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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評參選規則及費用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16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亞洲出版業協會 

「2016 年度卓越新聞獎」 

 
 

1.  簡介  

第十八屆「卓越新聞獎」(SOPA Awards) 現已開始接受提名。該獎是亞洲出版業協會為表 彰亞太區內主

流報紙、雜誌、通訊社及網絡出版刋物中的傑出代表而設，一年評選一次。參選報導中英文不限，但必須在

2015年內出版。 

 
2. 參選須知   

請仔細閱讀以下參選規則及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報名機構，其參賽資格或會被本協會取消。 請特別注意，“

年度記者”以外獎項的參選若為「系列」式文章或圖片，主題必須一致。參 選者需在提名信中對該主題作出

相應描述。提名信是參選者向評審闡述作品的機會，因此請慎重填寫。參選者亦可加入報導的背景環境、主題

重要性以及影響力等，另外請説明該報導是如何實現採編目標的。 

 
詳情請參閱<常見問題與解答>  www.sopawards.com 

 

3. 截止日期   

請於 2016 年 2 月 25 日或 以前遞交作品。網上申請系統將於當日下午4 點整 (香港時間) 關閉。 

 
4. 參評資格   

(1) 提名出版物必須是亞太區內擁有廣泛讀者基礎的中文或英文印刷媒體，網絡出版刋物以 及新聞通訊社

。雜誌至少一年出版四期；報紙至少一周發行一次；網絡出版刋物則須每週更新。網絡出版物可以是獨立運

作的網站，亦可為印刷媒體或廣播節目的一部分。 

 
(2)  提名出版物可分為 A、B、C 三組: 

A 組: 在三個或以上國家大量發行的英文報紙，發行量超過 5 萬份的英文雜誌，以及平均每月有超過 500 

萬獨立訪客的英文網站，請參加 A 組; 

B 組: 主要在一個或兩個國家發行的英文報紙，發行量低於 5 萬份的英文雜誌，以及平均每月少於 500 萬

獨立訪客的英文網站，請參加 B 組; 

C 組:  中文出版刋物，包括中文網站及通訊社，請參加 C 組。 

 
備註:         附屬於印刷媒體或由印刷媒體發行的網絡出版刋物，所屬組別與該印刷媒體一致。獨 

http://www.sopaw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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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運作的網絡出版刋物，屬於 B 組或 C 組。 

 
“年度記者”將會從 A、B、C 三組所有提名中選出一位獎項得主。 

 
(3) 由網絡出版刊物、通訊社以及貿易刊物提名的作品可以競逐所有報導類、寫作類及攝影 

類獎項 

 
(4)  參選作品必須在 2015 年度首次發表。 

 
(5) 參選作品必須由該出版機構獨家發表，不可出現在其他出版刋物上。 

 
(6) 參選作品應突出亞太角度，主要的採編工作也必須在區內完成。為了體現獎項設立的宗 

旨，這裡所指的“亞太地區”包括印度次大陸、北亞、東亞、東南亞、澳洲、紐西蘭以及太平洋

群島、阿富汗及中亞共和國。伊拉克、伊朗及中東地區則不在此範圍內。 

 
(7) 參選作品可以是一名記者的單獨報導，也可以是多名記者的共同報導。每份作品最多可 

參與兩個獎項的評選(不適用於“年度記者”以及“卓越雜誌設計” 獎)。參選作品的語言 

必須為發表時使用之語言。 

 
(8) 參選報導若為「系列式」文章或圖片輯，必須有一致的主題。請在提名信中清晰地表述 

該主題。(不適用於“年度記者”獎) 

 
(9) 攝影作品在不損害其內容真實性的基礎上可做基本剪裁與編輯，但不可以捏造或篡改影 

像信息。 

 
(10) 若參選作品的公正性、準確度曾受到質疑，遞交提名信時應寫明被質疑之內容以及出 

版機構對此所作之回應，如更正、聲明等。 

 
5. 獎項設置   

 
所有出版刋物（包括網絡媒體和通訊社）均可參選 : 

