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izzConline 社群展數位敘事比賽  

官方規則 

1. 參賽資格。  於德拉瓦州設立之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暴雪」）為 BlizzConline 社群展數位敘

事比賽（下稱「比賽」）的贊助者。符合下述條件且報名參賽的個人始有資格參加比賽，條件包括：（I）

擁有授權許可，能以個人名義登入透過暴雪的線上遊戲服務註冊且信譽良好的暴雪  BATTLE.NET 完整帳

戶，； （II）為美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貝里斯、玻利維亞、保加利亞、

智利、加拿大、克羅埃西亞、丹麥、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愛沙尼亞、法國、芬蘭、德國、希臘、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香港、匈牙利、冰島、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牙買加、日本、哈薩克、拉脫

維亞、立陶宛、盧森堡、澳門、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秘魯、波蘭、葡萄牙、波多黎各、羅馬尼亞、

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南非、南韓、西班牙、卡達、瑞典、瑞士、台灣、捷克共

和國、荷蘭、中國、烏克蘭、英國、千里達及托巴哥、突尼西亞、土耳其與委內瑞拉之居民；且（III）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已屆所在國家／地區居民的法定成年年齡；若於 2020 年 9 月 21 日當天個人未滿所在

國家／地區居民的法定成年年齡，個人得於報名參賽時提交經父母或監護人簽署的書面聲明，書面聲明

必須經父母或監護人閱讀、知悉並同意遵守賽事規定，此協議書代表其以父母或監護人及參賽者本人同

意遵守賽事規定，且參賽者為（a）年滿 13 歲的美國居民或是歐盟會員國居民（不包括西班牙及／或英

國居民）；（b）年滿 14 歲的西班牙、英國或俄羅斯居民，或（c）年滿 15 歲的大韓民國居民，及（IV）

非美國北達科他州、佛蒙特州、康乃狄克州或馬里蘭州、加拿大魁北克省、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或澳大利

