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技术从诞生至今己有 170 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摄影的领域从

胶片扩展至数码，从静态图像扩展至视频。

同吋 , 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和 SNS 等的普及，当今吋代，任何人都

可轻松拍摄并用照片进行交流。

考虑到这一摄影环境的変化，“摄影新世紀 ”在创设 25 周年之际，将

在打印作品外，另通过网络受理数码作品（静态图像、视频）的投稿。

静态图像和视频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两者之间潜藏的

前所未有的全新摄影表现形式。

衷心期待有志于挑战全新摄影表現的摄影愛好者踊跃投稿，希望通过

大家的作品感受摄影新时代的到来！

摄影新世纪 2018 年度 [ 第 41届公开征稿 ]实施概要

投稿报名受理期限

作品受理期限

2018 年 4月 18日 (周三 ) 2018 年 6月 6日 (周三 )

2018 年 4月 18日 (周三 )

※在线投稿（静态图像、视频）到截止日的 23:59( 日本时间 )为止。

※邮寄投稿以截止日 17:00 之前收到为准。

※到截止日的23:59(日本时间 )为止10:00（日本时间）

2018 年 6月 13日 (周三 )

摄 影 可 以 表 现 什 么 ？ 只 有 摄 影 能 够 表 达 的 是 什 么 ？

2018 年度
第 41 届公开征稿



投稿要则

评审办法

参赛费用及其他

奖金、奖品、特殊待遇 【大奖】

·举办优秀奖评审会、大奖公开评审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在优秀奖评审会举办前，由佳能公司进行预审。

·在 2018年 7月（预计）举办的优秀奖评审会上选出优秀奖、佳作。

·优秀奖评审会的 7名评审员分别选出优秀奖 1名（组）及佳作 1～ 2名（组）。(同一作品可能被多个评

审员选为优秀奖或佳作。)

·数码作品（静态图像、视频）的评审使用 iPad 或电脑进行。

·2018年秋季（预计）在东京都摄影美术馆举办的大奖公开评审会上，由 7名评审员共同商议，从优秀奖

的获奖人中选出大奖 1名（组）。

·奖金 100万日元 ( 包含优秀奖的 20万日元奖金在内 )

·奖品 佳能产品

·在“摄影新世纪 2019”中举办个展的权利

·优秀奖的所有待遇

【优秀奖】

·奖金 20万日元

·在摄影新世纪 2018中参展

·入围大奖公开评审会

·在摄影新世纪主页上进行介绍

·在下一期摄影新世纪杂志中进行介绍

【佳作】

·奖金 3万日元

·在摄影新世纪 2018中参展

·在摄影新世纪主页上进行介绍

·在下一期摄影新世纪杂志中进行介绍

免费。但，以邮寄方式投稿参赛时，作品邮寄费、评审结束后投稿作品的返还费用由参赛人或参赛团队负担。

此外，请注意，海外邮寄的参赛作品无法归还。

※奖金将在大奖名单公布后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奖项类别 【大奖】1名 ( 组 ) 【优秀奖】7名 ( 组 ) 【佳作】14名 (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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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报名受理期限

作品受理期限

邮寄地址

·不限国籍、年龄、性别、履历（专业、业余）

·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投稿。但是，以团体形式投稿时，必须以赛后继续作为团体开展摄影活动为前提。

·未满 16岁的参赛人投稿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其投稿视为已获得监护人同意的投稿。

