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IAGRAPH Reallusion Award 2015 

2D ．3D 學生動畫比賽 

 

 比賽規則與規範  

 

 

活動網頁: http://www.reallusion.com/tw/event/15-Asiagraph/ 

  

 

http://www.reallusion.com/tw/event/15-Asiagraph/


 
 

比賽說明  

ASIAGRAPH Reallusion Award 是 ASIAGRAPH 每年重要國際性活動之一，更已是

亞洲區藝術大展「ASIAGRAPH」作品募集的重要徵件活動。iClone 3D 動畫大賽在台

灣已經連續成功舉辦五年，為鼓勵動畫產業發展並提供學生一個國際舞台，2011 年加

入 CrazyTalk Animator 2D 動畫組，2012 年更將比賽區域拓展至亞洲，讓國際間的

動畫好手一同共襄盛舉，並正式重新命名為 ASIAGRAPH Reallusion Award。 

 

2013 年起，我們首次突破時間與場地的限制，將來自台灣、日本以及韓國等國家優秀

的入圍者，匯聚於台灣進行 48 小時限時決賽，獲得學校老師與學生的熱烈迴響，今年

甲尚科技與元智大學攜手合作，並擴大舉辦，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一同爭奪高

達 200 萬新台幣的獎品與獎金！  

 

參賽資格  

您在報名登記時符合以下要求，均有資格參與競賽：  

• 具備學生身分(不限年齡)。若您不滿 18 歲或不滿當地法定成人年齡，請您在報名

前先獲得父母或法律監護人的准許。 

• 具有參賽資格的學生可以隊為單位繳交單件參賽作品，參賽隊伍最多三人為限。

各隊（或個別參賽者）需列上學校指導老師。 

• 各隊伍在初賽報名截止日期之後，便不能做任何成員或指導人員上的更改。 

• 如果您曾於前幾屆決賽贏得任何項目，您仍具有參賽資格，但繳交的任何參賽作

品，均需要大幅度的創新、獨特並有別於過去繳交過的作品。 

  

參賽作品標準  

• 參賽作品必須是第一次在公開競賽或展示中發表 

• 投稿作品不限數量  

• 影片長度：1 分鐘以上；5 分鐘以下 

• 影片主題：不限   

 

【CrazyTalk Animator 2D 組使用軟體規範】  

• Reallusion Crazy Talk Animator 為唯一使用的動畫工具。參賽者歡迎向協辦單位

索取免費限時授權的 Crazy Talk Animator 動畫軟體與 New Essential Content 

Library 內容補充包。Crazy Talk Animator 詳細規格與介紹請參考：

http://www.reallusion.com/tw/education/cta.aspx 

http://www.reallusion.com/tw/education/cta.aspx


 
 

• 參賽者需自行準備音效素材，以及影片剪輯軟體，所有音效素材及軟體之使用需

取得使用授權。我們保有以自身的標準裁判作品是否達到以上規定，來取消資格

或拒絕任何參賽作品的權利。評審的決定為最終定案，並對所有競賽相關事宜具

有約束力。  

 

• 指導人員或同等角色者，都應僅限於一般指導，不得為參賽隊伍之參賽作品提供

任何具原著性疑慮、或足以宣告所有權等任何形式的幫助。任何替團隊或個人完

成作品的行為皆不被允許。  

 

• 在您提交本次競賽作品時，您須以您最佳的認知做判斷和確認：  

o  您的作品符合前述所有適用的特定競賽規則；  

o  整份作品是您/您隊伍的原著作品；  

o  您/您的隊伍提交的作品已獲有所有任何必需的同意、認可或執照  

  

【iClone 3D 組使用軟體規範】  

• Reallusion iClone 5 或 iClone 6 為唯一使用的動畫工具。參賽者歡迎向協辦單

位索取免費限時授權的 iClone 動畫軟體與 New Essential Content Library 內

容補充包。iClone 詳細規格與介紹請參考：

http://www.reallusion.com/tw/education/ic.aspx 

 

• 3D 組比賽開放 Google 3D Warehouse 圖素下載。參賽者需自行準備音效素材，

以及影片剪輯軟體，所有音效素材及軟體之使用需取得使用授權。我們保有以自

身的標準裁判作品是否達到以上規定，來取消資格或拒絕任何參賽作品的權利。

評審的決定為最終定案，並對所有競賽相關事宜具有約束力。  

 

