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届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
(爱称：HIGASHIKAWA Youth Fest.)

The 8th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Photo Festival Exchange
(HIGASHIKAWA Youth Fest.)

【主办】⾼中⽣国际交流摄影节实⾏委员会
＜构成团体＞

                                            东川町／⼀般社团法⼈东川观光协会／东川町商⼯会 / 东川町教育委员会／学校法⼈北⼯学园／东川振兴公社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北之惠／东交出租⻋股份有限公司
　　　　　　　　【后援】外务省 / ⼀般财团法⼈⾃治体国际化协会 / 公益财团法⼈⺠间放送教育协会 /韩国驻⽇⼤使馆韩国⽂化院 /泰国驻⽇⼤使馆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使馆 /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使馆 / 印度尼⻄亚共和国驻⽇⼤使馆 /加拿⼤驻⽇⼤使馆 / 
                                           拉脱维亚共和国驻⽇⼤使馆 / 新加坡在东京⼤使馆/ 美国驻札幌总领馆 / 缅甸联邦共和国驻⽇⼤使馆 / 芬兰⼤使馆 /蒙古国驻⽇⼤使馆 / 
                                           俄罗斯联邦驻札幌总领馆 / 卢森堡驻⽇⼤使馆 /哥伦⽐亚驻⽇⼤使馆 / 台北驻⽇经济⽂化代表处札幌分处 /北海道／北海道教育委员会／
                                           公益社团法⼈全国⾼等学校⽂化联盟／⾼等学校⽂化联盟全国写真专⻔部／北海道⾼等学校⽂化联盟／

⾼等学校⽂化連盟全国写真専⾨部／北海道⾼等学校⽂化連盟／Canon Marketing Japan Inc.／Western Digital／EIZO Corpora+on／

　　　　　　　　【协赞】近畿⽇本旅⾏社北海道旭川⽀店／第⼀⽣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協⼒】[东京摄影⽉]实⾏委员会／HJK Inc.

【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实行委员会】 
〒071-1426　北海道上川郡東川町北町1丁目1番2号　TEL:0166-82-2111　FAX:0166-82-5111　公式HP　https://higashikawa-youth-fest.jp

partnership
东川町官⽅合作伙伴



北海道“写真之城”东川町 

东川町位于日本北海道的正中，于1985年6月发表了世界首例“写真之城”宣

言，宣布“通过国际交流和写真文化，将东川建设成为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充

满生机活力的国际化城镇”。 
 
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 

2015年北海道“写真之城”东川町为面向未来建设人口密度适中的均衡性城镇，发挥写真文化中心的功能，面向全

球推广写真文化，寄希望于肩负人类未来的全球高中生，希望他们通过写真文化展开对话，加深友情，进而为世

界永久和平做出贡献，开始举办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 

每年东川町面向有交流往来的国家·地区征集符合主题的作品（组照），通过各国家·地区初审的高中将被邀请造访

东川町，通过摄影结交新知。                          

                                                                             海外高中 　         ※具体城市由主办方指定 

　　　　　　　　　　　　　　　　　　  ※恕不接受来自上述城市以外地区的报名。 

                                                       ※某些国家·地区报名采取非常规报名，由当地联络人负责选拔。 

国家·地区 具体城市
中国 北京・厦門

韩国 宁越郡

台湾 全台
泰国
越南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坎摩

拉脱维亚 路易安娜

美国 纽约

缅甸 端迪

⻢来西亚 吉隆坡

新加坡 新加坡

芬兰 康阿斯阿拉

蒙古 乌兰巴托

俄罗斯 阿尼瓦

法国

老挝 万象

卢森堡

哥伦比亚 博雅卡



                                                          具体方法请直接与当地联络人取得确认。 

　　　　　　　　　　　　　　　　 

