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UPGRADE 洛斯特聖杯－創意比賽報名簡章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1. 報名創意比賽者，需是 2019UPGRADE 報名成功之學員。 

2. 初賽時間與地點： 

 講道比賽：6/30（日）上午 10:30，於高雄福氣教會幸福館第一教室舉

辦初賽；非高雄福氣教會之參賽者若無法前來，請於 6/30（日） 12:00

前將講道之完整清楚錄影檔（需以橫幅拍攝、要拍到參賽者全身）傳送

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並請註明參加之比賽項目、教會及

分享者姓名，打電話確認 UPGRADE 總部已收到，始完成報名。 

 詞曲創作：6/23（日）中午 12:00 前，寄 DEMO 錄音檔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並請註明參加之比賽項目、教會，及

創作歌曲名稱、演唱者姓名，打電話確認 UPGRADE 總部已收到，始

完成報名。 

 歌唱比賽：6/30（日）下午 2:30，於高雄福氣教會一樓副堂舉行初賽；

非高雄福氣教會之參賽者若無法前來，請於 6/29（六） 12:00 前將「可

清楚聽見人聲」之音檔傳送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並請註

明參加之比賽項目、教會及演唱者姓名，打電話確認 UPGRADE 總部

已收到，始完成報名。 

 聖經金頭腦：6/29（六）下午 5:30，於高雄福氣教會 B1副堂舉行初

賽筆試，若非高雄教會，將於前一日將題目寄送至各教會聯絡窗口處，

協助進行。 

3. 決賽名單將於 7/1（一）中午 12:00，公布在「2019 UPGRADE！」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上。 

4. 比賽獎金：冠軍 1000 元（聖經金頭腦冠軍為 1500 元）、亞軍 500 元（聖

經金頭腦冠軍為 1000 元） 

5. 其他注意事項，請參考下列各項比賽詳細辦法。 

6. 報名方法，請到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fvcLdrSvzAdmX5zu7 

mailto:之音檔傳送至jameschien0711@gmail.com
https://forms.gle/fvcLdrSvzAdmX5zu7


2019UPGRADE 洛斯特聖杯－講道比賽 

 

 賽程：初賽－決賽 

1. 初賽時間與地點：6/30（日）上午 10:30，於高雄福氣教會幸福館第一

教室舉辦初賽。 

2. 決賽時間與地點：於營會中進行決賽，時間另行通知。 

 比賽方式 

1. 此比賽為個人賽。 

2. 於 6/16（日）中午 12 點之前報名完成講道比賽，大會以隨機抽籤之方

式決定比賽者的初賽講道題目，並於 6/18（二）於「2019 UPGRADE！」

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上公布講道比賽題目。 

3. 比賽主題：以幸福小組信息為主，若未使用幸福小組策略之教會參賽者，

請以「八福中任一福」為主題傳講。 

4. 講道內容須以安慰、勸勉、造就人的方向為主，切勿批評論斷某事與某

人。 

5. 決賽選手將於營隊第一場聚會時上台抽一項「道具」，須將該道具呈現

於講道內容中。 

6. 講道時間： 

a. 初賽講道時間以 5-6 分鐘為限，超過 6 分鐘即停止。 

b. 決賽講道時間以 7-9 分鐘為限，超過 9 分鐘即停止。 

7. 將取 2 名進入決賽。 

8. 評分方式： 

a. 是否合乎聖經標準：30% 

b. 信息內容與造就性：35% 

c. 表達流暢與台風：25% 

d. 整體服裝儀容：10% 

9. 比賽獎金：冠軍可獲得獎金 1000 元，亞軍可獲得獎金 500 元。 



2019UPGRADE 洛斯特聖杯－詞曲創作 

 

 賽程：初賽－決賽 

1. 初賽徵選方式：6/30（日）中午 12:00 前，寄 DEMO 錄音檔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並請註明參加之比賽項目、教會，及