亞首都特區之居民（以下稱「參賽者」）。如果你不是這些國家／地區的居民，及／或因為其他原因不

符參賽條件，你將無法贏得獎金與獎品。參賽者必須完成報名程序，且暴雪以下列的指定格式收到資料，

才有獲得獎金與獎品的資格。每位參賽者最多只能提交一份作品參加比賽。暴雪、其母公司及其各自之

任何關係企業、子公司、代理人、專業顧問、廣告暨行銷代理機構之董事、員工與雇員及其各自之直系

親屬均無權獲得任何獎金或獎品。適用所有相關聯邦法規、州法規與地方法規。比賽無參賽或獲獎費用。

此要約於禁止地區無效。若有任何爭議，用於報名參賽的電子郵件地址之所有人將被視為報名參賽人。 

2. 免責聲明。 暴雪、所有合作贊助者及其各自之母公司、子公司、關係公司、董事、員工、專業顧問、雇

員與代理機構將不需為以下事項負責：（a）在訊息傳遞或參賽過程中的任何延誤、遺失、流程失誤、亂

碼、失真或損害事件；（b）電話、電子儀器、硬體設備、軟體程式、連線、網路或其他電腦或通訊相關

之故障或器材失靈狀況；（c）任何超出暴雪控制範圍之賽事中斷、受傷、損失或傷害事件；或（d）任

何與比賽相關的素材之印刷或打字錯誤。 

3. 比賽時程。   比賽之報名時間（詳見下表）將於太平洋夏令時間 2020 年 9 月 21 日早上 10 點整開始，參賽

報名受理至太平洋標準時間 2021 年 1 月 4 日晚上 11 點 59 分（下稱「截止時間」）。 

4. 如何參加。 參賽者必須完成報名表格並提交一部原創、未經公開播映之數位電影（下稱「電影」），且

電 影 必 須 以 「 暴 雪 歷 史  30 年 」 為 主 題 （ 下 稱 「 主 題 」 ） ， 並 將 其 上 傳 至 

https://blizzard.qualtrics.com/jfe/form/SV_40ic7lnWCsboBuJ 。在此重申，電影必須為你的原創作品，且以

暴雪之互動遊戲作品中的角色、場景或主題為基礎創作，影片內容不得包含現有或已經發布之全部或部

分影片內容。  上傳之電影應符合下列條件： 

1. 電影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0 MB； 

2. 電影長度應少於三（3）分鐘； 

3. 參賽者得使用數位動畫工具為電影創作無法於遊戲中取得的動畫，不過僅限於角色表情、姿勢與

手勢。 

https://blizzard.qualtrics.com/jfe/form/SV_40ic7lnWCsboBuJ


4. 電影中包含之所有歌詞或配音音軌皆需以英文製作，且不得包含露骨或低級用語； 

5. 電影中包含之所有音樂都必須是參賽者之原創音樂，且由參賽者親自演奏，暴雪產品之配樂則不

受此限制；  

6. 如果影片內容中有任何你以外的人出演，你必須獲得使用演出者之角色、外觀、語音、姓名與演

出之權利，並得將該等權利授權予暴雪； 

7. 電影所使用之暴雪產品內容仍受「最終用戶授權協議」之條款規範，應根據規則嚴格執行。此外，

為比賽提交之電影應符合「暴雪影片條款」之規定，你可以在這裡檢視相關內容。若暴雪認定電

影在製作過程中違反了前述之協議及／或條款，例如：在過程中使用「私人伺服器」，電影將失

去比賽之參加資格。 

5. 評比。我們會在最後提交截止時間前選出比賽之優勝者。暴雪有權根據參賽者電影作品之原創性、創意、

真實度進行評比，自行選出品質最優異、最能傳達主題訊息之電影作為優勝作品。暴雪擁有最終決定權。

暴雪會在 2021 年 2 月 18 日當日或之前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比賽之優勝者。優勝者必須遵照通知中之指示以

獲得獎金與獎品。獲獎電影可能會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與 2 月 20 日的「BlizzConline」實況節目的社群展

公開，暴雪有權變更活動。 

6. 獎金與獎品。 

a. 第一名得主。暴雪將選出一（1）名合格參賽者作為「第一名得主」，且獲獎者將可獲得以下之獎金

與獎品：（i）$4,000.00 美元；以及（ii）一（1）張由暴雪主辦的下屆現場 BlizzCon 活動門票，零售價

值約合 $229.00 美元（請見以下 6d（i）部分的內容以了解 BlizzCon 門票獎品之相關限制）。 

b. 第二名得主。暴雪將選出一（1）名合格參賽者作為「第二名得主」，且獲獎者將可獲得以下之獎金

與獎品：（i）$2,000.00 美元；以及（ii）一（1）張由暴雪主辦的下屆現場 BlizzCon 活動門票，零售價

值約合 $229.00 美元（請見以下 6d（i）部分的內容以了解 BlizzCon 門票獎品之相關限制）。 

c. 第三名得主。暴雪將選出一（1）名合格參賽者作為「第三名得主」，且獲獎者將可獲得以下之獎金

與獎品：（i）$1,000.00 美元；以及（ii）一（1）張由暴雪主辦的下屆現場 BlizzCon 活動門票，零售價

值約合 $229.00 美元（請見以下 6d（i）部分的內容以了解 BlizzCon 門票獎品之相關限制）。 

d. 獎金與獎品細項。 

（i）  BlizzCon 門票獎品限制：參賽者了解並確認，若暴雪在 2022 年 11 月 22 日前未舉辦

任一 BlizzCon 活動，暴雪將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支付 $229.99 美元予此活動比賽之優勝者，作為其

