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zling Stars Pole Championship
參賽合約書
比賽規則＆比賽須知
報名方式

參賽者需於 2022/8/15 前(含)簽署並回傳參賽合約書及報名表至
dspchampionship@gmail.com。
Email 主旨請註明：DSPC 報名表及合約書/姓名(全名)/匯款末五碼，例：DSPC
報名表及合約書/達思琳/12345。並匯款繳交報名費 NT$1,500 元 (以匯款時間為
準，逾時不候)。
未確實填寫合約書及報名表恕不受理。
報名截止日前已收到匯款但未收到合約書及報名表或初審影片，缺少任何一項
亦不受理。
退款方式

若因新冠肺炎 Covid-19 影響導致賽程必須取消或延期，主辦單位會全額退款。
除確診 Covid-19 以外，若因參賽者自身狀況無法參賽，無論何種原因皆不予以
退款。
未進入決賽亦不退款。
照片影片購買

僅提供進入決賽的選手於賽事結束後 Email 主辦單位購買。
照片： NT$800
影片： NT$800
照片及影片一起購買： NT$1,200
Email 主旨請註明：xxx 組別/xxx 級別/姓名(全名)/購買照片或購買影片或購買照
片及影片/匯款後 5 碼。 例：Pole Sport/Professional/達思琳/購買照片及影片
/12345。
裁決

裁判的判決即為最終決定。
主辦單位及裁判有權力於比賽前或比賽進行期間取消任何一位參賽者資格。

總成績扣分

除評分標準文件內的扣分方式以外，參賽者違反下列規定將會額外扣除總成
績。
參賽者未依規定從指定地方上下舞台；從舞台前方跳下舞台---扣除總成績 5 分
參賽者未於截止日期前繳交音樂檔案---扣除總成績 5 分
於表演期間內觸碰 Truss---扣除總成績 5 分
業餘組及半職業組執行禁止類的動作---扣除總成績 20 分
取消資格

影響/攻擊其他參賽選手。
報名表及合約書內容虛構不實，未按事實填寫。
嚴重遲到影響賽事進行。
至比賽當日仍未繳交音樂。
服裝嚴重損壞或脫落造成裸露。
業餘組及半職業組執行禁止類的動作情節嚴重者。
違反下列任一規定，主辦單位將視情節嚴重度決定是否取消資格。
(一) 一般規定
1. 參賽者需年滿 18 歲。
2. 參賽者須為本國國民(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
3. 每人僅限報名乙組。
4. 參賽者需同意本單位使用於比賽期間拍攝之照片影片做為將來宣傳使用。
5. 參賽者需在賽前簽署同意本單位使用照片及影片之肖像權文件。
6. 參賽者在賽事當天不得使用藥物及酒精，禁止吸毒。
7. 參賽者在賽事當天不得處於懷孕階段。
8. 參賽者不得在賽事前與評審交流討論。
9. 參賽者在賽事當天必須提前或準時抵達，若因遲到影響賽事進行，本單位有
權取消比賽資格。
10. 參賽者需確保自己身體能力安全，任何危險動作導致受傷皆須自行負責，若
因自身能力不足以掌握高難度動作而失誤導致受傷，本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11. 參賽者須從指定的位置上下舞台，不得從舞台前方跳下舞台，違者將為扣除
總成績 5 分。若因自身疏失導致受傷，本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12. 比賽期間可使用手機拍攝照片及影片(禁止開閃光燈)，但不得使用任何專業
攝影器材錄製。
13. 參賽者需閱讀完整參賽規則及比賽須知並簽署合約書回傳本單位。

(二) 初審影片
所有參賽者皆須在 2022/08/15 報名截止日期前(含)提交 1:50-2 分鐘的 Youtube
影片連結至 dspchampionship@gmail.com (請確保音樂沒有被消音以及設定權限