·佳能集团相关人员（员工等）不可参加投稿。

日本通运株式会社转发

“摄影新世纪”作品受理中心

〒143－0006 东京都大田区平和岛 2丁目 1番 1号

京滨 Truck Terminal 14 号栋 A栋 1层

TEL:03-3767-0921

营业时间 :10:00～17:00

参赛资格

·仅限原创作品。不得使用以往比赛的获奖作品或入围作品。也不可使用参加其他赛事但尚未得出结果的作

品投稿。

·不可使用侵犯第三方权益（著作权、商标权、肖像权等）的作品投稿。投稿作品中包含第三方著作物（美

术品、电影、照片、音乐等）及其他权益时，必须事先获得第三方许可方可投稿。

·每个投稿人或每个投稿团队仅可投稿 1件作品。同一人不可同时以个人和团体的名义重复投稿。

·作品构成个数不限。但是，以数据（静态图像、视频）形式投稿的作品存在文件大小、格式上的限制。

·以数据形式投稿的作品，传送的数据将作为作品 (最终形态 )接受评审。最终（展出时）如需要打印、制

作画板或装订成册，请尽量以邮寄形式投稿。

·不接受DVD、蓝光光碟等介质形式的投稿。

·另，对不属于摄影艺术形式的作品不予受理。

参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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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月 18日 (周三 )

※在线投稿（静态图像、视频）到截止日的 23:59( 日本时间 )为止。

※邮寄投稿以截止日 17：00之前收到为准。

※到截止日的23:59(日本时间 )为止10:00（日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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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数据的数据格式为大小不低于 1200×1600pixel( 推荐 )。最多可登记不超过 100张，且大小合

计不超过 1,000MB( 约 1GB)。

·图像数据的文件格式：不低于 JPEG72dpi( 推荐 )

·评审时的色彩空间以 sRGB为标准。

※获奖作品确定后，出于制作与本大赛有关的印刷品或在展览会上进行展示等用途，可能会要求获奖人

追加提交更高分辨率的图像数据。

使用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等所有可拍摄静态图像、视频的设备拍摄之图像数据。也可使用通过照相APP、

编辑APP、软件等进行处理、加工后的作品进行投稿。彩色、黑白不限。使用胶片拍摄后通过扫描仪生成

的图像数据也可投稿。

作品要求

关于静态图像作品

·由视频素材构成的视频作品。素材中也可使用静态图像。

·摄影器材不限。

·视频数据的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0MB( 约 1GB)，格式限定为MP4。

·投稿作品中使用的乐曲仅限于未受到第三方要求禁止使用等投诉的乐曲，或为投稿人本人拥有著作权的

原创乐曲（未委托转让给著作权管理团体进行管理的作品）。

关于视频作品

·投稿作品为数据文件（静态图像、视频）、打印作品、图册共同构成时，静态图像从“静态图像投稿“、

视频数据从“视频投稿”、打印作品、图册在“登记邮寄作品形态”中选择、登记，进行投稿。另，“登

记邮寄作品形态”的需邮寄作品，请与“作品票”一同进行邮寄至指定邮寄地址。

·视频中包含静态图像素材时，作为 1份视频文件从“视频投稿”中进行投稿。

·对包含视频和静态图像的复合性作品，也可将展览情景以视频形式拍摄后，将该视频从“视频投稿”进

行投稿。 

·不接受DVD、蓝光光碟、USB等介质形式的邮寄投稿。视频投稿方式仅限于视频文件(MP4形式)的上传。

·最终（获得优秀奖后在展会展出时 )效果如需在投影或屏幕再生视频四周配置静态图像，请在展出方案

中明确记载展出示意图后进行投稿。静态图像从“静态图像投稿“、视频数据从“视频投稿”分别进行上传。             

投稿作品为数据文件（静态图像、视频）、打印作品、图册共同构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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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佳作】

