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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澳門文化遺產短片創作比賽 - 遺城「味」力 

章程 

1. 簡介 
澳門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正式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評定為“創

意城市美食之都”，繼本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再增添一張亮麗的國際名片。 
澳門歷史城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區見證了澳門四百多年來中華文化與西

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其中，傳統美食更是這個世遺城市的重要構

成部分。各式各樣的傳統美食、街頭小吃、烹飪技藝等，充分展現出澳門中西交

融背景下「多樣化中的和諧」的飲食文化。 
因此，為配合“2018 澳門美食年”的啟動，進一步向世界展現“美食之都”

的魅力，澳門文遺研創協會首次與新加坡電影協會(Singapore Film Society)合作，

舉辦澳門文化遺產短片創作比賽，主題為“遺城「味」力”。參賽作品以本澳的

傳統美食為題，讓本澳市民發揮執導、演戲及創意才能，藉著美食和文化創意的

結合讓澳門中西交融的獨特文化內涵得以承傳。 
是次比賽的得獎短片將會於新加坡電影協會舉辦的新加坡文化遺產短片比

賽（Singapore Heritage Short Film Competition）巡映中於新加坡各地公開放映，

公開組冠軍隊伍更有機會獲資助前往新加坡進行分享及交流。 

2. 主辦單位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 
 

3. 合作單位 
新加坡電影協會(Singapore Film Society)  
 

4.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5. 對象 

澳門市民。 

6. 組別 

（一）學生組：就讀大專及中學的本澳學生(必須全部組員均為學生)； 
（二）公開組：所有澳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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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題 

遺城「味」力-以本澳的傳統美食或烹飪技巧為題，如葡撻、葡國雞、杏仁

餅、大排檔、冷糕、雞蛋仔、椰子雪糕、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等 

8. 參加形式 

（一）參賽者可以個人或小組名義參賽（如以小組形式參加不可多於 5 人，

至少一半是澳門居民）； 

（二）每名參賽者不限參加次數，亦可以個人或組合成不同小組參與。同一

參賽隊伍的不同作品不可重複獲三甲獎項。 

9. 收件日期 

5 月 16 日至 8 月 30 日(下午 6 時) 

10. 徵件要求 

（一）公開組：片長為 3 至 10 分鐘（包括片頭及片尾）。； 
學生組：片長為 2 至 5 分鐘（包括片頭及片尾）； 

（二）內容以澳門美食文化為主題，包括本澳的傳統美食、龍鬚糖、街頭小

吃、烹飪技巧等相關內容，設計及拍攝有關該主題的故事； 
（三）短片以 wmv、avi、mpeg、mov 或 mp4 格式，像素為 1920 X 1080 (較

佳)或 1280 X 720 (需可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上播放)；  
（四）不限任何形式表達，如：攝影、動畫、電腦影像、錄像、紀錄片等 
（五）影片必須包含中文或英文字幕； 
（六）參賽者須為作品題名； 
（七）可另外向本會提交拍攝花絮(影片或照片)作網上宣傳之用。 

11. 提交方式： 

（一）所有參賽作品及拍攝花絮需於 2018 年 8 月 30 日下午 6 時或之前，連

同填妥之報名表(可於: www.heritage.mo 下載)按以下方式提交： 
 提交 DVD ：親身遞交或郵寄至 M 軸空間（地址：炮兵街 20-B 號

地下），報名日期以郵戳為準；作品光碟在遞交時需用袋裝好，

並連同各參賽者身份證副本及填寫妥當之報名表遞交。參賽者另

需在袋的外面清楚寫上作品名稱 
 電郵方式：將影片上傳至 google drive , youtube、Vimeo 等網路空

間，並設置觀看權限，並將連結網址及填寫妥當之報名表電郵至

info@heritage.mo，電郵請註明「澳門文化遺產短片創作比賽-“遺

城「味」力”題目:XXXXX」； 

http://www.heritage.mo/


 

 3 

（二）本會將於收到作品的 24 小時內確認回郵； 
（三）逾期遞交和不符合比賽規定的作品將不獲參賽資格； 
（四）不需繳納報名費。 

12. 評審 

主辦單位、合作單位代表及相關範疇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13. 評審方式 
（一）以主題貼切程度、觀點創意度、資料內容、品質以及拍攝技巧作為

評分準則。 
（二）冠、亞、季軍：評審佔 100%。 
（三）最具人氣獎：所有合規格之參賽作品將於 9 月 4 日上載於本會

Facebook 專頁讓公眾投選。於 9 月 4 日至 30 日 23:59 分期間獲得最

多“讚好”（like）數量之作品將獲得最具人氣獎。 

14. 獎項 
（一）學生組獎項如下︰ 

1. 冠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5,000.00圓正； 
2. 亞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3,000.00圓正； 
3. 季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2,000.00圓正； 

（二） 公開組獎項如下︰ 
1. 冠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7,000.00圓正、2名隊員獲資助前往新

加坡參與文化遺產短片比賽（Singapore Heritage Short Film 
Competition）巡映會進行分享及交流； 

2. 亞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5,000.00圓正； 
3. 季軍乙名：獎狀及獎金澳門幣3,000.00圓正； 

（三） 最具人氣獎乙名(於本會 facebook 專頁上獲得最多"Like"之影片)： 
獎狀及獎金澳門幣 1000.00 圓正； 

（四） 所有得獎作品將會於新加坡文化遺產短片比賽（Singapore Heritage 
Short Film Competition）巡映期間於新加坡公開放映。 

15. 結果公佈 
10 月上旬於本會網頁公佈結果，並將另函通知得獎者。 

16. 頒獎禮暨放映會 
暫定於 10 月中下旬進行，本會將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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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開組冠軍隊員前往新加坡交流 
暫定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本會將作另行通知。 

18. 備註 
（一） 主辦單位對包括本章程在內的本次徵選活動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終解釋

權。任何與本比賽有關的未盡事宜，均由主辦單位進一步制定相關規定

或進行解釋；報名參選者，視同認同本章程一切規定，本章程如有未盡

事宜或任何更新，得於活動網站公告更新，不另行通知。 

（二） 參與本比賽策劃和評選工作的工作人員不可參與比賽； 

（三） 參賽者所遞交之個人資料，只用作內部記錄及是次比賽相關用途； 

（四） 所有比賽結果及得獎名次，評審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五） 主辦單位對其所收到的所有作品一概不予退還，應自留底稿及備份，並

無償授權主辦及贊助單位於相關活動巡迴放映使用； 

（六） 因郵寄延誤、郵寄丟失或損壞、誤寄、郵資不足、失竊或其他非主辦單

位的原因造成應徵作品遺失或損壞的，不承擔任何責任； 

（七） 作品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不法情事者經

查證屬實者，除取消其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品外，法律責任由該創

作者自行負責。得獎缺額之遞補與否由大會評審團與本會共同協議之； 

（八） 若不符合規定者，將不予處理。所有稿件恕不退還； 

（九） 參賽作品必須屬原創且未曾以任何形式發表，投稿作品的著作權受澳門

特別行政區法律保護。獎金包含著作權讓與費，主辦及贊助單位擁有著

作權，並有權無償使用相關創作以應用於事件行銷與相關媒體宣傳或平

面出版，但作品之著作人格權仍屬創作者個人所有；  

（十） 主辦及贊助單位擁有對於所有參賽作品及重製成光碟、書刊或其他形式

宣傳物之永久使用權。 

19. 聯絡及查詢方法 
（一） 電話：6528 8622 (聯絡人:林先生)； 
（二） 電郵：info@heritage.mo 

mailto:info@heritag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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