 
1. 女性議題新聞   

表彰原創的亞洲女性報導。（例如女性參政、女性權益、針對女性的暴力、女性經濟狀況的 

改善、工作中的女性、戰爭中的女性、女性與宗教、女性領導力培養等議題。）典型的參選作品

應是對女性生活以及她們所面對的挑戰的探究。 

 
2. 卓越網絡新聞奬   

表彰運用多媒體形式（例如文字、攝影、幻燈片、影片、互動性圖表、社交媒體等）描述某

一觀點、事件、趨勢、人物，或闡述重大議題的原創新聞報導作品。（僅可使用 URL 鏈接遞 交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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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卓越人權報導奬   

表彰反映重大人權問題的優秀報導。 

 
4. 卓越專題特寫奬   

表彰能深入描述某一觀點、事件、趨勢、人物，或闡述重大議題的優秀報導。僅限提交一件

作品。 

 
5. 卓越雜誌設計奬   

表彰具有高水準視覺表達效果的雜誌。僅適用於雜誌 

 

6. 卓越生活時尚報導奬   

表彰對生活及時尚類話題有獨創見解的優秀報導。 

 
7. 卓越解釋性新聞奬   

表彰以新聞報導、寫作及深度分析的方式解釋重要議題的優秀作品。 

 
8. 卓越新聞攝影奬   

表彰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備註：作品必須被提名出版物採納並獨家使用） 

 
9. 卓越經濟報導奬  

表彰對商業和經濟領域重要議題的優秀報導及分析。 

 
10. 卓越數據圖像奬 

表彰利用視覺技術、能清晰有效表達信息的圖表作品。（可使用 PDF 文檔或 URL 鏈接遞交 

作品） 

 
11. 卓越突發性新聞奬   

表彰對突發事件、在截稿時限內、仍能保證新聞質量的優秀報導。 

 
12. 卓越評論奬   

表彰鼓勵公眾參與探討重大議題的觀點及社評。 

 
13. 卓越漫畫奬   

表彰對重要議題發表評論的優秀漫畫作品或社論漫畫。（備註：作品必須隱含對所繪人物或 

現象的看法） 

 
14. 卓越環境報導奬   

表彰反映重大環境問題的優秀報導。 

 
15. 卓越特寫攝影奬   

表彰優秀的專題攝影作品。（備註：作品必須被提名出版物採納並獨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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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獨家新聞奬   

表彰在社會上引起重大反響、並吸引競爭媒體跟進報導的獨家新聞。 

 
17. 卓越調查報導新聞奬  

表彰運用各種媒體資源，在重大議題上為維護公眾利益發聲的報導(包括社評、照片以及圖 

表)。例如曝光犯罪、貪腐等行為，以及對其他制約權力的報導。 

 
18. 年度記者奬   

表彰在新聞採寫方面展示出優異才能的新聞記者。這一獎項接受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及錄像 

記者的提名。文字記者須提供 3-5 篇文稿；攝影記者及錄像記者須提供 3-5 張攝影圖片或錄 

影片段，可以是為不同文章拍攝/錄影的單張圖片/錄影片段，也可以是發表在一篇文章內的攝影組

圖/系列片段。一家出版物只能提名一位 記者。（備註：“主題一致”、“同一作品最 多可參與兩

個獎項的評選”的要求不適用於此獎項）攝影圖片可使用 PDF 文檔或 URL 鏈接 遞交作品，

錄影片段只能以 URL 鏈接遞交作品。 

 
6. 遞交作品   

(1) 除“年度記者”和“卓越雜誌設計”外，提名出版物為每一獎項最多可以提名兩份 作 品。“

年度記者”和“卓越雜誌設計”只接受一個提名。 

 

(2) 除以下獎項外，其他獎項的每件參評作品最多可包含五篇文稿或圖片：  

(a)“卓越專題特寫”- 每件作品只允許提交一篇文稿； 

 (b)“卓越雜誌設計”- 參評作品只可為某一期雜誌。 

 
(3) 除以下獎項外，每件參選作品的內容必須一半以上為文字： 

卓越特寫攝影、卓越新聞攝影、卓越數據圖像、卓越漫畫及卓越網絡新聞 

 