【大奖】

评审结束后，将于 2018年 7月底之前直接联系获奖人，同时在 8月 3日（周五）之前在摄影新世纪主

页 (global.canon/ja/newcosmos/) 予以公布。此外，获奖人公布后，对优秀奖获奖人将举办针对摄影

新世纪展 2018作品制作的说明会。

将于大奖公开评审会结束后的表彰仪式上正式公布。并将于日后在摄影新世纪主页

(global.canon/ja/newcosmos/) 公布。

获奖名单的公布

·数据作品 (静态图像、视频 )恕不予返还。

·邮寄的投稿作品，根据参赛人的希望，将在优秀奖评审会结束后、2018年 8月底之前，依次由佳能指定

的快递公司以“收货人付费“方式返还至投稿时提交的住址处。（但，此举仅限于日本国内地址。海外参

赛的投稿作品恕不能返还。）请注意，参赛人收到返还作品后需支付快递费用。

·2018年 7月至同年 9月中旬期间，住址长期无人或参赛人住址有变更时，请提前通知佳能（摄影新世纪

事务局）

·因无人接收或地址不详等原因被退回的无法配送的作品，在 2018年 9月底之前如未收到任何联系，将由

佳能公司自行进行废弃处理。

·另，无需返还的邮寄投稿作品，请在投稿时注明“无需返还”。此时，将由佳能公司自行对投稿作品进行

废弃处理。

投稿作品的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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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赛，需通过网络在摄影新世纪主页的线上报名系统（以下称为“线上报名系统”）上进行申请。需

要可启动网络浏览器并登陆摄影新世界网页 (global.canon/ja/newcosmos/) 的电脑或智能手机操作环

境以及打印设备等。

报名参赛，请首先登陆线上报名系统，注册个人信息。此时，请务必保存好画面上显示的受理编号。

关于投稿作品，数据作品（静态图像、视频）的投稿和邮寄作品的投稿操作顺序不同。评审时，无论哪种

方式的投稿都将公平对待，但请对自己的摄影作品形态仔细确认后再进行投稿。以数据形式投稿的作品，

传送的数据将作为作品 (最终形态 )接受评审。最终（展出时）如需要打印、制作画板或装订成册，请尽

量以邮寄形式投稿。

另，如以邮寄方式投稿，为防止遗失、邮寄出错，请正确标注作品的形态。

首先，在线上报名系统正确输入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输入完成后，线上报名系统的画面上将显示受理编号，请务必妥善保存该编号。另，申请人输入

的投稿密码也请妥善保管，以免忘记。使用受理编号，可在大赛期间多次修改作品信息。

投稿方法

报名步骤 1 登陆线上报名系统输入数据

投稿步骤如下：

报名步骤 2 关于作品提交

A．以数据 (静态图像、视频 )形式投稿时

A-1 A-2 A-3

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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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静态图像、视频）形式投稿时，注册个人信息后，在线上报名系统输入必要事项，并上传

作品展出方案。

※可以采用示意图或文章方式说明构思。

展出方案例：获奖后在“摄影新世纪获奖作品展”的展出方案等

展出墙尺寸 高约 4米、宽约 4.5 米

( 格式自由 /JPEG或 PDF文件 大小不超过 5MB)

必要事项的“作者说明”中，请以文章形式说明您的作品，如作品的创作意图、表现主题、作品魅

力或创作侧重点等。文章格式自由。

接下来，请上传参赛作品（静态图像、视频）。

参赛作品的登记完成后，投稿结束。

报名步骤 2
A-1・2 数据输入

A-3 上传作品

请注意：

·A-1 部分，在报名截止日的 6月 6日 ( 周三 )23:59（日本时间 )之后将不再予以受理。

·A-2 部分，在作品受理截止日的 6月 13日 ( 周三 )23:59( 日本时间 )以前，可进行登记和修改。

·接近投稿截止日时，系统服务器可能因过于繁忙而难以登陆，请尽早进行准备，完成相关操作。以

避免因突发情况错过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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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步骤如下：

