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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F Film Academy(BFA)簡介

1. BFA成立背景
釜山國際電影節已經走出亞洲, 並和世界各地的優秀電影節形成了緊密的網絡。 世界著名導演和明星們紛紛

在釜山國際電影節的紅地毯和銀幕上亮相，釜山國際電影節作為亞洲頂級電影節的地位日益巩固。

釜山國際電影節自2005年開設AFA(Asian Film Academy)以來，在過去十數年間面向亞洲32個國家的青年電影

人運營了電影制作工作坊及電影制作指導等教育項目；參加過AFA的數百名新電影人現在已在各國電影界和

世界各優秀電影節中嶄露頭角。

為了超越自身電影慶典的定位， 給未來世界電影節帶來更大助益， 釜山國際電影節開設了正式的學位教育項

目 —BFA(BIFF Film Academy)。

釜山國際電影節將在AFA中累積到的教育經驗同釜山地區完備的電影設施相融合，與電影教育專業優秀的大

學合作，將BFA(BIFF Film Academy)的學生培養成為創意性、專業性及自主性兼備的世界高級專業電影人才。

2. BFA運營
BFA學位課程以釜山國際電影節進行先進的教育項目開發，
東西大學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提供優秀的教育環境及教務管理 ， 
釜山國際電影節成立的合資公司BX+對留學生的學習及生活予以支援的三方合作方式運營。

出道平台

學位授予 野战教育

釜山國際電影節
將累積的教育成果和學位課程相結合

開發/設計先進的教育課程
聘請韓國電影製作大師

提供電影制作現場體驗機會並予以認證

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

世界排名前20的電影學校(Variety)
亞洲大學生電影節主辦大學

運營正規教育課程
提供最新的教育場地和設備

BX+

運營 BIFF 結合項目
課程輔導（補充學習）
導師輔導制教育
K-culture 體驗
安全及便利服務

BIFF Film Academy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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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大學



現場參與型教育
課程與釜山國際
電影節活動相結

合，影視產業與藝
術共存的教育

BIFF Film Academy 

BFA
教育目標
以學習者發揮自主創意，
實踐型工作坊為中心的教育

故事講敘型教育
以故事講敘課程
為中心，邀請國
内外巨擎指導

培養國際人才
培養活躍在在多種
領域和環境中的
國際藝術人才

▶ (電影學)學位課程
- 取得合作大學的學位（本科/碩士）+BFA結業證
- 和釜山國際電影節項目相聯接的教育課程

- 提供專業、系統的留學支援服務

▶ (韓語) 預科班

招生簡章 4

- 入學BFA 預科班後取得BFA預錄取通知書

- 在合作大學的語學院學習，

通過相當於TOPIK3級的考試後入學本碩課程



BFA運營機構Ⅱ.
自2009年英國布拉德福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電影之

都”稱號以來，釜山於2014年成為首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授予“電影之都”稱號的亞洲城市。釜山的電影歷史、電影產

業及藝術價值獲得了廣泛的認可；釜山也衝出韓國，朝着

亞洲主要電影之都的方向前進。

電影的行政中心 ：釜山Centum City
位於海雲臺區的Centum City聚集着許多影視機構，其中韓

國頂級的影視中心 - 電影殿堂不僅一年365天不間斷地上映

各種類型的電影，而且每年都會在此舉辦各種電影節。

位於釜山的影視機構
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 釜山影視委員會(BFC)、韓國電影

學院(KAFA）、釜山亞洲電影學校(AFIS)、影視等級委員會

(KMRB)、電影殿堂、 釜山電影拍攝基地 、釜山觀眾媒體中

心， Busan Sound Station， 釜山電影體驗博物館等。

最好的電影拍攝地 ：釜山
釜山是觀客數量超千萬的許多韓國電影及好萊塢《黑豹》

（2018）等電影的取景拍攝地，作為名副其實的電影拍攝

聖地，有許多可以進行取景拍攝的景點。

“ 韓國最大的電影拍攝地, 
 亞洲電影的潘多拉星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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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電影之都 - 釜山



(출처:공공누리, 부산광역시)

招生簡章556666招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 釜山國際電影節
成立於1996年的釜山國際電影節(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是韓國
乃至亞洲最重要的電影節之一 。 釜山國際電影節得到韓國政府、 釜山市
政府、電影界、企業界等組織機構的援助支持，每年的10月份在韓國第二
大港口城市釜山舉辦 。

釜山國際電影節於2018年5月當選為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FIAPF）國際
電影節常任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由戛納國際電影節、威尼斯國際電影
節、柏林國際電影節等世界10個電影節組成 。

釜山國際電影節是韓國乃至亞洲電影發展的積極推動者。作為海外電影人

最喜歡去和最常去的電影節之一，幾乎每年都有海外電影和海外電影人在

釜山國際電影節的紅地毯上登台亮相並獲獎。釜山國際電影節在其成長為

最具權威性的電影節之一的過程中，以其豐富多彩的影視内容赢得了專業

電影人及廣大影迷的積極支持和擁護。

招生简章生簡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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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西大學（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
東西大學是以特性化、國際化、信息化3大戰略為基礎，根據創新型社會的