為公開或私人但主辦單位可以點擊連結觀看)。
Email 主旨請註明：DSPC 初審影片/姓名(全名)。 例：DSPC 初審影片/達思琳。
Youtube 連結檔案名稱請設定： xxx 組別/xxx 級別/姓名(全名)/初審影片。 例：
Pole Sport/ Professional/達思琳/初審影片。
請勿直接寄送影片檔案，寄送影片檔案將視為未收到。錄製影片請勿配戴口罩
以免影響評審判斷情緒。影片必須一鏡到底不得運鏡、不得經過剪輯、調快或
調慢速度、不得後製音樂、不得出現除了選手以外的其他人。可以是自行錄製
的影片，也可以是以前參加過的表演或比賽影片，以前的比賽影片若包含縮放
或從不同角度拍攝，參賽者需自行承擔評審可能無法正確判斷動作完整度之風
險。(請皆自行剪掉前後，只保留 2 分鐘無剪輯的影片)。除報名業餘組外，其
餘級別影片內皆須使用固定及旋轉鋼管。
影片審核評分標準：

技術能力

------10 分

音樂性

------10 分

表演性

------10 分

所有組別皆依此標準評分

初審結果將於 2022/08/31 公佈。
每個級別及組別最多 6 人晉級決賽。
(三) 級別與組別

分級級別 Level：
業餘組 Amateur

非授薪的鋼管舞蹈表演者及非授薪教學者，未參加過任何比賽，或比賽未曾拿
過獎牌者(Level1＆2 獎牌不算)可報名此級別；授薪的鋼管舞蹈表演者或授薪教
學者不可報名此級別。業餘組不限制必須使用兩種型態鋼管；可擇一(固定或旋
轉鋼管)使用；業餘組不得做各類 Handspring / Fonji / 全身上下或左右翻轉 180360 度並短暫放開雙手系列的動作及 Deadlift，可跳離開鋼管(Jump off)但不可

翻下鋼管(Flips)。違者將扣除總成績 20 分；情節嚴重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半職業組 Semi-pro

授薪的鋼管舞蹈表演者及非授薪教學者，參加並拿過業餘組獎牌者(含 Level 3
及 Level 4 獎牌)需報名此級別；授薪教學者不可報名此級別。半職業組必須使
用固定管及旋轉管；半職業組不得做各種 Fonji、全身上下或左右翻轉 180-360
度並短暫放開雙手系列動作；不可抓丟、抓抓丟(Jump to Handspring, Flick

Flack) 、RG(Grips Change)−在各種 Handspring/Handstand 的狀態僅用兩手支撐
時，不得變換上手或是下手的位置；在各種 Straddle 及各種 Shoulder Mount 的
狀態時不可變化下手至任何種類 Handspring。可翻下鋼管(Flips)但必須保留一隻
手握著鋼管直到落地。違者將扣除總成績 20 分；情節嚴重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職業組 Professional

授薪教學者，參加並拿過半職業組及職業組獎牌者(含 Level 5 獎牌)，符合以上
任一項皆需報名此級別。職業組必須使用固定管及旋轉管。

分組組別 Category：
Pole Sport
以鋼管技術能力為主要評分項目，視選手是否能多樣及流暢的展現鋼管上的動
作。此組別必須使用至少一次鋼管的最高高度，使用鋼管時間不得低於 70%，
違者將會被扣分。本組別不允許使用道具及道具人。
Pole Art
以藝術為主要評分項目，此組別著重於藝術呈現，可以說故事，也可以是意
境、意象的呈現，可以演戲亦可以跳舞。不侷限任何舞蹈風格只要能完整呈現
想表達的故事或意境即可。本組別可使用道具及道具人。
Pole Exotic
此組別必須穿著高跟鞋，若赤腳的時間超過一分鐘將會被扣分。
用不同形式的風格來呈現性感的樣貌及體態，可以是狂野的、優雅的、情緒高
昂的、激情的⋯⋯等，皆能傳達性感。本組別可使用道具及道具人。
(四) 音樂規定
1. 職業組：音樂長度介於 3:10-3:40 之間。
2. 半職業組：音樂長度介於 2:50-3:10 之間。

