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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比賽得獎名單


 ifva |  March 20, 2019 |



告示板 key dates
JCCAC

尚餘時間

截止日期



新聞 業內發佈 電影

職位空缺

6日

 04 April 2019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第二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

尚餘時間



舉行頒獎典禮

12 日

 10 April 2019

香港電台





藝壇發佈



by

三角志 /  Mar 01, 2019

by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  Mar 21,

三角志 - 第90期 | Mar 2019

2019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2019
現正接受申請
by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  Mar 21,

2019

職位空缺︰高級場地
主任 場地主任
JCCAC
/

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全力支持的第二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頒獎典禮已於3月16日晚上於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
影院順利舉行。當晚共頒出15個獎項予四個短片競賽組別，各組得獎名單如下：
公開組
金獎：《團團圓》李偉盛
銀獎：《吊吊揈》李駿碩
特別表揚：《下雨天》曾慶宏；《星燦騎士》羅偉良
青少年組
金獎：從缺
銀獎：《最後機會》方可晴
特別表揚：《Dear.》黃猗淇、楊凱童；《開聲 ON》曾在紓；《永恆循環的跑道，跑不到，跑道。》譚梓樂
最踴躍參與學校：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by

新藝潮 /  Mar 28, 2019

2019

新藝潮藝術家徵集

by

香港藝術發展局 /  Mar 28, 2019

by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 /  Mar 04,

香港藝術發展局 誠邀 「年度
概述 2017及2018」計劃書
2019

香港國際紀錄片節2019 現正
接受報名
藝術推廣新聞頻道
22,858 likes

Like Page

Share

Be the first of your friends to like this







動畫組
金獎：《一毛所有》陳冠聰、王子妍、鄭思蘊 (香港)
銀獎：《有毒關係》張小踏 (香港)
特別表揚：《地下鐵通勤》徐國峰 (台灣)；《imai / Fly feat. 79，中村佳穗》橋本麦 (日本)
亞洲新力量組
金獎：《臨時工》許慧如 (台灣)
銀獎：《延邊少年》魏書鈞 (中國)
特別表揚：《海中網》曾威量 (新加坡)
媒體藝術組
金獎：《彼•此》胡鈞荃 (台灣)
銀獎：《Between Happening》卡娜 (香港)
特別表揚：《HeartfeltSPAM》野上勝己 (日本)

藝民博



by

伍卓賢 /  Mar 21, 2019

by

王天仁 /  Mar 20, 2019

by

楊秀卓 /  Feb 16, 2019

by

林嵐 /  Feb 13, 2019

by

伍卓賢 /  Jan 29, 2019

by

王天仁 /  Jan 25, 2019

by

楊秀卓 /  Jan 06, 2019

【創作雜記】 寶寶愛音樂
【仁云亦云】 藝廟春祭
【太陽下的吞吐】盧廣被帶走
(上)
【雕文嵐女】大城市小鄉村的
藝術盛事
【創作雜記】一首歌的命運

小檔案 from the library
卡娜 Carla CHAN Ho Choi


【仁云亦云】人生下半場

藝術家-画作

卡娜（生於1989年）於柏林和香港生活及工作。她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取得文學士學位，作品風格及形態
瀰漫簡約主義，經常遊走於現實與幻象、具象與抽象的模糊邊界。近期作品集中呈現大自然中的曖昧狀態，在自然
的過渡和電腦隨機演算之間築起橋樑，並在形態、呈現手法和內容方面凝聚張力。

【太陽下的吞吐】政治劇場

李駿碩 Jun Lee


劇作家.編劇, 電影導演

今天熱讀

自由身影像、文字工作者。去年（2017）執導的《瀏陽河》（劉玉翠、高翰文主演），獲第十一屆鮮浪潮國際短片
節 「鮮浪潮大奬」及「最佳導演」（公開組），主演劇情長片《看見你便想念你》（麥子樂，張雪芹合演）於
2018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剛完成執導由天下一投資的首部長篇劇情片《翠絲》（姜皓文、惠英紅、余香凝、吳
肇軒主演）。

曾慶宏 Eric Tsang


考驗人性之旅？ ── 風車草劇團《公路死亡事件》

劇場導演

 Mar 12, 2019-52

年生，獨立導演、文化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曾任專欄作家及駐北京記者。著有散文集《亥時
出世》。近年活躍於電影創作，作品曾入圍多個國際電影節。曾獲柏林國際電影節獎特別表揚獎、全球華人青年短
片大賽最佳導演、台灣金甘庶影展最佳攝影等。紀錄片作品見於國家地理雜誌及香港電台。
88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2019 現正接受申請

胡鈞荃 Ashley HU Ching Chuan

 Mar 21, 2019-21



藝術家-錄像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2019 現正接受申請
 Mar 21, 2019-21

許慧如 Hsu Hui-ju


紀錄片創作

許慧如，自由影像工作者，作品以安靜的凝視洞悉人存在於世的荒謬，從極冷的調子裡映照出另一種溫柔。作品曾
獲得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Award of Excellence獎項，並曾入圍國際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eel 競賽片，獲得
國內外影展的肯定。

陳冠聰 CHAN Kwun Chung


動畫家

陳冠聰，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動畫及視覺特效系，作品以圍繞香港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為主題，《一毛所有》為其
畢業作品。

王子妍 WONG Tsz Yin

香港藝術發展局 誠邀 「年度概述 2017及2018」計劃書
 Mar 28, 2019-13

香港藝術發展局 誠邀 「年度概述 2017及2018」計劃書
 Mar 28, 2019-13

JCCAC



動畫家

職位空缺︰高級場地主任 / 場地主任

 Mar 21, 2019-11

王子妍，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動畫及視覺特效系，作品以圍繞香港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為主題，《一毛所有》為其
畢業作品。

2019

新藝潮藝術家徵集

 Mar 28, 2019-10

鄭思蘊 CHANG See Wan


動畫家

鄭思蘊，畢業於香港公開大學動畫及視覺特效系，作品以圍繞香港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為主題，《一毛所有》為其
畢業作品。
2019

新藝潮藝術家徵集

 Mar 28, 2019-10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教育機構

創意書院是一間藝術、媒體及設計高中，以藝術、媒體及設計研習為經，以人文學科為緯，為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
和藝術發展培育年青一代的專業工作者和研究人才。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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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ifva Everywhere – 48小時短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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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2019 現正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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