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攝影大賽 2020-2021
作品徵集要項
徵集部門
1. 相片部門

① 一般類
主題：「Connect（連結）
」
參賽形式：單張相片或組合相片（2－5 張系列相片）
攝影器材不拘
年齡不拘

② Next Generation 類
主題：「Passion（熱情）
」
參賽形式：單張相片或組合相片（2－5 張系列相片）
攝影器材不拘
對象為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時，年齡 25 歲（含）以下者
2. 影片部門

① 一般類
主題：「Connect（連結）
」
參賽形式：長度為 180 秒至 300 秒間的影片（MOV 或 MP4）
攝影器材不拘。
影片內若使用語言，則須附英語字幕
年齡不拘

② Next Generation 類
主題：「Passion（熱情）
」
參賽形式：長度為 180 秒至 300 秒間的影片（MOV 或 MP4）

攝影器材不拘。
影片內若使用語言，則須附英語字幕
對象為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時，年齡 25 歲（含）以下者

獎項與獎品
審查
獎項名稱

部門

特等獎 *1

相片部門

相片部門

影片部門

得獎人數

-

1

-

1

特殊待遇

獎品

獎金50萬圓（日圓）

影片部門

優秀獎

類別

一般類

2

Next Generation類 *3

2

一般類

2

Next Generation類 *3

2

一般類

4

Next Generation類 *3

4

Z 7Ⅱ,
NIKKOR Z 24-70mm f/4 S

Z 6Ⅱ(附RAW影片輸出功能),
NIKKOR Z 24-70mm f/4 S,

鼓勵獎

相片部門

影片部門

一般類

4

Next Generation類 *3

4

NIKKOR Z 35mm f/1.8 S
Z 5,
NIKKOR Z 24-50mm f/4-6.3

●尼康攝影大賽WEB藝廊中展出
●官方Facebook帳號中介紹作品
●官方Instagram帳號中介紹作品

Z 50,
NIKKOR Z DX 16-50mm f/3.5-6.3 VR,

●全年活動分享
●尼康經營設施中展出

NIKKOR Z DX 50-250mm f/4.5-6.3 VR,
影片配件*4

特別獎
獎項名稱

部門

類別

得獎人數

獎品

-

1

Z 5,NIKKOR Z 24-50mm f/4-6.3

-

1

相片部門

尼康員工遴選特別獎 *2

Z 50,

影片部門

NIKKOR Z DX 16-50mm f/3.5-6.3 VR,
NIKKOR Z DX 50-250mm f/4.5-6.3 VR,
影片配件*4

*１

特等獎將自各部門的優秀獎中選出。

*２

尼康員工遴選特別獎將自通過初審的作品中，由尼康集團員工審查選出。

*３

Next Generation 類之得獎者必須提出可證明年齡之公定文件。若無法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將

取消得獎資格。
*４

配件將由本公司指定。

※ 在上述之外，將自報名相片部門的所有作品裡使用尼康器材攝影的作品中，選出 2022 年／2023
年的尼康月曆刊載作品。獲選者將獲贈刊載您自身作品的月曆 50 本。

報名方法
請於報名開始日（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開設的本網站之報名表內，填寫必要事項後報名
參賽。

報名期間
請注意，報名截止日依類別而異。
・相片部門一般類：
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4:00am(UTC) 開始）～2021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
（4:00am(UTC) 截止）
・相片部門 Next Generation 類：
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4:00am(UTC) 開始）〜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4:00am(UTC) 截止）
・影片部門一般類：
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4:00am(UTC) 開始）〜2021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4:00am(UTC) 截止）
・影片部門 Next Generation 類：
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4:00am(UTC) 開始）〜202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4:00am(UTC) 截止）

報名資格
專業、業餘、年齡、性別、國籍不拘，人人均可報名參加。


未滿 18 歲者，請於徵得監護人同意後報名參賽。未滿 18 歲者報名時，將視同已取得監護人
同意後報名參賽。



尼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主辦者」
）或 尼康集團各公司員工不得報名參賽。

作品報名事項
【相片部門】
報名規定


報名參賽的作品僅限未曾在所有視覺媒體（包含廣告、圖庫、SNS 等）發表、公開，並為參賽
者擁有全部著作權之原創作品。



過去曾入選其他比賽的作品，以及正報名參加其他比賽的作品，包含與前述作品類似之作品，均
不得報名參賽。報名參加本大賽後再報名其他比賽之作品，將視同正報名參與其他比賽的作品。



包含組成組合相片的相片數量在內，報名參賽的作品數量以 10 張為上限；若在此範圍內，則可
報名複數作品。



報名參賽作品中相同或類似的作品（以下稱「相同類似作品」*1）
，或包含相同類似作品在內的
作品，不得作為不同作品報名參賽。
註：*1 相同類似作品意指符合下列情形的作品：
① 以同一圖片資料製作之物
② 以同一圖片資料進行修剪，或改變處理與加工方法製作之物
③ 雖非同一圖片資料，但以類似的圖片資料執行上述①②而成之物（例：連續攝影的前後底
片，或攝影時間日期雖然不同，但就結果而言，製作意圖相同之物等等也可能視為類似作
品）