3. 業餘組：音樂長度介於 2:30-2:50 之間。
4. 音樂可以有歌詞有人聲，但不得有粗俗用語如髒話,性器官⋯⋯等。
5. 音樂可以剪輯及剪接。
6. 參賽者須對自己選擇的音樂版權及版權使用費負責。
7. 參賽者需自行確認提交的音樂品質,若因品質不佳或檔案毀損無法開啟，本單
位不負責任修復。
8. 參賽者需於賽事當天繳交預備用的 USB 檔案,請寫上參賽者的組別及姓名。
9. 音樂檔案須於 2022/10/15 前寄至 dspchampionship@gmail.com。
Email 主旨及檔案名稱請自行編輯為 xxx 組別/xxx 級別/姓名(全名)/音樂檔案 例:
Pole Sport / Professional /達思琳/音樂檔案。
逾期繳交將會扣除比賽總成績 5 分，至比賽當日仍未繳交,本單位有權取消比賽
資格。
(五) 服裝規定
1. 服裝必須完整包覆私密處及 2/3 胸部。
2. 任何曝光及露點皆會扣除總成績 5 分。
3. 服裝脫落造成裸露本單位將會直接取消比賽資格。
4. 禁止比基尼，丁字褲。
5. 禁止服裝上標有教室名稱,企業及贊助單位名稱。
(六) 道具使用
1. 除 Pole Sport 組別以外，皆可使用道具及道具人。
2. 道具人可以觸碰表演者，不得觸碰鋼管。
3. 道具人僅可從側幕進出，不得從舞台前方跳下舞台。
4. 不得將道具拋出舞台。
5. 可使用能在 30 秒鐘內進撤場的道具。
6. 任何從身上移除掉的服裝或是物件都視為道具。
7. 禁止會殘留在舞台上，不方便清潔的道具，如：油、水、膠、玻璃、食物、
油漆及噴漆、活體動物及昆蟲⋯⋯等。
8. 禁止明火、電子菸、爆破物、真實武器、假陽具、上下半身器官道具⋯⋯
等。
9. 所有道具都須在 2022/10/31 前 Email 至 dspchampionship@gmail.com 申
請。
Email 主旨請註明：xxx 組別/xxx 級別/姓名(全名)/道具使用 例: Pole Sport /
Professional /達思琳/道具使用。需詳細敘述使用方式及時間。

10. 未依規定時間內申請者，將自動判定為不需要使用道具。
(七) 乾手液
1. 所有乾手液類產品只得塗抹於參賽者身上，不得塗抹於鋼管上。
2. 禁止使用清潔過後仍會殘留在鋼管上的產品，如 Itac,Itac2、帶有黏性的產品
(Spray Rosin)、白堊粉狀類產品(Chalk) ⋯⋯等。
3. 持有醫療證明文件，並提前 Email 主辦單位申請者，可配戴手套。
(八) 舞台燈光配置
決賽選手需於 2022/10/31 前繳交燈光需求表至 dspchampionship@gmail.com
Email 主旨請註明：xxx 組別/xxx 級別/姓名(全名)/燈光表 例: Pole Sport /
Professional /達思琳/燈光表。
燈光僅可配置： 漸亮/漸暗/突亮/突暗/整體色系(紅/橘/黃/綠/藍/紫)。
請註明需求時間點。例： 00:02-00:04 漸亮，01:45 突暗(1s)，整體色系藍色。
(九) 舞台配置
1. 為兩隻直徑 4.5 公分，高度 380 公分的 Xpole 不鏽鋼鋼管。
2. 兩隻鋼管間距約 280 公分。
3. 從舞台方向面向觀眾，右側為固定鋼管，左側為旋轉鋼管。
4. 不得於表演期間觸碰 Truss，任何觸碰都會扣除總成績 5 分。
5. 左側到右側 Truss 內側距離約為 940 公分。
6. 前後 Truss 內側距離約為 400 公分。
7. 舞台總深度約 6 米 2。
8. 舞台總寬度約 13 米。

舞台設計圖：

我已閱讀、瞭解並遵守上述規則及條文，我特此聲明(請簽署全名)___________
將按照本合約條款內容成為 2022 Dazzling Stars Pole Championship 決賽參賽者。
我將尊重本次比賽裁判的所有判決，不會有任何異議或質疑。
在法律規範內我將不會造成主辦單位任何損失或傷害，並承擔在比賽中可能承
受的任何傷害。

簽名:

(請簽署全名)

身分證字號:

主辦單位: 達思空中舞蹈工作室
負責人: 吳昭瑩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統編: 79443401

地址: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 16 號 1 樓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02-2599-7397

電子信箱:
簽署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