ~ 3:30 分鐘為限)
NO.
組別
參賽資格

2,500 元

2,500 元
2,500 元

報名費用

1 國中小組

國中、小在學學生

2,500 元

2 親子組

年齡、資格不限

2,500 元

3 業餘 A 組

17 歲~44 歲之一般學員

3,000 元

4 業餘 B 組

3,000 元

6 樂齡組

44~54 歲之一般學員
滿 18 歲以上之舞蹈老師/舞團團員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55 歲以上，資格不限

7 道具及融合組

年齡、資格不限

3,000 元

8 阿拉伯民俗組

年齡、資格不限

3,000 元

5 職業組

★逾期報名各組加收 500 元行政處裡費用。

3,000 元
3,000 元

二、獎勵辦法：
1. 各組 1-3 名頒發獎盃、獎狀；4-6 名頒發獎狀
類別
組別

獎金

備註
職業組
冠軍 獎金 10,000 元、 (1)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另機票贊助 10,000 元 20 隊(含)，頒獎金 80%
(2)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亞軍 獎金 5,000 元
個
15 隊(含)，頒獎金 50%
人 職業組新星組、業餘 A/B 組、樂齡組、 冠軍 獎金 6,000 元
(3)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道具及融合組、阿拉伯民俗組、
亞軍 獎金 3,000 元
8 隊(含)，取消獎金
國中組、國小高/中/低年級組
職業組

冠軍 獎金 12,000 元
業餘 A/B 組、樂齡組、道具及融合組、 亞軍 獎金 6,000 元

團
阿拉伯民俗組
體
國中小組、親子組

冠軍 獎金 6,000 元
亞軍 獎金 3,000 元

2.

2021 台灣之星代表獎勵
職業個人組冠軍，將獲頒台灣之星榮譽頭銜 (須滿 8 隊(含)以上)，並提供參加 2021 IDO 世界肚皮
舞大賽壹萬元機票補助 (未超過 10 隊(含)，取消機票補助)

三、評分標準：採用 IDO 世界總會的評分規則「3–D 系統(TCI)」
依據 1.技術(Technique)、2.編創(Composition)、3.表現(Image)，每項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
計分方式：將評審的分數總和做名次排名，評審不額外給予參賽選手評語
四、報名方式：請於 5/13(四)截止報名前
步驟 1：確認報名項目並完成匯款。
匯款帳戶：台灣企銀 050 建成分行帳號：0226-2214-195 戶名：趙馨蓮
步驟 2：完成線上報名 (表內需附上匯款後四碼) 。
https://forms.gle/6ABrioiQXqzULJFx7
步驟 3：以電子郵件附件附上參賽音樂及匯款收據，音樂規格限 mp3、wma、wav (檔名一律改為參賽
姓名或隊名，例：個人職業組蔡小英)，始完成報名程序。
Email：ido.taipei@gmail.com
★報名資料登錄完畢後將以 E-MAIL 確認，如逾 3 個工作天未收到確認訊息，請盡速來電 02-2558-2625
確認，以保障選手權益。
★相關比賽規定請參考 IDO 中華台北總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IDOchinesetaipei/
電話：02-2558-2625 / 傳真：02-2559-5731 / 10352 台北市南京西路 76 號 7 樓-4
五、門票贊助：
1.當日門票 500 元/張
2.預約門票 450 元/張，10 張以上 400 元/張 (5/14-6/5)
3.早鳥票 350 元/張，10 張以上 300 元/張 (即日起至 5/13 截止報名前)
ps.以匯款時間為準，匯款帳戶同報名匯款帳戶
請來電或 E-mail，亦可發送訊息，並附上
1.門票數量 2.收據影本 3.贊助人手機或轉帳後四碼
以確認個人資訊，比賽當天至報到處領取；如需郵寄，酌收郵寄費用
* 選手憑選手背號可免費入場
★贊助資料登錄完畢後將以 E-MAIL 確認，如逾 3 個工作天未收到確認訊息，請盡速來電 02-2558-2625
確認，以保障贊助人權益。

2021 IDO 台灣肚皮舞大賽

競賽辦法

(暨 2021 台灣之星肚皮舞代表選拔)
一、參賽資格
(一)個人組
1.