要求進行教育的未來型大學。以電影·影像、游戲、動畫、VFX、設計領域的

特色教育培養面向世界的各領域的文化内容專業人才 。

東西大學以研究所及國際合作項目為基礎，實用性和獨創性兼具的專業人才

培養為目標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國際性人才，並做出了持續深化擴大實質性研

究等各方面努力 。

東西大學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成立於2008年，位於韓國最大的影視集群

Centum City地區。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以優秀人力物力資源為基礎, 構建了

立體化產學合作教育體系，進行特色化教育；

同時，電影系擁有被譽為韓國電影界永 垂不朽的歷史—林權澤導演，以及

在韓國電影界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的各領域專家，以及海外著名學院的電影

理論研究學者等超强師資陣容 。

東西大學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的國際水平也不容忽視。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

被美國兩大電影專業雜志之一《Variety》 介紹為"World top 20 film 

schools"之一， 躋身世界著名電影學校行列 。

東西大學電影系和東西大學一般研究所電影系都是以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的

師資陣容和教育設施為基礎開設的，通過和現場緊密連接的教育培養電影專

業人才。

“ BIFF首選合作學校，擁有韓國
   最先進的設備、最雄厚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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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是釜山國際電影節為打造未來指向型的藝術教育而成立的合資公司。

BX+和釜山國際電影節及東西大學一起在學習方面提供支援以使來韓國留學的外國學生順利地度過留

學生涯並實現能力提升，在融合了理論和現場的釜山國際電影節項目運營上提供幫助以强化學生的

電影創造力，同時還在研究生論文寫作過程中的論文構成、論文資料翻譯過程提供協助。通過這些

支援服務在學校的過程之外培養學生自主發現並解决問題的創新能力。

而且BX+提供的支援服務不僅僅只在教育層面，為使離開故鄉的留學生們适應韓國的生活，還提供定

期的諮詢溝通、韓國文化體驗、學生安全及便利生活等各項服務；通過這些全方位的支援服務使留

學生在BIFF Film Academy順利地完成學業、使釜山成為留學生的第二故鄉。

招生簡章 8

 Education for Film, 
 Education through Film
 電影專業教育, 電影方式教育

4. 和其他大學的連結

- 釜山大學,  慶星大學,  東義大學

5. BX+



2. 本科(新生)
■ 概要

學制 招生人數 招生次數

4年制
電影 20人左右
表演 20人左右 每年一次（ 秋季學期 ）

■ 學分要求
項目 教養必修 教養基礎選修 教養選修 專業選修 畢業學分
學分 16 3 21 69分及以上 130分及以上

Ⅳ.
釜山 (東西大學
Centum校區) O

1. 招生專業

9

項目 位置 學院 系所
語言

備注

林權澤電影藝術學院
（藝術體育類）

本科(新生)

韓語 英語

電影系 電影專業
表演專業

Ⅲ.BFA學位教育
- 同釜山國際電影節相結合的全球性教育課程

- 以技術和現場為中心培養電影制作專業人才

- 世界電影巨匠直接言傳身教的教育體系

- 開設可以提高學生能力和興趣的各類型課程和教育服務

專業内容及畢業條件

學位課程特點

釜山 (東西大學
Centum校區) O一般研究所研究所

（碩士）
電影學系
-制作方向

O



■ 開設課程

專業 課程

“ 由頂端的電影教育專業團隊數年間 
嘔心瀝血研發的現場實操教育課程 ”

1年級 人文學教養

- 培養人文素質
- 專業入門
- 探索專業

2年級 基礎技術

-  敘事技巧1
-  增強形象構成能力
-  專業方向選擇和方向

培養（電影製作專
業/媒體表演專業）

3年級 專業深化1

-  [集中教育]强化各專
業技能課程的專業技
術力量

-  研習會作品制作
-  電影制作專業Track

認證(License)考試

4年級 專業深化2

-  專業技能課程(Track)
認證(License)賦予

- 畢業作品制作

-  1年級共同課程後，對每個學生進行面試(素質及語言)，根據面試結果可選擇專業(電影制作或媒體表演)
-  電影制作：2年級第2學期選擇技術Track → 進行深層教育（導演/制作/攝影·燈光/聲音/媒體表演等）

招生簡章 10

電影專業

表演專業

電影導討、故事講敘與形象構成、電影技術、劇本的理解、電影史（韓國電影史、亞洲電影
史）、電影制作、電影導演、現場錄音技術、劇本工作坊、電影美術、演技導演、電影類型研
究、音效制作、聲音設計、拍攝-人物形象刻劃、拍攝和燈光深化工作坊、電影剪輯、剪輯工作
坊、電影工作坊、新數字攝影技術

藝術和創意性、戲劇的理解、話術、劇本分析、表演理論、呼吸和發聲、動作、試鏡、表
演制作實習、媒體演技實習、演技研討會

■ 課程特性
1. 開設可同時學習電影專業和表演專業的課程
- 電影專業，表演專業
- 提供兩專業間的融合及溝通交流機會

2. 通過各專業的集中教育授予License（認證書)
- 可選擇多個技能 ：電影導演、電影制作、拍攝·燈光、配音、媒體演技等 
- 理論及技能測試 ：邀請各技能專家進行測試
- 授予韓國專業機構的全球獨家License