                                                   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报名事宜 

Ａ　报名资格 

　　〇 由各国家·地区的高中（或在该国·地区相当于日本高中的教育机构）推选3名高中生，组成参赛队伍。 

・必须由所在学校的一名老师带队参加。 
・每所学校只能投稿1 次，多次投稿无效。 

　　〇 有兴趣与其他国家·地区高中生通过摄影开展国际交流的高中生。 

Ｂ　作品主题　【我的家园】 

Ｃ　投稿规定 

　　①仅限电子版。 

　　➁仅限为公开发表作品（未在其他比赛中入选的作品）。 

　　　（初选后，如主办方在投稿作品中已发表作品或类似作品（即使只1 张），也将取消该校的决赛资格。） 

　　③每校仅限 1 队参赛，不接受多队同时参加。 

　　④投稿为1 组由 6 张照片组成的组照。 

　　⑤照片为RGB模式，文件格式为JPEG，⻓边在1024pixel以上、像素在72ppi以上。 

　　⑥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如数据量太大，可选择安全的网络中间站发送。 

　　⑦作品文件名请以数字 1-6命名。 

　　⑧[报名申请表]不要遗漏必填事项，务必征求所在高中校⻓同意（签字）。 

          存储为 PDF 格式，和作品一起添附发送。 

　　⑨投稿作品或被无偿发表在主办方的展览会、印刷品、网站或出版物伤，敬请知悉。 

Ｄ　投稿截止时间　2023年5月18日（周四）17时（日本时间）以收信时间为准 

Ｅ　投稿邮箱 
　　主委会　kouryu@town.higashikawa.hokkaido.jp 
　　中国区顾问 hujiawen@threeshadows.cn（三影堂） 

　　※邮件名请填写“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报名”，分别发送给主委会和中国区顾问。 

　　※收到投稿邮件后，如有需确认事项，主委会将回复邮件，请确保能接受来自主委会域名的邮件。 

Ｆ　作品评选方法 

　　由各国家·地区的 3位评审进行初审，选出入围高中。 

　　※部分国家·地区的投稿由当地顾问负责评审。 

Ｇ　初审结果发表 

　　①投稿作品评审将于 6 月下旬进行。 

　　②7 月上旬于官网公布入围校名单，并直接通知学校。请关注大赛官网。 

　　③入围校将获赠纪念牌和奖状。 

　　④入围校的作品将在决赛期间展示在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主会场。 

mailto:kouryu@town.higashikawa.hokkaido.jp


第８届高中生国际交流摄影节概要 

Ａ　内容 
　　来自各国家·地区的入围校（国外外入围校）汇聚北海道写真之町东川町，透过镜头诠释东川町的魅力景点。 

每天拍摄主题不同，在指定拍摄场所、时间进行为期3 天的拍摄，经选片、备展、命名后提交 6 张组照或 2 

张单独照片。 

※摄影节概要或有临时改变，敬请谅解。 

Ｂ　邀请访日期间＜决赛期间＞ 

　　2023年8月21日（周一）～27日（周日）＜决赛期间：2023年8月22日（周二）～26日（周六）＞ 

Ｃ　主会场 

　　①东川町综合交流设施 CentPureⅠ 

　　➁东川町内各景点 

Ｄ　日程（暂定） 

　　８/21（周一）　■进入东川町 

8/22（周二）　■拍摄团队纪念照　■开幕式　■日语研修　■说明会　■歓迎晚宴 

8/23（周三）　■撮影①　■选片①　■作品展示① 

8/24（周四）　■撮影②・选片②・作品展示②　■摄影让我们成为朋友　■评委点评 
　　　　　　    ■投票① 
8/25（周五）　■投票②　■撮影③・选片③・作品展示③　■摄影让我们成为朋友　 

　　　　　　　 ■归还器材（仅限需要者）　■投票③ 

8/26（周六）　■町外参观　■颁奖礼・闭幕式　■交流会 
8/27（周日）　■解散 

Ｅ　评委 

　　海外评委２名、国内评委５名 共 7 名 

Ｆ　摄影节奖项 

Ｇ　网络投票 

　　摄影节奖项中的特别奖由网络投票产生，谁都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 

　　接受投票时间如下： 

　　・作品①投票时间　2023年8月23日（周三）20：00～26日（周六）12：00（日本時間） 

摄影节奖项 团体奖 个人奖 内容

写真之町东川町奖（金奖） １校 １名 奖状・副奖

东川观光協会奖（银奖） １校 1名 奖状・副奖

北工学园奖（铜奖） １校 １名 奖状・副奖

特別奖（优秀奖） 
※協赞公司评选

２校 奖状・副奖

最受同学・顾问喜爱奖 ２校 ３名 副奖

特別奖（网络投票奖） ２校 ３名 副奖



　　・作品②投票时间　2023年8月24日（周四）20：00～26日（周六）12：00（日本時間） 

　　・作品③投票时间　2023年8月25日（周五）20：00～26日（周六）12：00（日本時間） 
Ｈ　参加経費 
　　各国家·地区入围校的 3 名同学和 1 名随行老师从主要机场往返东川的交通费、摄影节期间的旅费（住宿·餐