國小組：分低/中/高年級在學學生

2.

國中組：國中生在學學生

3.

高中大專組：高中職、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4.

業餘 A/B 組：A 組 17~44 歲之一般學員 / B 組 45 歲以上之一般學員

5.

職業組：滿 18 歲以上之舞蹈老師/舞團團員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6.

職業組新星組：滿 18 歲以上、肚皮舞教學經驗 2 年以內之舞蹈老師/舞團團員，或想自我挑戰者

7.

樂齡組：55 歲以上，資格不限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8.

道具及融合組：年齡及資格不限，以融合風或道具表現為主，道具不限種類(危禁品除外)，道具
表現需佔競賽作品 60%以上

9.

阿拉伯民俗組：年齡及資格不限，曲風包括 Saidi, Shaabi, Malaya, Khaleegy, Iraqi, Nubia, Morocco,
Zills, Muwashahat, Debaka, Semsemya, Gawazy, Haggala, Tallahi, Tunis……等

(二)團體組 (2-12 人)
1.

國中小組：國中小在學學生

2.

親子組：年齡及資格不限

3.

業餘 A/B 組：A 組 17~44 歲之一般學員 / B 組 45~54 歲之一般學員

4.

職業組：滿 18 歲以上之舞蹈老師/舞團團員 *以傳統舞 Oriental 為限

5.

樂齡組：55 歲以上，資格不限

6.

道具及融合組：年齡及資格不限，以融合風或道具表現為主，道具不限種類(危禁品除外)，道具
表現需佔競賽作品 60%以上

7.

阿拉伯民俗組：年齡及資格不限，曲風包括 Saidi, Shaabi, Malaya, Khaleegy, Iraqi, Nubia, Morocco,
Zills, Muwashahat, Debaka, Semsemya, Gawazy, Haggala, Tallahi, Tunis……等

二、報名費用
1. 個人組
國小組/國中組：2000 元
業餘 A/B 組：2500 元
職業組/職業組新星組/樂齡組：2500 元
道具及融合組/阿拉伯民俗組：2500 元
2. 團體組
國中小組/親子組：2500 元
業餘 A / B 組：3000 元
職業組：3000 元
樂齡組/道具及融合組/阿拉伯民俗組：3000 元
三、報名方式

請於 5/13(四)截止報名前
步驟 1：確認報名項目並完成匯款。
匯款帳戶：台灣企銀 050 建成分行帳號: 0226-2214-195 戶名:趙馨蓮
步驟 2：完成線上報名 (表內需附上匯款後四碼) 。
https://forms.gle/6ABrioiQXqzULJFx7
步驟 3：以電子郵件附件附上參賽音樂及匯款收據，音樂規格限 mp3、wma、wav(檔名一律改為為參賽
姓名或隊名，例：個人職業組吳小英)，始完成報名程序。
Email：ido.taipei@gmail.com
★報名資料登錄完畢後將以 E-MAIL 確認，如逾 3 個工作天未收到確認訊息，請盡速來電 02-2558-2625
確認，以保障選手權益。
四、獎勵辦法：
1.

各組 1-3 名頒發獎盃、獎狀；4-6 名頒發獎狀

類別

組別

獎金

備註
職業組
冠軍 獎金 10,000 元、 (1)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另機票贊助 10,000 元 20 隊(含)，頒獎金 80%
(2)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亞軍 獎金 5,000 元
個
15 隊(含)，頒獎金 50%
人 職業組新星組、業餘 A/B 組、樂齡組、 冠軍 獎金 6,000 元
(3) 單一組別報名未超過
道具及融合組、阿拉伯民俗組、
亞軍 獎金 3,000 元
8 隊(含)，取消獎金
國中組、國小高/中/低年級組
職業組

冠軍 獎金 12,000 元
業餘 A/B 組、樂齡組、道具及融合組、 亞軍 獎金 6,000 元

團
阿拉伯民俗組
體
國中小組、親子組
2.