獎金與獎品內容中「下屆 現場 BlizzCon 門票」之替代品。 

（ii）  一般獎金與獎品細項。 暴雪將根據優勝者之居住國家／地區、美國及／或加州之

法規，從獎金與獎品中預扣任何暴雪應扣繳之稅金。任何其他與收據或任何獎金與獎品使用相關之

聯邦稅金、州稅金及地方稅金係屬優勝者之個人責任。   所有獎金與獎品都會被發放。贏得獎金與

獎品的優勝者在接受獎金與獎品之前均須簽署資格認證宣誓書。若獎金與獎品無法投遞或因其他原

因無人領取，在投遞通知送出之後的十五（15）天之內，將視為受獎人自動棄權，該獎金與獎品將

授予另一名替代的優勝者。獎金與獎品無法轉讓。任何獎品不得以其他物品替代或交換（包括現金

在內），暴雪有權將任何獎品以同等價值或更高價值之獎品替代，此為例外。一個家庭或地址僅限

一個獎品。獎金將透過直接存入優勝者提供給暴雪之銀行帳戶的方式交付。所有獎品與獎金均以

https://www.blizzard.com/en-us/legal/dd76b654-f2c4-4aaa-ba49-ca3122de2376/blizzard-video-policy


「現況」授予得獎者，且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銷性或適用於某特定

目的之默示擔保）。 

7. 暴雪對參賽者作品之使用權。你在此同意，因暴雪賦予你參加比賽之機會，你於此賦予暴雪永久的、無

條件的、全球範圍內的許可與權利，得使用你提供予暴雪、與比賽相關之參賽用的材料（合稱「參賽材

料材料」）。參賽者將無法取回參賽材料。在不限制前述內容之一般性的前提之下，你確認暴雪對於參

賽材料擁有永久的、全球範圍內的使用權，有權修改、複製、出版、表演、展示、散布、製作參賽材料

之衍生作品，且得以透過任何方式（包括現有媒介或此後開發出之媒介）利用參賽材料作為商業用途或

非商業用途，且無須對參賽者、任何其他人或實體做出額外補償。參賽者同時與此聲明並擔保自身擁有

所有於以上授權條款中須授權給暴雪的所有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角色、外觀、語音、姓名，以及於影

片中出現之任何個人演出之使用權。經暴雪要求並由暴雪出資，在合理範圍內，你同意採取任何進一步

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執行宣誓書及其他文件之內容）以促使、完善或確認暴雪如本第 7 條上方內容所

述的權利。 

8. 原創作品之著作權。你於此聲明並擔保以下事項：（a）對於所有由你提交之參賽材料，你擁有一切權利；

以及（b）所有參賽材料皆為你的原創作品，著作權為你所有，且並非任何其他作品之全部或部分複製之

成果，也不違反、侵占或侵害任何他人或實體之版權、商標權或其他財產權。 

9. 資料蒐集。 報名文件中有一份調查問卷，要求你填入姓名、電子郵件地址、BattleTag、國籍，以及居住

國家／地區（如適用）。參加比賽即表示，若你被選為優勝者，你同意暴雪使用你的資訊通知你任何開

放中之暴雪職缺資訊，並在使用你所提交之作品作為比賽宣傳素材時提及你的姓名。如上所述，未滿居

住國家／地區法定成年歲數的比賽參加者，若未向暴雪提供父母或監護人免責聲明，不得參賽（如上方

第 1 條所述）。若暴雪得知未滿居住國家／地區法定成年歲數之參賽者未提供父母或監護人免責聲明，

暴雪將刪除、抹除或銷毀任何及所有從參賽材料中取得之可供辨識個人身分的資訊。若你是法國及／或

任何其他符合比賽參加資格國家之居民，根據資料蒐集與處理相關之法國法律規定，我方在此告知：美

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為資料蒐集方，而蒐集完成之資料將會被轉移至美國。你可以透過申請的方式

要求我方提供你的個人資料。你也有權在某些特定狀況下反對資料蒐集。如欲行使此權利，請寫信告知

我們，收件人為「The BlizzConline Community Showcase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est – Personal Data」，收件

