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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得獎名單公佈  

擺你上「頒獎」台   各路高手台上發光發熱 

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第十九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頒獎典禮

已於 3 月 22 日晚上假香港藝術中心 agnès b. 電影院順利舉行。第十九屆 ifva 參賽者眾多，總

共收到 1,133 份參賽作品，戰況激烈。經評審多番討論，終於選出得獎者，並於頒獎禮當晚公佈

及頒發公開組、青少年組、互動媒體組、動畫組及亞洲新力量組五個組別，共 20 個獎項。當晚

出席的評審嘉賓包括：台灣新銳導演陳駿霖、馬來西亞導演陳翠梅 、香港著名舞台劇作家莊梅岩、

本地作家王貽興等，以及各贊助單位的代表。今屆比賽獎品豐富，除了獎金、獎座、海外影展觀

摩行程外，今年更獲得由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攝影器材及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慶功宴等獎

品。於 ifva 而言，比起物質上的獎勵，獎品背後的意義其實更深遠。一部作品的完成，背後包含

著台前幕後的心血和努力，一頓慶功宴是對大家的慰勞，也鼓勵了工作人員的團隊精神；而攝影

器材更實際地支持得獎者繼續創作。 

ifva 自成立以來，一直充當著創作人的搖籃，強調比賽的結束並不是創作的終結，致力將不同機

會帶給創作人。今年 ifva 以「擺你上台」為理念，聯合不同機構，繼續為有理想、有潛質的創作

人提供機會，正如 ifva 總監鄺珮詩所言：「ifva 的參賽者，每位都呈現獨立自主的視野，裡面蘊

藏澎湃的創作力，是他們的靈魂成就了 ifva。我們希望能通過 ifva 的平台，令更多人認識到這些

充滿潛力的小宇宙，讓他們繼續創作，走得更遠。」讓他們在這條創作之路繼續走下去，甚或有

機會在舞台上發光發熱，名符其實的將創作人「擺上台」，這正正就是 ifva 的宗旨。 

公開組—《美好生活》追夢同生 

公開組每年的競爭都相當激烈，經過評審的多番商討，今年由陳浩倫的《美好生活》奪金。導演

將香港人平時看在眼裡，卻不太留意的外傭故事搬上大銀幕，評審單慧珠評影片剛開場已「拍出

了生活艱辛的一面」。電影透過印尼少女 Yayang 隻身來港打工，渴望有天可回鄉安居卻落空的

故事，帶出其實香港人也好，印尼人也好，在追夢的過程中同樣經歷著大時代的洗禮，同樣努力

求存，寄寓大家應協力同生。金獎得主會得到獎金港幣五萬元、全數資助 6 日 5 夜海外影展觀摩

行程之機票及酒店住宿、由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攝影器材一套、由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慶功

宴一頓及獎座一個。 

青少年組—《I am not a Superhero》誰是英雄？誰是壞人？ 

金獎得主譚仲明介紹作品時曾說過：「我們沒用甚麼錢拍成此片，卻花了十天時間找到對電影有

熱誠的人參與其中。」這證明了要拍一套好的獨立電影，金錢不是先決，熱誠才是。回到影片，

導演以專業的拍攝技巧、剪接、武打設計、電腦繪圖和音效等，拍了一個少年「超級英雄」在香

港社會生存的故事。評審之一周博賢稱讚故事有趣、帶玩味之餘，亦帶出了甚麼是「壞人」、他

們為何變成「壞人」和各種社會結構性問題，令人深思。金獎得主譚仲明可得到獎金港幣兩萬元

和獎座一個。 

今屆 ifva「青少年組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則由香港藝術中心藝術節目委員會成員鄭成然先生及

總幹事林淑儀女士頒獎予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及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互動媒體組—《The Mechanics of Shadows, Selva Days》作品自身的互動 

互動媒體組金獎由《The Mechanics of Shadows, Selva Days》奪得，這個模擬了人工生態系統

的作品，有三個自動化及播放著巴西熱帶雨林聲音的唱盤，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物種；機器同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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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著陰影，會隨著聲音而改變。創作者 Cedric Maridet 希望透過這個作品，讓觀賞者的視覺和

