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放日期： 2014 年 11 月 10 日 

香港藝術發展局 

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 
初選報名指引 

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自 2005 年開始舉辦「鮮浪潮短片競賽」，旨在發掘

及培養具潛質的年青電影創作人才，「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下稱「競賽」）

的初選現正公開接受報名。 

宗旨 

 繼承藝發局一直支持電影藝術發展的理念，鼓勵及推動具潛質及有志於電影創作的年

青新一代從事電影創作； 
 為年青電影工作者提供創作及展示作品的平台，並通過培訓提昇他們的作品質素及實

際技能。 

初選 

1. 「公開組」參加初選資格 
1.1. 參加初選的人士（下稱「參加初選者」）須為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

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即在香港智能身份

證出生日期下印有 A（香港居留權）、R（香港入境權）或 U（有權在香港逗留

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有關香港智能身份證上的符號釋義，請瀏覽入境

事務處網頁 www.immd.gov.hk。 
1.2. 其年齡須為 18 至 35 歲，即： 

a. 在遞交初選申請表截止日期（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為 18 歲或以上；

及 
b. 在遞交競賽部份參賽作品的最後日期（201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為 35 歲

或以下。 
1.3. 學歷：不限。 
1.4. 資歷/經驗：曾參與商業或獨立電影/短片製作，其負責的崗位以導演或編劇為佳。 
1.5. 參加初選者如獲選入圍「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必須擔任導演職銜，

並須自行籌組參賽隊伍，其中擔任編劇及攝影者亦須為 18 至 35 歲的香港居民

（見第 1.1 及 1.2 項）。 
1.6. 不可連續以同一主創身份參與「鮮浪潮」。 

曾在「鮮浪潮 2014－本地競賽部份」（包括「公開組」及「學生組」）入圍參

賽隊伍中擔任導演、編劇及攝影者，均不可於「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

擔任同樣崗位（例如：於「鮮浪潮 2014」擔任導演者，在「鮮浪潮 2015」只能

http://www.immd.gov.hk/


擔任編劇或攝影；於「鮮浪潮 2014」擔任編劇者則可報名「鮮浪潮 2015」擔任

導演）。 
1.7. 不可以同一主創身份參與「鮮浪潮」兩次以上。 

曾經兩次於「鮮浪潮－本地競賽部份」/「鮮浪潮短片競賽」（包括「公開組」

及「學生組」）擔任同一主創崗位（即導演、編劇及攝影）者，均不可於「鮮

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擔任同樣崗位（例如：於「第四屆鮮浪潮短片競賽」

及「鮮浪潮 2012」擔任導演者，均不可擔任「鮮浪潮 2015」導演，但可為編劇

或攝影）。 
 
2. 「學生組」參加初選資格 

2.1.   參加初選者須於本學年為全日制學生（須持有效學生證）及須為香港居民並擁

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

即在香港智能身份證出生日期下印有 A（香港居留權）、R（香港入境權）或 U
（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有關香港智能身份證上的符號

釋義，請瀏覽入境事務處網頁 www.immd.gov.hk。 
2.2.   其年齡須為 18 至 35 歲，即： 

a. 在遞交初選申請表截止日期（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為 18 歲或以上；

及 
b. 在遞交競賽部份參賽作品的最後日期（2015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為 35 歲

或以下。 
2.3.   學歷：不限，惟須於本學年期間為全日制學生（見第 2.1 項）。 
2.4.   資歷/經驗：不限。 
2.5.   參加初選者如獲選入圍「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必須擔任導演職銜，

並須自行籌組參賽隊伍，其中擔任編劇及攝影者亦須為 18 至 35 歲於本學年為

全日制學生的香港居民（見第 2.1 及 2.2 項）。 
2.6.   不可連續以同一主創身份參與「鮮浪潮」。 

曾在「鮮浪潮 2014－本地競賽部份」（包括「公開組」及「學生組」）入圍參

賽隊伍中擔任導演、編劇及攝影者，均不可於「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

擔任同樣崗位（例如：於「鮮浪潮 2014」擔任導演者，在「鮮浪潮 2015」只能

擔任編劇或攝影；於「鮮浪潮 2014」擔任編劇則可報名「鮮浪潮 2015」擔任導

演）。 
2.7.   不可以同一主創身份參與「鮮浪潮」兩次以上。 

曾經兩次或以上於「鮮浪潮－本地競賽部份」/「鮮浪潮短片競賽」（包括「公

開組」及「學生組」）擔任同一主創崗位（即導演、編劇及攝影）者，均不可

於「鮮浪潮 2015－本地競賽部份」擔任同樣崗位（例如：於「第四屆鮮浪潮短

片競賽」及「鮮浪潮 2012」擔任導演者，均不可擔任「鮮浪潮 2015」導演，但

可為編劇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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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所需資料 
3.1.   參加初選者可選擇郵寄/親身 或 網上遞交所需資料。 
3.2.   如以郵寄/親身方式遞交： 