报名步骤 2. B．以邮寄形式投稿时

1. 以邮寄形式投稿时，注册个人信息后，在线上报名系统输入必要事项，并上传作品展出方案。

2. 然后登记投稿作品形态。

3. 邮寄作品的形态登记完成后，画面将显示作品票下载键，请点击下载作品票 PDF文件。该作品

票将在邮寄投稿作品时使用。

B-1・2 数据输入

B-3 作品票的打印

请注意：

·B-1 部分，在报名截止日的 6月 6日 ( 周三 )23:59（日本时间 )之后将不再予以受理。

·B-2 部分，在作品受理截止日的 6月 13日 ( 周三 )23:59( 日本时间 )之前，可进行登记和修改。

·接近投稿截止日时，系统服务器可能因过于繁忙而难以登陆，请尽早进行准备，完成相关操作。以

避免因突发情况错过截止日期。

请用A4纸打印下载的作品票 PDF文件，

请确认在A4纸上打印同一作品票 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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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B-3 B-4 B-5

B-6 B-7 B-8 B-9

注册个人信息 输入作品信息、上传展出方案
（下载作品表 PDF）

打印工程 工作完成

将工作卡附在工作上 创建工作布局指示
（只有那些有特定订单的人）

作品包装和附送投票
填写序列号 /包装编号

航运工作

工作表的副本
填写配置序列号

申请受理完成
摄影作品
（正面）

作品票 信封

作品展示指示书的

B-1

応募番号

応募番号

応募番号

応募番号



B-4 作品的完成

在作品制作过程中，如作品信息出现变更，请准备好受理编号与投稿密码，进入线上报名系统修改

已输入的作品信息。在作品受理期限内，作品信息可多次修改。作品信息修改完成后，请下载新的

作品票。

返回 B-2 部分，进行处理。

B-5 作品票的复印、组合序号的填写

由图册、立体制作物等多部图册或部件构成的作品、又或由打印作品、画板、画框等多张照片共同

构成的摄影作品，使用 B-3 中打印的作品票进行如下操作。

作品票按照作品的构成件数进行准备。如需返还图册包装，每个图册包装需另备一张作品票。请按

照所需张数复印作品票。

按照构成件数准备好的作品票，在其组合序号栏中，用黑色圆珠笔从 1开始填写序号。

在最后一张作品票上，请确认组合序号与作品构成件数的数目一致。

希望返还的图册包装所使用的作品票，无需填写组合序号。

ん。

【例】标题为“新的摄影表现”的作品（A4图册 2册  A3 画板 3张 ) 投稿：第 1份图册的填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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応募番号：000123456A

新的摄影表现

着払いの宅急便

A3

A4

3

21

Z  O  F  P  B

N

蓝色 线上报名系统自动输出 红色 投稿人填写



B-6 作品上粘贴作品票

根据作品形态，按如下方式将作品票粘贴在作品正面可清楚看到的位置。

(1) 图册

各图册封面分别粘贴 1张作品票。

希望返还图册包装时，按 B-5 准备的作品票分别粘贴在图册包装表面。

请注意，其他各类消耗品 (图册包装、系绳、包装绳、金属配件、风吕巾等 )无法返还。

(2) 打印作品

各打印作品分别粘贴 1张作品票。

(3) 画板、画框

各画板、画框分别粘贴 1张作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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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体制作物

各立体制作物分别粘贴 1张作品票

(5) 其他

分别粘贴 1张作品票。

1. 请使用A4纸 1张，制作作品展示指示书，说明展示（排列）方式。为方便理解，请使用示意

图进行说明和指示。示意图中请标注作品的组合序号，以确定具体的摄影作品。另，在作品展

出指示书的一角，请务必标明受理编号。

2. 制作好的作品展示指示书请装入自备的信封中，信封正面请注明受理编号和“内有作品展示指

示书”的字样。信封不必封口，并和作品一同包装。如果评审会场的条件允许，将按照指示书

的要求进行作品展示。

作品展示指示书的制作

如对优秀奖评审会（及预审）中作品的展示（排列）方法有任何指示，请进行如下操作。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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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正面）

