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八屆HPC功夫
國網3D動畫全國大賽

賽制公告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產發中心



HPC大賽-參賽資格
動畫組 特效組 AVR組-創新示範隊伍

參賽資格
• 凡國內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及高中職學生，均可組隊報名
參加。

• 可跨校系組隊報名，每隊人數
以6人為限，另須指導老師
（1-2人）帶隊參賽。

• 一人（學生）不可同時報名兩
隊或兩隊以上。

參賽資格
-學生組
• 凡國內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及高中職學生，均可組隊報名
參加。

• 可跨校系組隊報名，每隊人數
以3 人(1-3 人)為限，另須指
導老師（1‐2 人）帶隊參賽。

• 一人（學生）不可同時報名兩
隊或兩隊以上。

-社會組
• 凡不具學籍之社會人士，均可

報名參加。
• 以個人方式參加。
• 每人限以一件作品參賽。

參選資格
• 凡國內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及高中職學生，均可組隊報名
參加。

• 可跨校系組隊報名，每隊人數
不限，另須指導老師（1-2人）
帶隊參選。

• 一人（學生）不可同時報名兩
隊或兩隊以上。

• 報名參加示範隊伍之團隊經本
競賽合作企業徵選通過後，將
獲得AVR STAR獎和獎金6萬，
以及產學合作媒合洽談之機會，
並安排於頒獎典禮當天進行作
品展演或設置攤位供企業與跨
部會長官交流體驗。

注意事項
• 作品須為原創設計無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於報名階段，若作品曾獲其他競賽獎項，須於上傳繳交企

劃書時詳述競賽資訊（競賽名稱、屆數或年度、獎項等），並列出作品差異處。
• 特效組參賽作品必須是107年10 月1 日之後製作完成，並擁有完整版權的作品。

＊本競賽所推出之所有相關活動，主辦單位得依實際狀況，保留活動中止或修改與否之權利。



HPC大賽-競賽報名
動畫組 特效組 AVR組-創新示範隊伍

• 創作內容與題材不限
• 有意參賽者，請至官方臉書公告之

連結進行線上報名，填寫參賽隊伍
基本資料，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上
下載連結。
a. 參賽同意書：請至官方臉書下載
b. 學生證：所有隊員學生證正反面
c. 企劃書：內容含動畫劇本、大綱、

背景、角色設定與電腦動畫、特
效的構想 ，請以A4、10頁為限、
PDF格式上傳。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以E-Mail通知報名成功隊伍，同
時開放國網中心-算圖農場使用權
限，寄發登入帳密及操作手冊供參
賽者創作使用。

• 註：參賽作品得以國網中心算圖農
場為主要創作環境，支援之軟體詳
算圖農場設施網頁。

• 創作主題不限，請以3D 電腦動畫
特效軟體，如：Maya、3Ds Max、
C4D...等軟體工具進行特效模擬及
製作。

• 有意參賽者，請至官方臉書公告之
連結進行線上報名，填寫參賽隊伍
基本資料，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上
下載連結。
a. 參賽同意書：請至官方臉書下載
b. 學生證：所有隊員學生證正反面
c. 企劃書：內容含製作構想、製作

方法、詳列出所有使用之製作軟
體與外掛，請以A4、10頁為限、
PDF格式上傳。

d. 特效動態預覽影片：

規
格

a. 全片長30秒以內

b. 影像播放速率：24 frames/sec

c. 影像尺寸：1280*720像素(720P)

d. 影像格式：以AVI、WMV、MP4、
MOV 為限

e. 請上傳Youtube影片連結

• 遊戲內容與題材不限，線上、網頁
或行動遊戲形式皆可。

• 有意參賽者，請至官方臉書公告之
連結進行線上報名，填寫參賽隊伍
基本資料，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上
下載連結。
a. 參選同意書(請按此下載)
b. 學生證：所有隊員學生證正反面
c. 企劃書：內容含遊戲劇本、大綱、

背景、角色設定與遊戲動畫、特
效的構想、製作方法、系統版本、
規格限制、遊戲安裝步驟、遊戲
操作解說及功略介紹，請以A4、
10頁為限、PDF格式上傳。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以E-Mail通知報名成功隊伍，同
時開放國網中心-算圖農場使用權限，
寄發登入帳密及操作手冊供參賽者
創作使用。

＊競賽線上報名期間：01/14(一) 19:30開放- 03/08(五)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nchc.org.tw/posts/A0QDFOxh7U/%E4%BA%BA%E6%96%87%E7%A7%91%E6%8A%80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PC大賽-初賽投件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
進行審查，並於06/03(一)
以 E-Mail方式通知初賽審

查結果。
通過初賽表示入圍決賽。

• 請參賽者至官方臉書公告之連結進
行線上投件，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
上下載連結。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於05/31(五)以 E-Mail方式通知
初賽審查結果。

• 請參賽者至官方臉書公告之連結進
行線上投件，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
上下載連結。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於05/31(五)以 E-Mail方式通知初
賽審查結果。

• 請參賽者至官方臉書公告之連結進
行線上投件，並提供以下資料之線
上下載連結。

a. 作品截圖3 張 (tiff 檔案 300dpi 以上)

b.

特效動態預覽影片1支、成品影片1支規格如
下：
1. 全片長30秒以內
2. 影像播放速率：24 frames/sec
3. 影像尺寸：
預覽影片：1280*720像素(720P)
成品影片：1920*1080像素(1080P)

4. 影像格式：以AVI、WMV、MP4、MOV 
為限

5. 請上傳Youtube影片連結

c.