a. 公開組 
i. 填妥的報名表及報名表電子版本（將 Microsoft Word 檔存入 Data DVD

光碟內），內容包括： 
- 履歷； 
- 詳細的電影製作經驗； 
- 曾獲本地/海外相關獎項（如有）；及 
- 400 至 1,000 字的預計拍攝計劃內容及處理手法（計劃作品必須為原

創作品） 
ii. 香港智能身分證副本（以核對是否符合參賽資格）； 

iii. 近期之證件相一張；及 
iv. 一齣過往的代表作（一式六份）；參賽初選者必須在影片中擔任相關崗

位，影片內（例如片末字幕）須顯示參加初選者姓名以證明其崗位。 
b. 學生組 

i. 填妥的報名表及報名表電子版本（將 Microsoft Word 檔存入 Data DVD
光碟內），內容包括： 
- 履歷； 
- 詳細的電影製作經驗（如有）； 
- 曾獲本地/海外相關獎項（如有）；及 
- 400 至 1,000 字的預計拍攝計劃內容及處理手法（計劃作品必須為原

創作品） 
ii. 香港智能身分證及學生證副本（以核對是否符合參賽資格）； 

iii. 近期之證件相一張；及 
iv. 一齣過往的代表作（如有，一式六份）；參賽初選者必須在影片中擔任

相關崗位，影片內（例如片末字幕）須顯示參加初選者姓名以證明其崗

位。 
3.3.   如以網上方式遞交： 

a. 公開組 
i. 於 http://www.art-mate.net/?a=doc&id=10551 填妥報名表，內容包括： 

- 履歷； 
- 詳細的電影製作經驗； 
- 曾獲本地/海外相關獎項（如有）； 
- 400 至 1,000 字的預計拍攝計劃內容及處理手法（計劃作品必須為原

創作品）； 
- 香港智能身分證副本（以核對是否符合參賽資格，檔案格式須

為.jpg）； 

http://www.art-mate.net/?a=doc&id=10551


- 近期之證件相副本（檔案格式須為.jpg）；及 
- 一齣過往的代表作的 YouTube「不公開」連結（有關上載方法可參

考附件）; 參賽初選者必須在影片中擔任相關崗位，影片內（例如片

末字幕）須顯示參加初選者姓名以證明其崗位。 
b. 學生組 

i. 於 http://www.art-mate.net/?a=doc&id=10551 填妥報名表，內容包括： 
- 履歷； 
- 詳細的電影製作經驗（如有）； 
- 曾獲本地/海外相關獎項（如有）； 
- 400 至 1,000 字的預計拍攝計劃內容及處理手法（計劃作品必須為原

創作品）； 
- 香港智能身分證及學生證副本（以核對是否符合參賽資格，檔案格

式須為.jpg）； 
- 近期之證件相副本（檔案格式須為.jpg）；及 
- 一齣過往的代表作（如有）的 YouTube「不公開」連結（有關上載

方法可參考附件）; 參賽初選者必須在影片中擔任相關崗位，影片內

（例如片末字幕）須顯示參加初選者姓名以證明其崗位。 

若資料不足，將不獲處理。 

3.4.   所遞交的過往代表作須符合以下各項要求（「學生組」經驗不限，如欲報名

「學生組」，可跳過第 3.4 項）： 
a. 須為劇情長片/短片，全套或選段（以 10 分鐘為限）均可，該影片須為已完

成的完整作品，若提供片長多於 10 分鐘，評審則有可能選擇只觀看其中任

何 10 分鐘片段； 
b. 如在舊作中擔任編劇，可選擇提交文字劇本或以該劇本拍攝而成的作品，文

字劇本長度以預計拍攝成最少 5 分鐘的影片為準； 
c. 舊作須為參加初選者於近 2 年內的作品； 
d. 如舊作為學校功課或畢業作品，必須註明； 
e. 如以郵寄/親身方式遞交，參加初選者須同時遞交 6 片 Video DVD（能於

DVD 光碟機及 Windows-XP 播放的高畫質影音光碟）及 1 份儲存於 Data 
DVD 光碟中的 mp4 電腦影片檔（能於 Windows-XP 開啟）。 
如以網上方式遞交，參加初選者須把短片上載至 YouTube 頻道並設定為