• 指導人員或同等角色者，都應僅限於一般指導，不得為參賽隊伍之參賽作品提供

任何具原著性疑慮、或足以宣告所有權等任何形式的幫助。任何替團隊或個人完

成作品的行為皆不被允許。 

  

• 在您提交本次競賽作品時，您須以您最佳的認知做判斷和確認：                                                                                                                                                                                                                                                                                     

o  您的作品符合前述所有適用的特定競賽規則；  

o  整份作品是您/您隊伍的原著作品；  

o  您/您的隊伍提交的作品已獲有所有任何必需的同意、認可或執照  

http://www.reallusion.com/tw/education/ic.aspx


 
 

比賽時程與說明  

 

 大專組【CrazyTalk Animator 2D】 

高中職組 【CrazyTalk Animator 2D】【iClone 2D】 

 

參賽者於活動官方網站線上報名參加，由委任之學界、業界評審遴選優勝作品。得獎

作品將另行通知，並於 8 月 27 日舉辦頒獎典禮。  

 

日期 活動內容 說明 

2015 年 03 月 10 日 比賽投稿開始 線上投稿： 

http://www.reallusion.com/tw/ev 

ent/15-Asiagraph/ 

 

2015 年 07 月 31 日 比賽投稿結束  

2015 年 08 月 15 日 得獎者通知 通知頒獎時間與地點 

2015 年 08 月 27 日 頒獎典禮 元智大學 

 

 大專組【iClone 3D】比賽時程與參賽辦法 

 

日期 活動內容 說明 

2015 年 03 月 10 日 資格賽投稿開始 
線上投稿：

http://www.reallusion.com/tw/ev 

ent/15-Asiagraph/ 

 

2015 年 06 月 10 日 資格賽投稿截止  

2015 年 07 月 10 日 公佈決賽入圍團隊  

2015 年 08 月 25 

日 – 27 日 

48 小時 live 總決賽 元智大學 (8 月 24 日報到) 

                                                                                                                                                                                                                                                      

* 如因不可預期之因素，如需調整地點與行程，主辦單位保有調整之權利。  

 

(1.) 資格賽： 

參賽者於 2015 年 06 月 10 日前於活動官方網站線上報名參加，將由 ASIAGRAPH



 
 

指定委任的專家評審選出前 20 強作品，除了頒發國際級的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更獲得進入 48 小時 Live 決賽的資格。*專家評審得依作品表現，調整入圍作品數。 

 

(2.)  48 小時 Live 決賽： 

決賽入圍團隊將匯集於台灣，參加 48 小時 live 總決賽，當日並由 ASIAGRAPH 指

定委任的專家評審選出得獎作品與優秀佳作。  

 

若您的隊伍受邀參加 48 小時 live 決賽，我們將提供參賽成員（不包含指導人員）部

分旅費。而您的隊伍必須至少有一位成員來參與總決賽。 

  

活動比賽進行方式採 48 小時不間斷，比賽全程將使用 Reallusion 提供限時授權的 

iClone 6 動畫軟體與內容補充包，並開放現場 Google 3D Warehouse 圖素下載。其

他相關硬體設備、音效檔案及影片剪輯軟體由參賽者自行準備。比賽題目將於現場即

時公佈。 

 

對於比賽相關的任何通知將遵守以下規定：  

• 如果您的隊伍被選出晉級 48 小時 live 總決賽，我們會在特定競賽規定的時間內，

發送訊息至您的電子信箱。  

• 如果我們要求您回覆同意參加下一輪競賽的邀請函因故被退還、無法寄送、或無

法與您取得連繫，我們會取消您的資格並發送邀請函給取得次高分的參賽隊伍/參

賽者，請務必確認您留下正確的聯絡資訊。 

• 如果您符合參賽資格，但在居住地為未成年者，我們將請您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代您簽署所有規定文件。 

• 如果您在寄送出之優勝者訊息上規定的時間內，未依照規定完成上述的文件和/或

未繳還規定之文件，我們將會取消您的資格並挑選獲得次高分的參賽隊伍/參賽者

為得獎者。 

 

 

 

 

 

 

 



 
 

 

評選標準  

• 軟體操作技巧：30%  

• 故事性：30%  

• 導演技巧：20％  

• 視覺效果：20%   

 