使用以作為參賽作品的著作物、肖像，須為參賽者本人擁有著作權之物，或事前已取得權利人同
意使用之物。



被攝體中若包含人物時，參賽者本人須負責於事前取得被攝體之同意等，以防發生侵害肖像權問
題，此為報名參賽之條件。



關於報名參賽作品，若發生法律上的問題時，須由報名參賽者負責及負擔解決其一切。



報名參賽作品中若包含下列①～⑤之內容時，將可能根據主辦者之判斷取消資格。
① 侵害法律、中傷、毀損名譽之內容
② 被視為犯罪或成為民事責任之原因，以其他方式違反任何法律之行動，或助長該類行動之內
容
③ 任何可能促銷所有產品或服務的營利性內容
④ 製作作品時，可能對任何動物施以危害或予以耍弄之內容
⑤ 包含下列列舉內容在內，侵害所有第三者（不論個人或法人）之著作權、註冊商標、合約上
之權利，或其他任何智慧所有權，或違反任何對象之隱私或知名度的相關權利
－第三者所持有之註冊商標（範例：路上的廣告牌、招牌等之倒影）
－以第三者所有之著作權所保護的素材
－可辨識知名人士或名人之名稱、肖像，或其他特徵
－包含電影的工作人員名單之物

作品規定


使用智慧型手機、數位靜態相機（也包含中畫幅以上的數位相機）等，可攝影靜止圖片的所有機
器拍攝的圖片資料。



使用相機應用程式、編輯應用程式、軟體等處理與加工之作品，亦可報名參賽。



彩色、黑白不拘。



每 1 件圖片資料的檔案容量：



圖片資料檔案形式： 建議為 JPEG/150dpi



審查時的色彩空間以 sRGB 為基準。



包含修圖、圖片編輯等後續處理，至完成最後作品之間的權利為參賽者本人所有。

20MB 以內

註：確定得獎後，可能委請得獎者補充提供解析度更高的圖片資料，以製作與本大賽相關之印刷品
或舉行展覽會等。
【影片部門】
報名規定


報名參賽的作品限為參賽者擁有全部著作權之原創作品。



可報名參賽之作品數量為 1 件。



使用以作為參賽作品的著作物、肖像，須為參賽者本人擁有著作權之物，或事前已取得權利人同
意使用之物。



被攝體中若包含人物時，參賽者本人須負責於事前取得被攝體之同意等，以防發生侵害肖像權問
題，此為報名參賽之條件。



若發生任何有關參賽作品之法律問題時，參賽者應負責並自行負擔解決一切問題。



報名參賽作品中若包含下列①～⑤之內容時，將可能根據主辦者之判斷取消資格。
① 侵害法律、中傷、毀損名譽之內容
② 被視為犯罪或成為民事責任之原因，以其他方式違反任何法律之行動，或助長該類行動之內
容
③ 任何可能促銷所有產品或服務的營利性內容
④ 製作作品時，可能對任何動物施以危害或予以耍弄之內容
⑤ 包含下列列舉內容在內，侵害所有第三者（不論個人或法人）之著作權、註冊商標、合約上
之權利，或其他任何智慧所有權，或違反任何對象之隱私或知名度的相關權利
－第三者所持有之註冊商標（範例：路上的廣告牌、招牌等之倒影）
－以第三者所有之著作權所保護的素材（包含電影之台詞及音樂）
－可辨識知名人士或名人之名稱、肖像，或其他特徵
－包含電影的工作人員名單之物
作品規定



須為影片素材及以靜止圖片材料組成之 180 秒〜300 秒的影片作品。



攝影器材不拘。



360°影片僅限為不依賴 360°影片播放裝置、應用程式，而經編輯之作品。



報名參賽時，影片資料每 1 作品的檔案容量為 600MB 以下，格式僅限為 MOV 或 MP4。



影片內若使用語言時，請務必附上英語字幕以供審查之用。



將於 2K 顯示器環境中實施審查。
註：確定得獎後，可能委請得獎者補充提供解析度更高的影片資料，以從事與本大賽相關的公關
宣傳或展覽會等。

審查流程


報名相片部門及影片部門的參賽作品將於結束受理報名後舉行初審，通過作品將公佈於本網站中
（暫定為 2021 年 5 月）
。之後，將經複審（2021 年 6 月）決定各獎項得獎者。審查結果暫定
將於 2021 年 7 月前公佈於本網站中。



上述內容中的「尼康員工遴選特別獎」，將自通過初審的作品中，由尼康集團員工審查後決定。



尼康月曆刊載作品將於報名受理結束後，另行舉辦有別於上述之審查。不分類別，將自報名相片
部門的所有作品裡使用尼康產品攝影的作品中，由尼康員工審查決定適用於月曆的作品。審查結
果將以聯絡入選者為公佈。