「不公開」，再於網上申請表填上影片連結（有關上載方法可參考附件）。 
3.5.   為參與初選所遞交的過往代表作將不會發還。 

 
4. 個人資料處理 

參加表格填寫的一切個人及其他資料，只供本競賽考慮申請之用，並受到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限。 

http://www.art-mate.net/?a=doc&id=10551


4.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身份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守則」（下稱

「守則」）第 2.3.3 條，藝發局有可能收集參加初選者的身份證號碼或副本，以

正確識辨其身份及參賽資格。 
4.2.   當遞交申請表格，所有參加初選者將被當作為同意藝發局使用於表格上填報的

個人資料。如參加初選者不希望收取任何藝發局或有關團體的任何宣傳資料，

請以書面方式致函藝發局。 
4.3.   根據守則附錄一第 6 原則的規定，參加初選者有權查詢藝發局是否持有其個人

資料，並有權取得該等資料的副本及更改任何不準確的資料。索取或更改資料，

請以書面方式致函藝發局。 
 
5. 評審安排 

5.1.   藝發局將邀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並根據以下評審標準甄選約 40 位申請者（包

括「公開組」及「學生組」），並按評審結果提供港幣七萬元或以下的資助，

以進入本計劃競賽部份成為參賽者： 
a. 參加初選者的相關經驗及個人熱誠； 
b. 預計拍攝計劃內容及處理手法；及 
c. 過往代表作的水準，包括 

i. 拍攝技巧； 
ii. 劇本； 

iii. 導演手法； 
iv. 創新意念； 
v. 參加初選者的創作潛質；及 

vi. 曾獲之獎項。 
5.2.   藝發局在有需要時會邀請參加初選者出席面試，以向評審介紹其申請，評審可

參考面試表現甄選參賽者。 
5.3.   藝發局有最終的決定權選出/不選出進入競選部份入圍參賽者及人數。 

 
6. 截止及公佈結果日期 

6.1.   參加初選者須於 20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 30 分或之前向藝發局（香

港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 14 樓）遞交上述報名資料，逾期或經傳真、

互聯網電郵傳送提交的報名表將不獲處理。 
a. 郵寄表格以郵戳為憑； 
b. 網上遞交以自動紀錄的網上申請表遞交時間為準。 

6.2.   入圍競賽部份的參加初選者（下稱「入圍參賽者」）之結果將於 2015 年 2 月公

佈，藝發局將會個別通知競賽部份的入圍參賽者，而結果亦於藝發局及鮮浪潮

網頁 www.hkadc.org.hk / www.freshwave.hk 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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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藝發局有權隨時改變有關競賽的規則而不事先通知參加初選者，請留意藝發局及鮮浪

潮網頁的更新 www.hkadc.org.hk / www.freshwave.hk。 

競賽資料 

1. 入圍參賽者須於 2015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拍攝一齣 5 至 25 分鐘（以 15 至 20 分鐘為佳）

的劇情短片。參賽作品須為本地原創，不得為畢業作品或校內功課，並須於參賽期間

拍攝。 
2. 入圍參賽者將獲本局提供製作津貼，津貼將分期發放。入圍參賽者須向藝發局提交所

有拍攝開支單據以證明津貼已被妥善運用。如有餘款，必須退還藝發局。 
3. 入圍參賽者必須出席藝發局安排的「鮮浪潮 2015」活動，包括簡介會、記者招待會、

與電影業界具經驗的專業人士的交流指導會、開幕典禮、閉幕暨頒獎典禮及每場放映

後的分享會等，詳情容後公佈。 
4. 如入圍參賽者未能準時向藝發局遞交參賽短片，將會被取消參賽、放映及所有相關活

動的資格，藝發局有權要求入圍參賽者須退還已發放之拍攝津貼。 
5. 入圍參賽者遞交的作品有機會於「鮮浪潮 2015－國際短片展」期間在戲院上映。 
6. 藝發局將邀請由本地/國際專家組成的評審團負責最後評審，入圍的參賽作品將按所

屬組別分別角逐「鮮浪潮」的獎項。 
7. 遞交作品資料指引、評審安排、入圍參賽者的授權及保證、及放映安排之詳情，將容

後向入圍參賽者公佈。 
8. 本參賽指引的規定及釋義均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為依據。 

查詢 

香港藝術發展局 

地址：香港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 14樓 
電話：2820 1097 傳真：2970 3809 
電郵：info@freshwave.hk  
藝發局網頁：www.hkadc.org.hk 鮮浪潮網頁: www.freshwave.hk 
 
【如中英文版本有差異，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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