摄影作品（正面）

有作品展示指示书 

作品展示指示书

组合序号：000123456A组合序号：000123456A
组合序号

1
ー
6

2
ー
6

3
ー
6

4
ー
6 5

ー
6

6
ー
6

构成件数

信封正面A4纸 



1. 本大赛不对作品搬运中发生的损毁承担任何责任，请务必对作品进行仔细包装。如已制作作品

展示指示书，请不要忘记一同包装。

2. 完成作品包装后，请在外包装的显著位置粘贴寄送单。

3. 作品分为多个包装时，请在受理编号后注明“序号 /包装总数”（例如，作品有 3个包装时分别

注明 1/3，2/3，3/3）

作品包装B-8

B-9 发送作品

请于作品受理期限内通过邮局或快递公司寄至以下作品受理中心。

邮寄作品受理期限

2018年 4月 18日 ( 周三 )～2018年 6月 13日 ( 周三 )

※以截止日邮戳或快递公司接收单为准有效

日本通运株式会社

“摄影新世纪”作品受理中心

〒143-0006 东京都大田区平和岛 2-1-1 京滨 Truck Terminal 14 号栋 A栋 1层

TEL:03-3767-0921

营业时间：10:00～17:00

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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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油性笔

応募番号：000123456A

新的摄影表现

名

着払いの宅急便 1 3

Z  O  F  P  B

応募番号：000123456A

新的摄影表现

名

着払いの宅急便 1 3

Z  O  F  P  B
応募番号：000123456A

新的摄影表现

名

着払いの宅急便 1 3

Z O F  P  B

信封

一同包装

作品展示指示书

蓝色 线上报名系统自动输出 红色 投稿人填写

応募番号：000123456A

新的摄影表现

名

着払いの宅急便 1 3

Z  O  F  P  B



投稿步骤如下：

报名步骤 2. C．参赛作品由数据 (静态图像、视频 )、打印作品、图册等共同构成时

C-1・2 数据输入

C-3 上传作品

C-4 选择作品形态

请注意：

·C-1 部分，在报名截止日的 6月 6日 ( 周三 )23:59（日本时间 )之后将不再予以受理。

·C-2 部分，在作品受理截止日的 6月 13日 ( 周三 )23:59( 日本时间 )之前，可进行登记和修改。

·接近投稿截止日时，系统服务器可能因过于繁忙而难以登陆，请尽早进行准备，完成相关操作。以

避免因突发情况错过截止日期。

投稿由数据（静态图像、视频）、打印作品和图册等多个形式共同构成时，注册个人信息后，在线上

报名系统输入必要事项，并上传作品展出方案。

分别登记每个部分的数据和形态，然后对参赛作品形态分别进行选择和登记。在“确定投稿方式”

中选择最终的投稿形态。点击“以所选择的作品形态投稿”按键，完成投稿。

※请在“作者说明”和“展出方案”中尽可能详述作品创作意图和作品展出方案。

接下来，分别上传投稿作品中的“静态图像”和“视频”。以邮寄方式投稿时，请登记作品形态。

※邮寄作品的形态登记完成后，画面将显示作品票下载键，请点击下载作品票 PDF文件。该作品票

将在邮寄投稿作品时使用。(参见邮寄作品投稿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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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3 C-4 C-5

注册个人信息 上传展览计划 上传条目 选择要应用的工作类型

申请受理完成

C-1



线上报名系统的 5个功能

1. 个人信息输入

线上报名系统具有个人信息输入、作品信息及作品数据的登记注册等 5个功能

可输入投稿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及问卷调查信息、密码等内容。密码由投稿人自行任意

设置。

2. 作品信息及作品数据的登记注册

可输入投稿作品的标题、作品形态、作者说明、展出方案、作品返还方式（以邮寄方式投稿时）

等信息。

3. 作品信息及作品数据的确认、修改

可确认并修改已输入的作品信息和作品数据。

在作品受理期限内，作品信息可多次修改。

4. 作品票的再次下载【以邮寄方式投稿时】

输入作品信息时下载的作品票如有遗失，可再次下载。

5. 密码的重新设置

如忘记密码，可进行重新设置。

关于OS、浏览器

关于OS、浏览器 利用在线报名系统时推荐以下网络环境

作品票为 PDF格式文件。使用时请在此下载最新版本的Adobe® Acrobat Reader™。
https://get.adobe.com/reader/

从 App Store、Google play 下载使用。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Windows：

