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右影藝科技⼤學影視傳播系 
2021 第⼋屆⾦鳶獎競賽規章 

⼀、	 競賽⺫的： 
鳶為基隆市市⿃，尋求⼀⽚能夠⾃在翱翔的天空，就如同影視系的學⼦們，

將所學所想像的，⾃由創作與揮灑於影⽚作品當中，也在每次精彩的作品中檢
視⾃⼰能⼒與持續挑戰成⻑，⾦鳶獎⾃第⼀屆籌辦以來，已產出相當多令⼈驚
豔的作品，期待第⼋屆影視傳播系的新銳影視⼯作學⼦，再次產出屬於各位的
精彩作品。 

⼆、	 競賽說明 
1. 第⼋屆⾦鳶獎報名⽇期：2021年5⽉10⽇ 10:00⾄2021年 5⽉26⽇ 17:00 ⽌。 
2. ⼊圍名單訂於 6⽉9⽇公布，6 ⽉16⽇⾦鳶獎頒獎典禮揭曉得獎名單。 
3. 本屆創作主題(三擇⼀)： 

(1) 「⻘春」: 
⻘春並不是消逝，⽽是隨著時光遷徙。每個⼈都有屬於⾃⼰的⼀段⻘春。

愛情，⾃由，瘋狂，回憶，有時只是隨著時間遺忘，其實它銘記在每個⼈的回
憶洪流裡。希望由「⻘春」這個主題，將影⽚呈現，無論是愛情，⾃由，還是
瘋狂的各種回憶，所有的⼀切，藉由你的故事，將回憶洪流裡的⻘春，再次使
我們重溫。 

(2)「背叛」： 
在感情的世界裡，最不能容忍的無⾮就是「背叛」。友情的背叛，愛情的

背叛，甚⾄於親情的背叛，擁有⼀個絕對忠⾂的⼼，是⼗分難得的。無法⽤⽂
字宣洩出來的感情，由「背叛」這個主題，希望能將⼼中的那份情感，藉著影
⽚呈現。 

(3) 「在地」： 
在地⼆字其實最為親近，也容易被忽略，但卻始終存在於每個個體⾝上，

已無法切割，無論是外地來到基隆⽣活，或是⼟⽣⼟⻑於基隆的孩⼦，都在這
個地⽅⽣活 著，有著⼀段時間性的特殊情感；另⼀層⾯解釋，在地化也漸漸
成為某種趨勢及潮 流，以參賽者對“基隆”，在地⼆字的感受或⽂化………
等等，各種⾓度切⼊都可， 來創作發想完成拍攝作品。 

- 劇情⽚組(不得低於5分鐘，不得⻑於20分鐘)  
- 紀錄⽚組(不得低於5分鐘，不得⻑於25分鐘) 
- MV組(⼀⾸歌的⻑度，不限語⾔) 



三、	 頒發獎項 
最佳製作團隊 

得獎團隊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伍佰元。 

最佳影⽚ 

得獎影⽚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伍佰元。 

最佳導演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男演員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演員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攝影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編劇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美術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燈光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剪輯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造型設計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錄⾳⼯程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最佳混⾳設計/配樂 

得獎者獲頒⾦鳶獎獎座壹座、⾦鳶獎獎狀壹份、獎⾦新台幣倆仟元。 



四、	 報名 
1、 報名資格 
    (1) 影⽚完成時間：於 2020年 06⽉ 06 ⽇以後完成，且未以任何版本報名過本競賽之

影⽚。 
    (2) 影⽚規格：影⽚放映規格須為 H.264 - MP4 / Apple ProRes-mov。 
    (3) 參賽⼈員均須為本校⽣或畢業⽣ (個⼈獎項若⾮本校在學學⽣，則不列⼊考慮獎
項評⽐) 