創作歌曲名稱、演唱者姓名，打電話確認 UPGRADE 總部已收到，始

完成報名。 

2. 決賽時間與地點：於營會中進行決賽，時間另行通知。 

 比賽方式 

1. 於 6/22（六）中午 12 點之前報名完成詞曲創作比賽。 

2. 歌曲內容須至少包含「幸福」、「重生」、「天父的愛」、「呼召」其中之一

的元素。不可含不雅文字，並禁止抄襲。 

3. 歌曲不限快歌或慢歌，但需至少包含完整主歌、副歌之段落，總長度於

4 分 30 秒內。 

4. 將取 2 名進入決賽。 

5. 決賽時，於營隊聚會中上台完整呈現該首歌曲，建議使用 kala 帶，也

可現場演奏（需事先告知大會）。 

6. 評分方式： 

a. 歌詞（元素運用適切性）：50% 

b. 音樂呈現（旋律、歌聲與音樂和弦配搭）：50% 

7. 比賽獎金：冠軍可獲得獎金 1000 元，亞軍可獲得獎金 500 元。 

 

 

 

 



2019UPGRADE 洛斯特聖杯－歌唱比賽 

 

 賽程：初賽－決賽 

1. 初賽時間與地點：6/30（日）下午 2:30，於高雄福氣教會一樓副堂舉

行初賽；外教會參賽者若無法前來，請於 6/29（六） 12:00 前將「可

清楚聽見人聲與音樂」之音檔傳送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

並請註明參加之比賽項目、教會及演唱者姓名，打電話確認 UPGRADE

總部已收到，始完成報名。 

2. 決賽時間與地點：於營會中進行決賽，時間另行通知。 

 比賽方式 

1. 此比賽為個人賽。 

2. 於 6/26（三）中午 12 點之前報名完成歌唱比賽。 

3. 請自備初賽與決賽之自選曲伴唱帶 mp3，於 6/27（四）晚上 6:00 前

寄至 jameschien0711@gmail.com，標題請打上歌唱比賽之歌名與演

唱者姓名。 

4. 初賽自選曲歌曲不拘，但不得有挑釁、負面、性暗示的歌詞。 

5. 決賽自選曲限定詩歌，快歌或慢歌皆可，若以樂團方式呈現，請自行尋

找樂手，並提前告知大會。 

6. 比賽方式： 

a. 初賽歌曲比賽長度為 1 分 30 秒，需呈現完整主歌與副歌。 

b. 決賽歌曲比賽長度為 5 分鐘內，需完整演唱整首歌曲。 

7. 初賽評分方式以歌唱技巧為主，取 2 名進入決賽。 

8. 決賽評分方式： 

a. 歌聲技巧：50% 

b. 演唱台風與肢體表情呈現：30% 

c. 整體服裝儀容：20% 

9. 比賽獎金：冠軍可獲得獎金 1000 元，亞軍可獲得獎金 500 元。 

 

mailto:之音檔傳送至jameschien0711@gmail.com


2019UPGRADE 洛斯特聖杯－聖經金頭腦 

 

 賽程：初賽－決賽 

1. 初賽時間與地點：6/29（六）下午 5:30，於高雄福氣教會 B1副堂舉

行初賽筆試，若非高雄福氣教會，大會將於前一日將題目寄送至各教會

聯絡窗口處，協助進行。 

2. 決賽時間與地點：於營會中進行決賽，時間另行通知。 

 比賽方式 

1. 此比賽是以 3 人一組報名之團體賽。 

2. 於 6/23（日）中午 12 點之前報名完成聖經金頭腦比賽。 

3. 比賽範圍： 

a. 初賽：舊約「創世記 1-36 章」，新約「馬可福音、加拉太書」，及

背誦經文 10 段。 

 創世記十二章 1-3 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

你得福。」 

 創世記三十五章 11-12 節：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

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

你而出。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

裔。」 

 馬可福音八章 34-35 節：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馬可福音十章 29-30 節：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

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

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

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馬可福音十一章 23-24 節：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



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

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

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馬可福音十三章 8-10 節：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

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但你們要謹慎；因為人要

把你們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裡要受鞭打，又為我的緣故

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

萬民。 

 加拉太書二章 16 節：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

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

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加拉太書三章 13-14 節：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

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

詛的。」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加拉太書三章 26-28 節：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 神

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

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都成為一了。 

 加拉太書五章 22-23 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

律法禁止。 

b. 決賽：上述範圍再加上舊約「創世記 37-50 章」。 

4. 將取 2 組隊伍進入決賽。 

5. 比賽作答時間與方式： 

a. 初賽：每人一份考卷，60 分鐘作答，30 分鐘後可以交卷。題型：

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經文默寫（一題）。 

b. 決賽：聚會中按鈴搶答選擇題、背經文（3 人輪答）。 

6. 比賽獎金：冠軍隊伍可獲得獎金 1500 元，亞軍隊伍可獲得獎金 1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