人地址為 Blizzard Entertainment, P.O.Box 18979, Irvine, CA 92612。你也可以透過申請的方式，取回你的個人

資料。不過，若你在選出受獎人與頒發於第 6 部分列出之獎金與獎品之前取回你的個人資料，你將失去

比賽之參加資格。 

10. 通用免責條款。  參加比賽即表示，對於任何比賽或獎品與獎金之交付、錯誤交付、收受、持有、無法使

用之情形所導致或相關的求償、費用、傷害、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與個人傷害、死亡、財產之損

害或毀損、肖像權或隱私權、不當曝光所造成之誹謗或形象受損問題相關之求償、費用、傷害、損失或

損害，不論其為蓄意或非蓄意），不論是以違反合約、民事侵權（包括業務過失在內）或違反擔保為由，

你同意放棄任何及所有對暴雪、合作贊助者及其各自之母公司、子公司、關係公司、董事、員工、專業

顧問、雇員與代理機構（合稱「免責人」）提起民事訴訟之權利，免責人也無須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11. 宣誓書與免責聲明。 作為獲得獎金與獎品之條件，優勝者必須簽署資格認證宣誓書，將文件交給暴雪，

並執行其內容，包括官方規則同意書與免責聲明在內。 

12. 優勝者名單；規則要求。如想獲得紙本優勝者名單，請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後，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

使用郵資預付之商用信封，寫明寄件人姓名和地址，並透過以下地址寄給暴雪：收件人「The BlizzConline 

Community Showcase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est - Winners List」，收件地址 Blizzard Entertainment, P.O.Box 

18979, Irvine, CA 92612。如想取得紙本規則文件，請使用郵資預付之商用信封，寫明寄件人姓名和地址，



並透過以下地址寄給暴雪：收件人「The BlizzConline Community Showcase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est - Rules 

Request」，收件地址 Blizzard Entertainment, P.O.Box 18979, Irvine, CA 92612。華盛頓州與佛蒙特州居民可

免付回郵郵資。  

13. 著作權聲明。 比賽及比賽所有相關素材為 © 2020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版權所有。 

14. 其他項目。 比賽及官方規則將受美國法律管轄、解釋及詮釋。參賽者同意遵守官方規則與暴雪決策；暴

雪之決策在各方面均有效，且擁有最終決定權。若遇到病毒、錯誤、未經授權人員的干預，或有任何致

使業務中斷之事件出現，進而直接或間接造成超出暴雪合理控制範圍之危險情況，包括但不限於：（1）

不可抗力之自然因素；（2）戰爭；（3）罷工事件或勞資糾紛；（4）具有高度傳染力之疾病（例：SARS、

退伍軍人病、冠狀病毒、禽流感）；（5）政府法規或指引（包括旅遊警示在內）；（6）內亂；（7）恐

怖主義或恐怖主義威脅；（8）使暴雪舉辦比賽之能力受到影響的大眾運輸服務或機構限制；（9）災難、

火災、地震、颶風或警報；或（10）任何其他超出暴雪合理控制範圍，且使暴雪無法完全掌控比賽之行

政管理或活動維安之事件，或使暴雪無法讓比賽如計畫進行之事件，暴雪有權隨時自行決定更動官方規

則、中止或撤銷比賽。違反官方規則、干擾比賽進行、參與任何對暴雪、比賽有害或不公之行為之比賽

或任何其他賽事之參賽者（暴雪於各類狀況擁有自由認定之權利），將受到撤銷比賽參加資格之懲罰。

對資格認定有疑慮之參加者、已遭取消參賽資格之參加者，或因其他原因失去進入比賽會場資格之參加

者，暴雪有權禁止其入場。如果你對比賽的官方規則有任何疑問，請寄送電子郵件至 

BlizzConlineDigitalStorytellingContest@blizzard.com，或以書面方式將你的疑問寄至「 The BlizzConline 

Community Showcase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est」，收件人地址為 Blizzard Entertainment, P.O.Box 18979, 

Irvine, CA 92612。 

15. 比賽暴雪。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為比賽之贊助者。 

mailto:BlizzConlineDigitalStorytellingContest@blizzar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