饮）由主办方负担。 

　　※从各国家·地区的高中往返主要机场的交通费及餐费自行负担。 

　　※主办方负担的住宿费仅限参加摄影节期间必要部分。 
Ｉ　其他 
　　①如需要进入日本或离开日本 72 小时前 PCR 检查阴性证明，检查费用由主办方负担，请妥善保管发票。 

　　➁东川町决赛期间，各设施均设有 Wi-Fi，但如需在户外使用网络，请视需要准备 SIM 卡、移动 Wi-Fi 等。 

　　③东川町决赛期间，各国家·地区学校均由翻译陪同，我们会尽可能安排母语翻译，如不能实现，也请谅解。 

　　④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访问日本期间请注意佩戴口罩、手部消毒、回避人群，预防感染。 

　　⑤邀请访日期间，如感染新冠病毒或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需听从主委会安排。 

　　　※入围校需要另行提交参加同意书。 

　　⑥邀请访日时，主办方会为大家加入伤害险，但如因感染新冠等原因导致访日期间延⻓、回国机票变更，经 

费超出等情况，或需自行负担。 
　  
 



             高中生国!交流"影#$名表

学校名
（中⽂）

（英⽂）

校⻓姓名            
（亲笔签名）

是否同意本校学⽣应征摄影节
□同意　□不同意
※请在□中画对号

学　校　地  址

邮编             
　　　　　　　　　
ＴＥＬ：（            ）            －            
ＦＡＸ：（            ）            －            
Ｅ-ｍａｉｌ：                 　　 ＠

顾问⽼师

（ 男・⼥ ）

※请画圈标注

姓 名
（中⽂）

（英⽂）

T恤尺码
□S　□M　□L
□LL　□其他（　　）

⻝物过敏等
需注意事项

Ｅ-ｍａｉｌ 　　　　　　　　　　　　　　　　　＠

学⽣１
（　　年）

（ 男・⼥ ）

※请画圈标注

姓名
（中⽂）

（英⽂）

T 恤尺码
□S　□M　□L
□LL　□其他（　　）

⻝物过敏等
需注意事项

是否使⽤主
委会提供器
材

使⽤　　・　　不使⽤
※请画圈标注
※不使⽤者请填写右侧事项

个⼈器材 
□相机（　　　　　　　）
□储存（　　　　　　　）
□读卡器 （  　　        　）

学⽣２
（　　年）

（ 男・⼥ ）

※请画圈标注

姓名
（⺟国語表記）

（英語表記）

T 恤尺码
□S　□M　□L
□LL　□其他（　　）

⻝物过敏等
需注意事项

是否使⽤主
委会提供器
材

使⽤　　・　　不使⽤
※请画圈标注
※不使⽤者请填写右侧事项

个⼈器材
□相机（　　　　　　　）
□储存（　　　　　　　）
□读卡器 （  　　        　）

学⽣２
（　　年）

（ 男・⼥ ）

姓名
（⺟国語表記）

（英語表記）

T 恤尺码
□S　□M　□L
□LL　□其他（　　）

⻝物过敏等
需注意事项



1/2

※１．上⽅粗框内为必填项⽬。
※２．必须获得校⻓签名，⽆校⻓签名则不予受理，请校⻓务必在应征同意栏中做出标注。
※３．初赛通过后，将为顾问⽼师和同学们制作决赛专⽤ T 恤，所以请提供个⼈尺码。

   ※４．本报名表所记载个⼈信息只⽤于摄影节联络，未经本⼈许可不会向第三⽅透露。
　※５　个⼈器材栏若⽆填写，则视为在摄影节决赛期间使⽤主委会提供器材。
　※６　⻝物过敏栏为⾃愿填写，我们会根据填写内容安排摄影节期间饮⻝。
　※７　顾问⽼师、学⽣1、学⽣ 2、学⽣ 3 请按照实际参加者填写。

※请画圈标注
是否使⽤主
委会提供器
材

使⽤　　・　　不使⽤
※请画圈标注
※不使⽤者请填写右侧事项

个⼈器材
□相机（　　　　　　　）
□储存（　　　　　　　）
□读卡器 （  　　        　）

应征作品题⽬

（中⽂）

（英⽂）

应征作品张数 ６　张　　　　　　　　　※以【我的家园】为主题的组照

应征作品种类 １:⿊⽩　２:彩⾊　３:⿊⽩･彩⾊混合  　　※请画圈标注

说明　≪如需对作品进⾏说明，或为每张作品命名（标题、说明），请在此记录≫

※此表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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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无需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