冠軍 獎金 6,000 元
亞軍 獎金 3,000 元

2021 台灣之星代表獎勵
職業個人組冠軍，將獲頒台灣之星榮譽頭銜(須滿 8 隊(含)以上)，並提供參加 2021IDO 世界肚皮舞
大賽壹萬元機票補助 (未超過 10 隊(含)，取消機票補助)

五、退賽辦法
1.
2.

6 月 6 日 23:59 以前告知，扣除行政文書處理費 800 元，餘額退還。
6 月 7 日 00:00 起告知，恕不接受辧理退賽。

六、參賽規定
1.
2.
3.
4.
5.
6.
7.

選手參賽順序由電腦隨機選號，請於比賽當天參照秩序冊，並不另行公告。
大會方僅公布比賽結果，不公布個別分數及評語。

比賽音樂超過規定長度，現場 DJ 將會停止撥放，請選手務必注意音樂長度。
參賽者當日請自備音樂 CD 備份、道具、服裝。
參賽者必將號碼牌別在腰上(報到時繳交保證金 100 元，賽後歸還並退回保證金)。
比賽時點錄未到，視同棄權，不得異議。
比賽音樂長度：個人 2:00 ~ 3:00 分鐘，團體 2:00 ~ 3:30 分鐘為限(含進退場)，超過 20 秒內秒扣總
平均分數 2 分，21-40 秒扣總平均分數 4 分，依此類推累進扣分。
8. 得獎資格不符者經查屬實，將取消得獎資格，得獎人應退回相關獎勵，其獎位依序遞補。

9. 若團體組需加印個人獎狀，每張收取工本費 200 元。
10. 各獎項之獎金、獎品，依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獎品依獎項所列市值計算需繳稅金)。
11. 參賽者須自行取得音樂使用權，若有版權爭議事項，與主辦單位無關。
12. 凡參賽作品得同意主辦單位擁有使用權(含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力)。
13. 參賽者需提供真實姓名、連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且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及正
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並提供大會使用。
14. 參賽者請攜帶身份證件以備查驗，若冒名頂替參賽者則以棄權論。
15. 選手若有違反入場須知的需要，請事前與本會溝通並獲得允許，否則也視同違反入場須知，違反
者將取消參賽資格，一切法律問題交由大會律師處理。
七、申訴辦法
1.
2.
3.
4.
5.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即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評審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參賽者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後 30 分鐘內提出，否則
不予受理。
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理；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評審之判決時，得由其參賽者或指
導老師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申訴書由參賽者或指導老師簽名蓋章後，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成立
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比賽相關事項請參考 IDO 中華台北總會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IDOchinesetaipei/
電話:02-2558-2625 / 傳真:02-2559-5731 / 10352 台北市南京西路 76 號 7 樓-4

2021 IDO 台灣肚皮舞大賽
暨 2021 台灣之星肚皮舞代表選拔

參賽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願意參加 IDO 中華台北總會
辦理之「2021IDO 台灣肚皮舞大賽暨 2021 台灣之星肚皮舞代表選拔」
願恪遵以下規定，玆簽具本切結書，以示負責。
一、

於參加「2021 IDO 台灣肚皮舞大賽」期間，遵守比賽之所有規
範，不得有違反比賽辦法之情事，並確認個人無特殊疾病、不
受劇烈運動比賽影響。

二、

凡參賽作品得同意主辦單位擁有使用權(含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
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力)。

三、

本人同意大會使用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家長或監護人：

中 華 民 國

（簽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