Mac OSX：

Android：

iOS：

Internet Explorer 11 ／ Microsoft Edge 最新版 ／ Google Chrome 最新版 ／ 

Mozilla Firefox 最新版

Safari 最新版  ／ Google Chrome 最新版 ／ Mozilla Firefox 最新版

5.0 以上版本

7.0 以上版本

推荐环境

关于Adobe® Acrobat Reader™

利用本在线报名系统，需要在浏览器的设置中将 Cookie 设为“有效（ON）”。请根据您使用的浏览器

设置为接受Cookie 的状态。
有关Cookie 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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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报名系统



关于投稿 Q1. 是否有纸张印刷的投稿要则和投稿报名申请表？

A1. 没有。请登陆摄影新世纪网页，通过在线报名系统申请报名。

Q2. 没有能够登陆在线报名系统的电脑。该如何申请报名？

A2. 请前往有电脑环境的场所，利用在线报名系统申请报名。

Q3. 以团队形式报名时，个人信息如何填写？

A3. 填写 1名团队代表的个人信息。在作品信息的“其他申告事项”栏中注明本作品为团队作品、，并填写团

队名称、构成人数等信息。

Q4. 英文标题如何填写？

A4. 填写日文标题的英译名。如没有英译名，也可用罗马字母填写日文标题。

Q5. 在线上报名系统输入数据时，发生系统连接断线。

A5.请重新登陆线上报名系统输入数据。为网络安全，线上报名系统的操作如中断13分钟将自动切断。输入时，

请事先将相关数据准备好。

Q6. 忘记受理编号了，该如何找回？

A6. 可发邮件或电话咨询投稿受理中心。以邮寄方式投稿时，如持有作品票，作品票上印有受理编号。

Q7. 忘记投稿密码了，该如何找回？

A7. 利用线上报名系统的“重新设置投稿密码”功能，进行重新设置。

Q8. 无法重新设置投稿密码。

A8. 利用线上报名系统的“重新设置投稿密码”功能时，需要核对已注册的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正确输入

以上信息。如仍无法进行重新设置，请致电投稿受理中心进行咨询。

Q9. 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发生变更。可以更改个人信息吗？

A9. 可发邮件或电话通知投稿受理中心，更改信息。

Q10. 可从海外参加报名吗？

A10. 可以。请从英语网站或日语网站登陆报名。

Q11. 如何填写“作者说明”栏？

A11. 在必要事项的“作者说明”栏中，请以文章说明您的作品，如作品的创作意图、表现主题以及作品魅力或

创作中的侧重点等。格式自由。

Q12. 如何填写“展出方案”？

A12. 展出方案必须提交，但格式自由。请按您自己的想法，以文章或图示说明获奖后在东京展出作品时的展出

方法。另，如果“作者说明”的内容在输入框中填写不下，另需详细解说作品时，可写入展出方案中。（请

上传大小不超过 5MB的 JPEG文件或 PDF文件。）

Q13. 请问如何进行作品投稿？

A13. 可利用线上报名系统提交数据作品，或以邮寄方式寄送作品。请注意，2种方式的投稿步骤不同。详细内

容请查阅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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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常见问题