2、 報名及評選⽇程 
  (1) 報名⽇期：2021年5⽉10⽇ 10:00	 2021年 5⽉26⽇ 17:00 ⽌ 

所需資料（詳⾒第五項）皆須於 5⽉ 26⽇ 17:00 前上傳⾄報名表單， 
5⽉26⽇未寄達或送達者恕不受理。 

  (2) 評選⽇期：5⽉28⽇⾄ 6⽉ 8⽇17:00⽌， 
  (3) ⼊圍名單公佈： 2021年 6 ⽉ 9 ⽇（禮拜三） 
  (4) ⾦鳶獎頒獎典禮暨得獎名單公佈： 2021 年 6 ⽉16⽇（禮拜三） 

3、 報名⽅式 
(1)線上填寫報名表單，將所需檔案⼀併繳交⾄雲端連結中。填寫完表單⽅視為完成報 

名， 5 ⽉ 26⽇前未寄達者恕不受理。 
(2)報名表格內容請以繁體中⽂填寫，⽚名、出品單位、製⽚、導演及所有個⼈獎項欄位 
均須加註正確英⽂名稱。所有填報資料將做為⼊圍公布及頒獎典禮依 據，請依據影⽚ 
前後完整演職員表正確填寫。如有錯漏須由報名單位⾃⾏承擔相關責任。 

(3)報名表及參賽同意書結為填寫完線上表單，視為同意參賽。若有疑義，本會有權要求 
報名者出⽰影⽚所有權證明⽂件或其他相關資料。 

4、 報名注意事項 
(1)曾經報名⾦鳶獎之影⽚，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不同版本重複報名。 
(2)所有獎項之報名，須依影⽚正式發⾏資訊及前後完整演職員表為依據，如有不相符者 
須提出正式說明。本會不受報名影⽚與他公司合約或同意書之限制（如權利分享、共 
同掛名等），若有疑義，本會有權宣告資格不符或拒絕資格相關申請，並擁有最終裁 
決權。 

(3)所有獎項將以送抵本會之影⽚拷⾙為最終評審依據，其規格和品質須符合商業映演戲 
院放映之標準。拷⾙須狀況良好，並同時具備繁體中⽂字幕。 

(4)報名繳交資料請以電⼦檔案繳交， 無須印出，請建⽴雲端連結放⼊表單中 
（請參考下⾴表格） 



以下應繳交物品項⺫為雲端連結內需有資料 

編
號

應繳交物品項⽬ 份
數

備
註

1 報名表格（含參賽同意書） 1 (檔案名稱：_劇名_ 報名表)  
於網路上填寫完成後，視為同意參賽

2 完整影片MP4電⼦檔
（影片須具備繁體中⽂字幕）

2 (檔案名稱：_劇名_ 完整影片)

視訊輸出格式：NTSC、5 
9.94i、1920 x1080 fullHD

H.264 - MP4

Apple ProRes-mov                 

3 影片中⽂簡介 1 (檔案名稱：_劇名_ 中⽂簡介)

中⽂300-350字

4 影片前後完整演職員表

（需有中、英⽂對照）

1 (檔案名稱：_劇名_ 演職員表)

內容須與影片⼀致

5 影片劇照⾄少⼗張 1
(檔案名稱：_劇名_  劇照/獎項名稱
_01(請編號)_)
⾼解析度電⼦檔

（⾼於300dpi）
6 個⼈獎項報名者之⼯作照各三式，演

員類請繳交以該演員為主體之劇照。

1

7 影片片段輯之⾼畫質數位檔案 （包含
30秒宣傳預告及影片片段－Film Clips
內容請依據報名獎項提供相關影片畫

⾯，每段約30秒， 並不得進⾏額外編
輯或剪接效果）

1
(檔案名稱：_劇名_ (獎項名稱) 30
秒預告) 
請依報名獎項提交預告片段

視訊輸出格式：NTSC、5 
9.94i、1920 x1080 fullHD

H.264 - MP4

Apple ProRes-mov

8 完整劇本（非字幕對⽩本） 1 非中⽂著作須加附中譯本

9 海報 1 圖片檔

Phototshop、Illaustrator皆可
（長度420;寬度297）



5. 報名收件連絡處 
崇右影藝科技⼤學影視傳播系-請註明報名「2021第⼋屆⾦鳶獎」 
聯絡⼈：趙欣芠⼩姐 
電 話：097871712 
E-mail : 40737020@cufa.edu.tw 