聽覺都處於有形和無形之間。作品特別之處，正如評審 Jane Prophet 點評：「藝術品的互動關

係建立在作品實體內，而不在作品與訪客之間。」金獎得主可得到由 Pure Art Foundation 贊助

的獎金港幣五萬元、海外藝術節觀摩行程一次及獎座一個。所有入圍作品現會於香港藝術中心五

樓包氏畫廊展出至 3 月 30 日。 

動畫組—《逆石譚》頑石點頭不點頭 

動畫組的金獎作品《逆石譚》，描述了愈想按捺卻愈是想放縱的矛盾心情；表面上被信仰規條琢

磨得無瑕的石頭，卻漸漸展露出其頑逆的本性。由吳啓忠及吳子晴共同創作，作品被評審之一陳

偉文評為表現成熟的動畫：「內容值得令人思考，不論在剪接、電影語言、畫功，都富觀賞價值

和想像空間，可知作者付出不少時間和心機注入作品中。」金獎得主可得到獎金港幣五萬元、海

外影展觀摩行程一次及獎座一個。 

亞洲新力量組—《酥油燈》對照遊牧與城市 

金獎作品《酥油燈》的靈感始自導演胡偉偶然發現Michael Nash的照片《華沙1946》。他希望

用這效果展現人們在不同背景拍照的情況。這種攝影在中國仍然流行。電影講述一位行走江湖的

攝影師，使用不同具異國情調的背景拍攝不同的西藏遊牧民族家庭。評審陳志華認為作品：「簡

單卻豐富，能夠把鏡頭瞄準全球化及官方文化霸權之下的西藏，簡潔並尖銳表達出傳統藏族文化

正被邊緣化的處境。」金獎得主可得到由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港幣三萬元及獎座一個。 

 

得獎作品共賞 

「公開組」、「青少年組」、「動畫組」及「亞洲新力量組」的得獎作品將於 3 月 29 日下午

二時及五時於香港藝術中心 agnès b.電影院放映。「互動媒體組」作品展期由今日至 3 月 30 日

於香港藝術中心五樓包氏畫廊展出。「第二十屆 ifva 比賽」將於 2014 年 6 月開始接受網上

報名。 

有關「得獎作品放映節目」及展覽詳情，請瀏覽 ifva 網站。 

詳情：www.ifva.com  

查詢：ifva@hkac.org.hk、2824 5329  

網頁：www.ifva.com/festival 

關於ifva 

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ifva (incubator for film and visual media in asia)是一個旨在推廣香港及亞洲獨立影

像媒體創作人的搖籃及推手。 始於1995年，ifva前名為「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以比賽為平台，歷年

來造就了不少本地及國際上舉足輕重的電影及媒體創作人，涉獵的範疇包括短片、錄像、動畫及互動媒體。

本著突破框框的信念和強調獨立精神，ifva一直蛻變演進，推動各種影像的文化及探索創意媒體的無限可能，

除一年一度的比賽和ifva節，更著力舉辦「創意策動」及「全民參與」兩大範疇下的各種計劃，旨在承傳獨立

精神，連結創意社群。ifva亦是每年香港影視娛樂博覽的核心項目。 

 

傳媒查詢：  

何卓敏 Annie Ho (市務及拓展總監)  電話： 2824 5306 / 9481 8706  電郵：aho@hkac.org.hk  

吳詠芯 Chesna Ng (節目部)  電話： 2582 0288  電郵：cng@hkac.org.hk  

 

http://www.ifva.com/
mailto:ifva@hkac.org.hk
http://www.ifva.com/festival


Appendix: 第十九屆ifva比賽得獎名單 
 
公開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美好生活 陳浩倫  港幣五萬元 

 海外影展觀摩行程一次 

 由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攝影器材一套 

 由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慶功宴一頓 

 獎座一個 

銀獎 牽牛花 黃勺嫚、羅韻貽、 

羅凱麒、梁穎思、 

鄧家熙 

 港幣三萬元 

 由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慶功宴一頓 

 由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攝影器材一套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圓隅之嚀 林健雄  獎狀一張 

Invisible Rock 陳敬元 

 

青少年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I am not a 

Superhero 

譚仲明  港幣二萬元 

 獎座一個 

銀獎 耀道警訊 黃峻邦  港幣一萬元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綁架 莫翠珊、葉子澄、 

姜天朗、李雪瑩、 

葉婉婷、黃家俊 

 獎狀一張 

 

互動媒體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The Mechanics of 

Shadows, Selva 

Days 

Cedric Maridet  由 Pure Art Foundation 贊助港幣五萬元及 

海外影展觀摩行程一次 

 獎座一個 

銀獎 融和，衍生與城市 馮穎琳、倪寶瑤、 

郭韻渟、蔡嘉雯 

 由 Pure Art Foundation 贊助港幣三萬元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Iris 卓思穎、黃智銓  獎狀一張 

 

動畫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逆石譚 吳啓忠、吳子睛  港幣五萬元 

 海外影展觀摩行程一次 

 獎座一個 

銀獎 香港站 黃偉浩、識家希  港幣三萬元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YETI 管國成  獎狀一張 

黑暗中的光景 何海藍 

 

 

 



亞洲新力量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酥油燈 胡偉  

(中國) 

 由帝盛酒店集團贊助港幣三萬元 

 獎座一個 

銀獎 Dreams in the 

Depths 

Armin Isarian 

(伊朗) 

 港幣二萬元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金剛經 畢贛 

(中國) 

 獎狀一張 

查房 朱日坤 

(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