 
(4) 每個提名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a)  參選報導（一件文稿或圖片使用一個 PDF 文檔或一條 URL 鏈接） 

(b) 填寫完整的網上報名表 

(c) 填寫完整的網上提名信 

 

備註  ：基於便利、安全、節省成本的考量，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只接受網上報名。所有 

表格必須在「2016 年度卓越新聞獎」的官方網站（http://www.sopawards.com/）上遞交， 恕

不接受以電郵遞交的申請。 

 
(5) 各獎項類别若少於五份參選作品，大會將會取消該獎項類别。在此情況下，亞洲出版業 

協會將會向作品提交者發出「參賽費用預支憑證」，用作支付下年度參賽費用。 

 
(6)  參加 C 組的新聞媒體必須用中文和英文填寫申請表，並用中文填寫提名信。 

http://www.sopaw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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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名信中必須說明參選作品入圍依據、出版刋物的採編目標以及該報導如何實現這些目 

標，同時亦可提供相關背景資料以幫助評審更全面地了解該作品。「系列式」報導的文稿或圖片

輯必須反映同一主題，並在提名信中予以說明。該系列能否有效實現提名信內所述之採編目的

，也將成為評審依據。“年度記者”的參評作品不必滿足“反映同一主題”是項要求。 

 
(8) 若選擇以 URL 鏈接遞交作品，該鏈接在 2016 年 2 月至 5 月期内必須有效。而「系列式」 

報導的文稿或圖片輯，一篇稿件須使用一條鏈接。作品必須在 2015 年度內首次發表，可以 

是一次性發表，也可作爲持續性的長期項目發表。不同類別的獎項對參選作品所含稿件數目有

不同上限，但最多只可遞交 5 條鏈接。若 URL 鏈接須要登入名稱及密碼，請在網上報名表

上列明。無效的 URL 鏈接將影響評審，大會亦不會知會提交作品人士。 

 
(9) 攝影和設計類的作品不應裝裱。請遞交最終發表的作品，而非原始圖片，並註明發表刊 

物的期數和相關頁碼。由多張照片組成的攝影專輯應註明哪幾張照片將參加評選。未註明參選

作品之申請將不被接納。 

 
(10) 亞洲出版業協會保留出版參選作品的權利。 

 
7.  聲明  

亞洲出版業協會「  2016 年度卓越新聞獎」委員會將保留對以上規則及相關要求的最

終解釋權。中文版的內容若與英文版有出入，應以英文版為準。若無足夠數量的參選

作品達到獎項的評審標準，該獎項可懸空。委員會所作決定將成為最終結果。   

 
8. 參評費用及付款方式   

1) 參評費用由出版刋物的發行量和每月獨立訪客數目決定 
 

A 組 在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大量發行的英文報紙，發行量超過    5   萬份的英文雜誌，以及 

平均每月有超過 500 萬獨立訪客的英文網站 

B 組 主要在一個或兩個國家發行的英文報紙，發行量低於   5   萬份的英文雜誌，以及平均 

每月少於 500 萬獨立訪客的英文網站 

C 組 中文出版物，包括中文網站及通訊社 

 

參評費用  A 組 B 組 C 組 

非會員 1,500 港幣 900 港幣 900 港幣 

SOPA 會員* 1,300 港幣 800 港幣 800 港幣 

*  所有組別的 SOPA 會員均享有 15%的優惠。 

 
2) 付款方式 

所有參選費用必須使用 PayPal 支付。我們也接受通過 PayPal 交易的 VISA 和 Master Card。 

你也可以選擇通過 PayPal 的私人帳戶付款。 

 
3) 如對亞洲出版業協會「2016 年度卓越新聞獎」相關事宜有任何疑問，可通過以下方式聯 

繫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電郵：sopawardshelp@gmail.com 

mailto:sopawardshel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