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藝術中心】 

 

第二十三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頒獎典禮 

比賽得獎名單公佈 

土炮煉出創意 獨立精神放眼大世界 

  

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全力支持的第二十三屆 ifva 獨立短片

及影像媒體比賽頒獎典禮已於 3 月 17 日晚上於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順利舉

行。當晚共頒出 17 個獎項予四個短片競賽組別，出席嘉賓陣容鼎盛，包括：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電影節目辦事處總監何美寶 、台灣金像導演林書宇、《十年》

監製蔡廉明、導演黃修平、獨立音樂創作人兼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委員周博

賢、獨立樂隊 RubberBand 主音 6 號、香港藝術中心監督團成員唐維鐘先生以

及各贊助單位的代表。今年比賽收到來自本地及亞洲共 1216 份報名，各組完整

得獎名單及獎金獎品詳見附件。 
  

以下公佈各組別金獎作品： 
 

公開組 —《螻蟻》 

今年公開組作品一如以往，觸及城市人的各個面貌。經過評審團熱烈討論，最

後由任俠的黑色寓言《螻蟻》獲得金獎。作品刻劃出一個名字被編號取代的近

未來，評審黃淑嫻認為：「電影極為風格化，強烈的黑白攝影，有完整的視覺

美感，也是香港困局的比喻。」 
  

青少年組 —《媽媽》 

金獎由吳天慧的《媽媽》奪得，作品透過一個女生、一名母親和一位老婦三人

之間的語音留言及打錯的電話，描繪遠距離而支離破碎的親情。評審曾翠珊評

論：「影片以紀實的手法拍出生命的無奈，淡淡地呈現長者的孤獨與哀愁。劇

本流暢，攝影與導演技巧成熟。」 
   

動畫組 —《暗房夜空》 

動畫組的金獎作品是黃梓瑩 、石家俊及黃俊朗的《暗房夜空》，作品紀錄一位

香港年輕同志一直爭取自己與身邊人的權益，但家人的隔閡、社會停滯不前，

使他陷入困惑與反思。評審 Tamas Waliczky 讚揚作品：「作品構圖及色調出

色、訊息重要及具爭議性，音樂剪接專業，旁白文筆秀麗。」 
  

亞洲新力量組 —《Tshweesh》 

亞洲新力量組由黎巴嫰作品《Tshweesh》勇奪金獎，導演 Feyrouz Serhal 描寫

在貝魯特播放的世界盃揭幕戰，受到疑似不明聲波干擾，而引發出更大型的社

會事件。評審崔允信認為：「（戲中）異常冷靜的處理令戰爭顯得更可怕，沒

有故事線也沒有主角，但一個偶然出現、受傷都繼續如常生活的女子足以叫人

不能釋懷。」 
  

媒體藝術組 — 《勤力電路#1.3》 



媒體藝術組獎項結果已於 3 月 6 日「CINEMA 2.0 ：幽鏡」媒體藝術展開幕典禮

中率先揭曉。香港藝術家王鎮海的《勤力電路#1.3 》獲得金獎，作品實現了一

個單調、重複的電路系統，以大量繼電器連接，順序延長成極長的電線，只不

過就是為了通電。評審葉旭耀如此形容：「一個帶點瘋狂、執着、直率、荒

謬、奇想、憤世嫉俗、徒勞無功卻又叫人會心微笑和發人深省的媒體實驗。作

品也許不是其終點，過程和作品的崩壞才是樂趣的泉源。」 
  

今屆比賽得獎者收穫豐富，全賴有心人一直以來為創作人提供的支持，當中包

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Pure Art Foundation 及香港歌德學院分別贊助的獎金、海

外影展觀摩行程及獎座。 
  

除了頒獎典禮及過去兩星期舉行過的多場比賽作品放映、「香港短片新里程」

佳作巡禮及「別輕影停下創作：林書宇導演放映會及講座」等精彩節目，接下

來繼續有 CINEMA 2.0：幽鏡」媒體藝術展暨第二十三屆 ifva 比賽媒體藝術組入

圍作品展，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展出，展期直至 3 月 20 日。誠如 ifva 總

監范可琪所言，ifva 團隊處理每個作品都必需講「心」才對得起每個參賽者，

用「心」做事才能讓事情昇華。第二十四屆 ifva 比賽亦即將接受報名，敬請留

意日後公佈。 
  
網站：www.ifva.com 

電郵：ifva@hkac.org.hk 

電話：2824 5329 
 

 
 

關於 ifva 

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if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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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及媒體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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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詠雅 Sandy Au (市務及拓展主任)  電話：2824 0282 電郵：sau@hkac.org.hk 

司徒頒欣 Samantha Szeto (節目部) (ifva) 電話：2582 0294 電郵：sszeto@hkac.org.hk 

張丹妮 Diana Cheung (節目部) (ifva) 電話：2582 0280  電郵：tncheung@hk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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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第二十三屆 ifva比賽得獎名單 

公開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螻蟻》 任俠 - 港幣50,000元 

- 獎座一個  

銀獎 《積雲》 黃勺嫚 - 港幣30,000元 

-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叫我陳太》 陳巧真、徐智彥 - 獎狀一張 

《當代社會生存計劃》 黃塏然、孫瑞鴻、

黃頌恩、王嘉雯、

陳海如 
 

- 獎狀一張 

 

青少年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媽媽》 吳天慧 -  港幣20,000元 

銀獎 《考試・社會》 姚景曦 - 港幣10,000元 

-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福建話》 柯琳琳 - 獎狀一張  

《分數定我命？》 曾建煌 - 獎狀一張 

《都市忙情》 林卓謙 - 獎狀一張 

 

動畫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暗房夜空》 黃梓瑩、石家

俊、黃俊朗 

 

- 港幣50,000元 

- 獎座一個  

銀獎 《博默館》 李柏誼 - 港幣30,000元 

-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關於他的故事》 楊詠亘 - 獎狀一張 

傑出作品獎 《過雲雨》 楊起超 - 獎座一個 

 
 
 
 
 
 
 
 
 

媒體藝術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勤力電路#1.3 王鎮海 - 港幣 50,000 元 

- 獎座一個 



銀獎 分和（或）合 山田哲平 - 港幣 30,000 元 

-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傾覆 黃智銓 - 獎狀一張 

傑出作品獎 維多利亞之東 羅玉梅 - 海外藝術節觀摩行程一次 

- 獎座一個 

 

亞洲新力量組 

獎項 作品 得獎者 獎品 

金獎 《Tshweesh》 

 

Feyrouz Serhal 

(黎巴嫩） 
- 港幣30,000元 

- 獎座一個  

銀獎 《One More 

Experiment》 

 

Sergey Vlasov 

（俄羅斯 ） 
- 港幣20,000元 

- 獎座一個  

特別表揚 《Death of the Sound 

Man》 

Sorayos 
Prapapan  

(泰國) 

- 獎狀一張  

特別表揚 《Gray Umbrella》 Mohammad 
Poustindouz 

（伊朗） 

- 獎狀一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