6、參賽同意事項 
(1)報名者完成報名⼿續後即視為同意本規章所列之各項規定，報名者及影⽚製⽚⽅、出 

品⽅、發⾏⽅或相關單位有義務確保影⽚本⾝之合法性。 
(2)本會保有影⽚是否具備參賽資格的最終決定權，並有權對任何可能有損害本會名譽或 
違反善良⾵俗之影⽚予以拒絕參賽。 

(3)報名者須同時授權同意本會可⾃⾏擷取⽚段，使⽤於該影⽚參賽當年度之頒獎典禮及 
其播映權與相關宣傳活動。報名者有義務於第⼆階段，依本會要求提交影⽚預告及⽚ 
段輯之⾼畫質數位檔案。 

五、	 ⼊圍及得獎 
1、 ⼊圍相關事項 

(1)若⼊圍者因故經本會判定並宣告資格不符，該名額將不予遞補。 
(2)各獎項得經評審會議視參賽作品⽔準定義「從缺」，本會保有之權利。 
(3)若有更正之需求，須在2021年5⽉26⽇前，由報名單位正式⾏⽂本會說明須更正之事 
項及理由，並附上原⼊圍者之簽章；逾期未提出者，本會有權拒絕資格相關申請。 

(4)所有⼊圍影⽚須同意提供影⽚，且同意參加本會於活動期間及⽇後所舉辦之相關活 
動。 

(5)所有⼊圍影⽚須同意提供影⽚⽂字資料、劇照、影⽚⽚段及⼊圍者簡歷（含個⼈照） 
供本會⽂宣、廣告、網站、展覽活動及頒獎典禮上使⽤。 

(6)⼊圍者有義務出席本會於2021年6⽉16⽇舉辦之⾦鳶獎頒獎典禮及⾦鳶觀摩影展 等相 
關活動。 

2、 得獎相關事項 
(1)個⼈獎項之得獎者為⼀名以上時，獎⾦共同擁有，證書各⼀。 
(2)獎⾦須於2021年6⽉16⽇前繳交所有獎⾦領取相關⽂件，完成獎⾦領取，逾期本會將不 
       受理獎⾦發放。 
(3)得獎影⽚（影⽚類及個⼈類等所有獎項）須無償授權並提供完整影⽚乾淨畫⾯無字版之 
       H.264 - MP4 / Apple ProRes-mov影帶予本會留存，做為永久典藏及⾦鳶獎典禮等相 
       關活動做⾮商業之使⽤。若有涉及任何商業利益之使⽤，本會須與影⽚版權所有者得 
       正式授權。 
(4) 影⽚及個⼈獎項資格之認定如有爭議，本會有權宣告資格不符或拒絕資格相關申請，並 
       可保留獎項直⾄爭議解除。 



六、	 評審原則 
1、 評審委員資格（評審委員由本會遴選影視相關專業⼈⼠出任） 

(1)評審委員須親⾃全程參與審⽚⼯作，不得缺席或由他⼈代理職務，否則經報知⾦鳶執 
⾏委員會同意後，即取消其評審資格。 

(2)如評審委員資格不符，或於評審過程違反評審原則，⼀經本會查證屬實，⽴即取消其 
評審資格。 

2、 評審辦法 
(1)初選： 

由評審委員針對所有影⽚類、個⼈類獎項進⾏評選。進⾏投票、不記名⽅式產⽣
⼊圍名單。 

(2)決選： 
由評審委員針對⼊圍名單採不記名投票⽅式產⽣得獎名單，最後於頒獎典禮中公
布。 

七、	 ⾦鳶獎標誌（LOGO）使⽤需知 
1、 ⾦鳶獎標誌僅提供⼊圍及得獎影⽚使⽤於印刷品、網站或其它宣傳媒材， 其它範

圍之使⽤需經本會同意。 
2、 欲使⽤⾦鳶獎標誌，須向本會申請標準規格檔案。 
3、 使⽤本標誌不得進⾏任何裁切或改變原始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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