关于投稿方法 Q14. 从海外参加比赛，作品的投稿方法相同吗？

A14. 相同。

Q15. 在其他比赛中获奖的作品可以参赛吗？

A15. 仅限无获奖经历的作品参赛。不接受已参加其他赛事但尚未得出结果的作品投稿。此外，在其他比赛中获

奖的作品经过内容重新组合加以使用的情况，也不予接受。

Q16. 在学校的毕业作品展中获得表彰的作品、或在网站、SNS、发行刊物上已发表的作品可以参赛吗？

A16. 在网站、SNS上发表的作品可以参赛。但仅限于著作权归属于参赛人本人的作品。学校毕业作品展的表彰

作品也可参赛。已发表在发行刊物上的作品，如著作权归属于参赛人本人且该作品无获奖经历，也可参赛。

Q17. 希望提交与报名参赛时不同的作品，请问该如何处理？

A17. 请准备好受理编号和投稿密码，登陆线上报名系统，修改已输入的作品信息。在作品受理期限内，作品信

息可多次修改。利用线上报名系统提交数据作品时，在作品受理期限内也可多次重新上传。以邮寄方式提

交作品时，修改作品信息后可下载新的作品票。原作品票作废，请使用新的作品票提交作品。

Q18. 可查看其他参赛人的作品吗？

A18. 在作品提交、评审、返还期间，其他参赛作品一概无法查看。请等候获奖作品展及摄影新世纪网页的作品

公开。

关于数据
（静态图像、视频）投稿

Q19. 数据作品上传过程中断线，无法完成上传。

A19. 请在网络环境良好的条件下重新上传。如果您利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也请尝试其他浏览器

(Safari、Chrome等 )。

Q20. 摄影新世纪的“新的摄影表现”，是指什么？

A20. 我们期待并奖励超越既有的摄影概念和摄影艺术领域，能够挑战静态图像、视频，或是两者相融合的艺术

创作作品。我们认为静态图像和视频是相连的，将静态图像与视频加以区分是在艺术表现中制造壁垒。我

们期待看到既不属于电影、也不属于短片，既不是广告片、也不是宣传片的，我们都未曾见到过的新的影

像作品。期待拓展、引领摄影艺术发展、让我们感受到摄影新时代到来的优秀作品！

Q21. 视频有长度限制吗？

A21. 摄影新世纪为追求摄影艺术的新的可能性，力求成为自由、没有约束的比赛。只要数据文件的大小不超过

1,000MB(1GB)，视频的长度可自由设定。

Q22. 智能手机、数码像机拍摄的作品也可参赛吗？

A22. 可以参赛。

Q23. 对打印作品、胶片进行扫描后制作的数据作品也可参赛吗？

A23. 可以参赛。

Q24. 希望提交高像素的视频作品。请问该如何提交？

A24. 数据作品的评审，将根据登记的作品信息及参赛人一同提交的其他资料（展出方案、视频缩略图、视频摘

要等）进行。在线上报名系统提交数据作品时，请注意可上传文件的大小限制，提交最适宜的分辨率的数

据作品。另，大赛不接受以DVD、蓝光光碟等介质形式的投稿。

Q25. 获奖后的东京作品展上，可以展出比投稿作品分辨率更高的数据作品吗？

A25. 可以。

Q26. 立体影像作品可以参赛吗？

A26. 不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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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 参赛作品由数据（静态图像、视频）和打印作品、图册共同构成时，该如何投稿？

A27. 

 