得獎通知


審查結束後，將於 2021 年 7 月中旬前，寄發 E-mail 至得獎者所登記的電子郵件信箱，以行通
知。

註：得獎者必須連上由尼康攝影大賽營運事務局寄發的得獎通知 Email 內刊載網址，並於同意記載內
容後，在指定日期內完成登記。若未取得得獎者同意，可能視同取消資格。針對記載內容的確認等，
若尼康攝影大賽營運事務局研判有必要時，可能以電話等進行連絡。
若自尼康攝影大賽營運事務局寄發得獎通知電子郵件日起 21 天以內未取得聯絡時，無論是否因伺服
器故障等任何理由，都將取消資格，敬請包涵。因此，若電子郵件位址有任何修改，請務必透過本網
站內個人帳號，執行修改電子郵件位址的手續。針對因 E-mail 未寄達而導致的任何損失，主辦單位
及尼康攝影大賽營運事務局將不負任何責任。

注意事項


不發送參賽作品的領取通知。此外，亦不回覆任何有關參賽作品收件確認之洽詢，敬請包涵。



不受理非經網路的報名。



因參賽所發生的所有費用，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參賽時，即視同參賽者同意本徵集要項所記載的各項條件。



針對本徵集要項中未標明事項，主辦者擁有最後的決定權。若無法同意主辦者的決定，參賽者可
撤回報名。因撤回報名所發生之所有費用，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包含撤回報名的情形在內，無論任何理由，均不歸還參賽作品。



若主辦者研判，因網絡故障、電腦病毒影響，以及伺服器的不當連接等等，非為主辦者可支配之
理由，導致損及本大賽順利營運、安全性、審查中之公正性等時，可能延期或中止受理全部或部
分的報名作品，敬請包涵。



於後述展覽會等使用得獎作品時，可能因為印刷等情形，無法精準重現得獎者所意欲之色調與表
現，敬請包涵。



恕不回覆與本大賽審查結果相關的任何洽詢、申訴，以及異議等，敬請包涵。



獎品可能因產品內容因素而不經預告更改。



獎品可能因國際情勢與法規等各項事由而無法送抵。

責任事項


我們將善盡最大努力處理作品，但針對資料傳輸中的事故、損傷，以及遺失等，主辦者不負任何
責任。



主辦者針對因網絡故障、電腦病毒影響，以及不當連接伺服器等非為主辦者支配之情事，和與其
相關導致參賽者蒙受的損害，不負一切責任。



若因參與本大賽，導致參賽者蒙受任何損失時，主辦者將不負一切責任。



有關參賽作品中使用的被攝體與著作物等，請參賽者事先取得被攝體與原著作者等權利人之使用
許可、同意後，再報名參賽。



參賽作品若接獲第三者提出的侵權、損害賠償等申訴、異議時，主辦者不負一切責任，全數由參
賽者逕行應對處理。



主辦者暨協助主辦者營運本大賽之第三者，以及審查員對參賽者之責任，應以上述為準辦理。

參賽者權利


參賽作品相關著作權及與其同等權利，歸參賽者所有。惟主辦者對於參賽作品，具有規定於下列
「主辦者權利」內之權利。

主辦者權利


主辦者針對徵集期間內徵集之作品，擁有於官方 SNS 帳號中標明作者名單後公佈之權利，以從
事本大賽之公關活動，但此非為得獎保證。



主辦者於初審後，擁有於本大賽相關網站與官方 SNS 帳號中標明作者名單後公佈參賽作品之權
利；此時，部分參賽作品可能會經修剪後展示。



主辦者以從事本大賽之公關活動及對攝影文化整體之貢獻活動為目的，永久性擁有同意於尼康集
團各公司及主辦者認定當地代理店（以下包含主辦者，統稱為「主辦者等」
）所管理或主辦之網
站、官方 SNS 帳號、攝影展、相機相關活動、展覽會及其設施等中，不經得獎者同意，並於標
明作者名單後，無償公開、複製、發表、公共傳播、展覽、印刷、分發、改編與上映得獎作品之
非獨占性權利。



主辦者等將於本大賽相關網站、官方 SNS 帳號、展覽會等發表得獎者姓名與得獎作品名稱。參
賽者請一併確認「隱私注意事項」。



無論上述內容，主辦者等於主辦者等所管理之網站、官方 SNS 帳號、攝影展、相機相關活動等
告知用海報、票券或手冊等媒體中，若以使用得獎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之拼貼畫、加入電腦繪圖等
圖片效果之圖片、影片，以及其他難以標記作者名單的型態使用得獎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時，將不
予標記作者名單。



得獎者針對主辦者等對得獎作品之使用，不得行使基於著作者人格權之權利。



主辦者於取得參賽者或得獎者同意時，永久性擁有同意將參賽作品或得獎作品基於非前項記載之
目的，於標明為本大賽參賽作品或得獎作品及作者名單後，無償進行公開、複製、發表、公共傳
播、展覽、印刷、分發、改編與上映之非獨占性權利。



主辦者研判報名違反參賽要項時，則報名無效，且不發出參賽無效通知。



主辦者於得獎後發現參賽者喪失資格時，得取消得獎，並要求退還獎品。



本報名要項根據日本國法律進行解釋。



參賽者與主辦者間若發生糾紛，以東京地方法院作為第一審專屬管轄法院。

修訂履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