企劃書修訂版(若無修訂不需再次上傳)：
內容含製作構想、製作方法、詳列出所有使
用之製作軟體與外掛，請以A4、10頁為限、
PDF格式上傳。

a. 海報檔 (JPG檔案，解析度300dpi)

b. 作品截圖3張 (JPG檔案為 1920*1080 像素)

c.

動畫作品規格如下：
1. 片長5分鐘以內
2. 影像播放速率: 24 frames/sec
3. 影像尺寸: 1920*1080像素(1080P)
4. 影像壓縮規定: MOV或MP4/H.264

d.

企劃書修訂版(若無修訂不需再次上傳)：
內容含動畫劇本、大綱、背景、角色設定
與電腦動畫、特效的構想 ，請以A4、10
頁為限、PDF格式上傳。

a. 遊戲執行檔(含其他所需的相關程式)
• 以ZIP/RAR壓縮檔形式提供雲端載點連結。

b.

遊戲操作執行影片
• 內容包含：遊戲實機運作情況、進行方式、關卡設

計、設計重點及創新性。可錄製旁白補充說明。
• 片長5分鐘以內
• 影像播放速率：24 frames/sec
• 影像尺寸：1920*1080像素(1080P)
• 影像格式：以AVI、WMV、MP4、MOV 為限
• 請上傳Youtube影片連結。

c. 海報檔 (JPG檔案，解析度300dpi)

d.

企劃書修訂版(若無修訂不需再次上傳)：
內容含遊戲劇本、大綱、背景、角色設定與遊戲動畫、
特效的構想、製作方法、系統版本、規格限制、遊戲安
裝步驟、遊戲操作解說及功略介紹，請以A4、10頁為
限、PDF格式上傳。

備
註

1. 作品如已上架者，請於企劃書中註明上架作品名稱
下載網址及10組免費下載序號或登入帳密，並確
保評審期內可順利連線伺服器。請務必於不同環境
電腦測試安裝，以避免無法安裝的情形發生。

2. 程式、音效、圖形若非自行開發者，需於企劃書中
說明並註明出處。

動畫組

＊初賽/選投件期間：04/08(一) – 05/08(三)

AVR組-創新示範隊伍特效組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於05/31(五)以 E-Mail方式通知
初選審查結果。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 E-Mail通知入圍決賽者，請至官方
臉書公告之連結上傳以下資料，資
料若無修改不需再次上傳，請勾選
初賽資料為最終版之欄位即可。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於頒獎典禮前召集決賽評審閉門
會議進行最終評選，典禮時揭曉得
獎隊伍。

• E-Mail通知入圍決賽者，請至官方
臉書公告之連結上傳以下資料，資
料若無修改不需再次上傳，請勾選
初賽資料為最終版之欄位即可。

• 主辦單位將依據上述資料進行審查，
並於頒獎典禮前召集決賽評審閉門
會議進行最終評選，典禮時揭曉得
獎隊伍。

• E-Mail通知入圍決選者，將可參加
創新示範隊伍-AVR STAR企業徵選
活動。

• 主辦單位預計於6月中旬召集本競
賽合作企業聯合辦理創新示範隊伍-
AVR STAR企業徵選活動，通過企
業審核隊伍，將獲得AVR STAR獎
和獎金6萬，以及產學合作媒合洽
談之機會，並安排於頒獎典禮當天
進行作品展演或設置攤位供企業與
跨部會長官交流體驗。

動畫組

＊決賽投件期間：06/03(一) – 06/28(五)

AVR組-創新示範隊伍特效組

a. 海報檔 (JPG檔案，解析度300dpi)

b. 作品截圖3張 (JPG檔案為 1920*1080 像素)

c.

動畫作品規格如下：
1. 片長5分鐘以內
2. 影像播放速率: 24 frames/sec
3. 影像尺寸: 1920*1080像素(1080P)
4. 影像壓縮規定: MOV或MP4/H.264

d.

企劃書最終版：
內容含動畫劇本、大綱、背景、角色設定
與電腦動畫、特效的構想 ，請以A4、10
頁為限、PDF格式上傳。

a. 作品截圖3 張 (tiff 檔案 300dpi 以上)

b.

特效動態預覽影片1支、成品影片1支規格如
下：
1. 全片長30秒以內
2. 影像播放速率：24 frames/sec
3. 影像尺寸：
預覽影片：1280*720像素(720P)
成品影片：1920*1080像素(1080P)

4. 影像格式：以AVI、WMV、MP4、MOV 
為限

5. 請上傳Youtube影片連結

c.

企劃書最終版：
內容含製作構想、製作方法、詳列出所有使
用之製作軟體與外掛，請以A4、10頁為限、
PDF格式上傳。

HPC大賽-決賽投件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ttps://www.facebook.com/HPC%E5%8A%9F%E5%A4%AB3D%E5%8B%95%E7%95%AB%E5%B0%8F%E8%81%9A%E5%A0%B4-776447592545954/


HPC大賽-競賽獎勵

冠軍：1隊
獎座乙座、團隊獎狀乙面
獎金：NT$ 30萬元

季軍：1隊
獎座乙座、團隊獎狀乙面
獎金：NT$ 10萬元

佳作：2隊
團隊獎狀乙面
獎金：1隊NT$ 5萬元，共10萬元

動畫類
獎項

亞軍：1隊
獎座乙座、團隊獎狀乙面
獎金：NT$ 20萬元

社會組-特效傑出獎：1隊
個人獎狀乙面
獎金： NT$ 12萬元

特效類
獎項

學生組-特效新星獎：1隊
個人獎狀乙面
獎金： NT$ 6萬元

※ 評審得視參賽作品
之水準調整獎項個
數與入圍作品件數。

AVR STAR獎：2隊
團隊獎狀乙面
獎金：1隊NT$ 6萬元，共12萬元

AVR 類
獎項



Thank you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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