Q28. 投稿视频作品时，也需要同时提交视频摘要版吗？

A28. 如果视频作品长度超过 10分钟，请同时提交 1分钟长度的视频摘要。

Q29. 使用未进行一般公开的软件制作的作品，可以参赛吗？

A29. 请以电邮方式咨询摄影新世纪事务局。

视频中包括静态图像素材的作品，按照 1份视频文件从“视频投稿”中进行投稿。

最终 (展出时 ) 效果如需在投影或屏幕再生视频四周配置静态图像，请在展出方案中注明展出示意图。并

需要分别上传静态图像数据和视频数据。

以立体制作物、打印作品、图册和视频共同构成的作品，上传视频数据，在“登记邮寄作品形态”中登

记必要事项后，将作品其他部分与作品票一同邮寄发送。

不接受DVD、蓝光光碟、USB等介质保存作品的邮寄投稿。视频投稿方法仅限以视频文件 

(MP4格式 ) 上传。

对包含视频和静态图像的复合性作品，也可将展览情景以视频形式拍摄后，将该视频从“视频投稿”进

行投稿。

投稿作品为数据问文件 (静态图像、视频 )、打印作品和图册共同构成时，

登记每个部分的数据和形态，然后对参赛作品形态分别进行选择和登记。在“确定投稿方式“中选择最

终的投稿形态。

Q30. 作品如何包装？

A30. 为避免作品的损毁，请仔细包装。

Q31. 如作品发生损毁，该如何处理？

A31. 评审会举办过程中将小心保护作品，但万一作品出现任何破损、擦痕和污渍，本大赛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Q32. 接受胶片、相机等不使用图像的表现形式吗？

A32. 对不属于摄影艺术形式的作品，有可能不予受理。

Q33. 作品票 PDF文件已经下载，但没有打印机，该如何处理？

A33. 可利用网吧、打印店、便利店等有打印设备的电脑环境，使用下载数据进行打印。也可将作品票的内容写

在纸上，然后粘贴在作品上使用。（此时，请勿忘记写受理编号。）对不属于摄影艺术形式的作品，有可能

不予受理。

Q34. 作品票 PDF文件无法正确下载。如何能够重新获取？

A34. 请利用线上报名系统的“作品票的再次下载”功能。如果仍无法顺利下载，请以电邮或电话方式通知投稿

受理中心您的受理编号，要求提供作品票文件。持有电脑邮箱的，将发送至您的邮箱。

Q35. 作品票（作品票 PDF文件）遗失了，该如何处理？

A35. 请利用线上报名系统的“作品票的再次下载”功能。

Q36. 邮寄作品形态中没有吻合的作品形态和尺寸。

A36. 邮寄作品形态分为图册、打印作品、画板、画框、立体制作物和其他。如果作品包括多个形态，请分别进

行选择。请注意，切勿将图册、打印作品、画板、画框、立体制作物作为“其他”进行申报。

Q37. 立体制作物作品如何投稿参赛？

A37. 请以普通快递能够发货和配送的尺寸进行邮寄。请注意，本大赛举办方不提供作品组装和电源配线等服务。

关于邮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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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品 (静态图像、视频 )恕不予返还。邮寄的投稿作品，根据参赛人的希望，将在优秀奖评审会结束

后、2018年 8月底之前，依次由佳能指定的快递公司以“收货人付费“方式返还至投稿时提交的住址处。

（但，此举仅限于日本国内地址。海外参赛的投稿作品恕不能返还。）请注意，参赛人收到返还作品后需

支付快递费用。2018年 7月至同年 9月中旬期间，住址长期无人或投稿人住址有变更时，请提前通知

佳能（摄影新世纪事务局）。因无人接收或地址不详等原因被退回的无法配送作品，在 2018年 9月底之

前如未收到任何联系，将由佳能公司自行进行废弃处理。无需返还的邮寄投稿作品，请在投稿时注明“无

需返还”。此时，将由佳能公司自行对投稿作品进行废弃处理。

Q38. 投稿作品可获得返还吗？

A38. 

Q39. 从日本国内以邮寄方式投稿的作品，已提出返还要求，但到 9月中旬还未获得返还。

A39. 请以电邮方式咨询摄影新世纪事务局。

关于投稿作品的返还



关于线上报名系统、投稿方法等所有参赛相关问题（投稿受理中心）

其他（摄影新世纪事务局）

摄影新世纪 投稿受理中心 株式会社放送映画制作所

〒103-0027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 3-5-13 三义大楼 4 层电

邮箱地址：newcosmos@hosoeiga.co.jp

摄影新世纪事务局 佳能株式会社

〒146-8501 东京都大田区下丸子 3-30-2

邮箱地址：cast@web.cano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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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