活動獎項與獎金  

得獎者除獲得獎金與獎狀外，所有得獎學生均俱可獲得 iClone 6 Pro + 3DXchange 6 

PRO + Crazy Talk Animator 2 Pro 軟體一套 

 

大專組【CrazyTalk Animator 2D】 

獎項 獎品 

最佳影片 現金 1,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故事 現金 5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導演 現金 5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優秀佳作 獎品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大專組【iClone 3D】 

 

 

高中職組【CrazyTalk Animator 2D】 

獎項 獎品 

最佳影片 現金 1,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故事 現金 3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導演 現金 3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優秀佳作 獎品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獎項 獎品 

最佳影片 現金 10,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創意 現金 10,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導演 現金 3,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技術 獎品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優秀佳作 獎品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高中職組【iClone 3D】 

獎項 獎品 

最佳影片 現金 1,0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故事 現金 3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最佳導演 現金 300 美金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優秀佳作 獎品與 ASIAGRAPH 榮譽獎狀 

 

注意事項：  

1.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所得獎項價值為

新台幣 20,000 元(不含)以上時，得獎者需先繳交 10%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稅金，

始可領獎，且本公司將於翌年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

得獎獎項價值，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

且本公司須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規定

辦理。  

 

2. 獎金一律採銀行電匯作業進行，若得獎者未能事先繳交得獎稅金者，同意由本公司

匯款時扣除必需繳交之稅款金額後逕行匯款。若得獎者提供之帳戶無法接受美金匯

款時，將以新台幣支付為主。匯款日以主辦單位規定必須填寫及繳交相關文件齊全

日起算 5 個工作日內匯款，本公司僅負擔台灣匯出之匯款手續費。 

  

3. 得獎人(納稅義務人)需提供得獎者匯款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國人士需提供

護照或居留證，並請自行確認所填寫之匯款資料均為正確，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

致無法如期完成匯款者，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若得獎人不同意

提供資料或填寫相關文件視為自動棄權，將不具得獎資格。 

                                                                                                                                                                                                                                                                                     

4. 團體得獎者請推舉一人為代表人(即納稅義務人且匯款資料需與代表人相同)，獎金

分配由代表人自行分配。  

 

5.  領獎期限內(2015 年 9 月 30 日前)得獎者未提供主辦單位規定之必須填寫及繳

交相關文件者，視同放棄得獎權利，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亦同。   

 



 
 

參賽作品的使用授權  

除以下規定外，我們不會主張任何作品的所有權。但藉由您繳交作品：   

• 您即授權我們不可撤銷、免專利、全球性的權力在：(1)使用、審閱、存取及以其

他方式分析您的作品和全部與本次競賽相關的內容上；(2) 刊載您的作品和所有相

關內容於：競賽相關的行銷、銷售或宣傳（包含但不只限於：內容和外部呈現、

商業展、競賽流程照片之新聞稿發布）、所有媒體（目前已知或未來有發展性的）

等。   

 

• 您同意提供主辦單位規定之必須填寫及繳交相關文件，並同意簽署所有授權我們

與我們的指定人使用您上述之授權內容需要的文件  

 

請留意在本次競賽後，您的作品將可能被張貼於我們挑選的網站上任訪客瀏覽。我們

不為任何非法使用您作品的訪客之行為負責。  

 

我們保留以上權利，但我們沒有義務因任何緣故使用您的作品，即使該作品已被選為

優勝作品。  

  

各地區聯絡方式: 

國家 單位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台灣 AXIS3D Jack Li jack.li@axis3d.com 

中國 SOEASY Jason Huang public@so-easy.com.tw 

日本 

Too 

Corporation 

Mr. Uchiyama uchiyama@too.co.jp 

韓國 Reallusion Christopher Chen christopher@reallusion.com 

印尼 Tekno 
Thomas K. 

Lawatanu 
thomas@teknologika.biz 

印尼 Tekno Roby Gunawan roby@teknologika.biz 



 
 

馬來西亞 Medianetic Frances TAN frances@medianetic.com.my 

新加坡 Animagine Wei Siong Ho weisiong@animagine.com.sg 

澳洲 Reallusion Nick Chu nickchu@reallusion.com 

其它 Reallusion Yuwei Chang ara@reallusion.com 

 

主辦單位:  

甲尚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eallusion.com/tw/ 

http://www.reallusio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