3. 學生和專業電影人從策劃到制作共同討論的技能中心教育

4. 擁有參加釜山國際電影節的機會

■ 學習階段



3. 研究所（碩士）

■ 概要

學制 招生人數 招生次數

2年制
電影制作專業 

20名左右
每年招生兩次

（春季學期/秋季學期一次）

■ 學分
項目 碩士

通用學分 6學分及以上
專業學分 18學分及以上

畢業要求學分 24學分及以上
每學期最多可取得學分 9學分

■ 專業特征
電影制作專業

- 和釜山國際電影節相結合的教學内容

- 以制作坊為中心（共同制作實踐）增强創意性電影制作能力

- 開設系統性電影制作課程，在各階段由專家現場密切指導和各階段的現場專家

- 通過釜山國際電影節提供世界電影人大師班課程，獲取其豐富的經驗和制作技巧

第一輪

前期準備制作
策劃、劇本、導演

學習電影策劃和電影制作
準備階段所需的主要力量

第二輪

拍攝制作
導演、攝影、聲音

强化電影制作各領域的專
業力量

第三輪

後期制作
後期制作、電影發行

從剪輯到母版制作,加强制作
後所有領域的專業力量

第四輪

畢業作品項目
制作畢業作品

深化電影專業技術 掌握電影制作

項

■ 研究所開設課程
電影制作(碩士)

課程

劇本工作坊、電影制作工作坊、後期處理工作坊、畢業作品項目

電影導演、電影拍攝1~2、電影剪輯、配音設計

工作坊

專業課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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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畢業條件

通用

• 本科和研究所都需要在畢業前提交TOPIK3級成績單方可畢業

※ 英語方向除外

本科(新生)

• 需上完8個學期的課程方可畢業

▶參加外部（校外）長篇電影制作

- 故事片（商業片、獨立•藝術片）、紀錄片、實驗電影等皆可，不限體裁

▶參加方式及認證
- 提交制作報告書（類似於小論文）

: 包括作品概要、故事梗概、劇本、拍攝日程表等

- 作品制作參與證明（制作組成員參與證明書）

- 作品完成後提交DVD或者影視鏈接

※ 但參加“長篇電影”制作時，無制作費用補貼。

• 需上完4個學期的課程方可畢業

(1) 畢業作品制作
▶碩士制作專業學生必須要制作長篇或短篇電影

- 本人作為制作組核心成員參與制作，制作組最少可為1人，最多可為4人

* 核心成員 *

① 制片人producer) ② 導演(director)

③ 攝影/燈光導演(Director of Photography, Lighting)

④ 配音(Sound) – 現場錄音  **後期處理（剪輯、混音等）共同作業

▶畢業作品制作流程（提供制作費用補貼）

- 成立制作組 → 完成劇本 → 參加創投會(*BFA模式)

→ 提交劇本(參加創投會條件) → 按照小組進行項目推銷

→ 審查後按照作品等級提供制作補貼費用

▶作品完成後舉行上映會（報告會）
- 在和釜山國際電影節相結合的活動上舉行報告會

(2) 參與長篇電影制作

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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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入學及錄取

Q 1	 申請入學需要倶備什麼資格？ 

Q2	什麼時候申請入學？

Q3	在哪裡可以申請入學？

13

1. 申請資格
項目 内容

國籍 本人及父母均為非韓國國籍的外國人

學歷
本科 - 具有韓國國内或國外正規高中(預)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學歷者

研究所 碩士 - 具有韓國國内或國外4年制大學學士學位或即將取得學士學位者

語言
能力

韓語方向

▶ 以上①和②中選一

新生

①TOPIK3級及以上成績單
或者入學前學習東西大學提供的200小時線上韓語課程，並在結業後通過東
西大學實施的TOPIK3級考試者（可代替TOPIK成績單入學）

②TOEFL 530(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分分
(NEW TEPS 327分)

英語方向

1) 同時擁有韓國國籍和其他國籍的雙重國籍者不能申請
2) 語言成績單有效日期需在申請截止日後
3) 擁有以英語為母語或法定通用語的國家國籍的學生提交高中或者大學畢業證明可以免交英語成績單
4) 其他未盡事項，按照東西大學留學生入學及注冊規定執行



NO 項目 日程 備注

1 線上申請
2022. 5. 9.(周一) 

~
2022. 5. 27.(周五)

2

3

4

5

6

7

8
9

招生簡章

※ 上述日程根據東西大學的安排可能會變動
※ 韓語方向申請者没有TOPIK3級及以上成績單入學預科班時，

在預科班課程結束並通過東西大學外語教育院主辦的韓語能力水平考試之後才能確定錄取。

 2. 錄取日程及方法
場所

㈜진학어플라이
(http://www.

jinhakapply.com)

- BFA申請書由BFA申請者填寫
- BX+根據提交的BFA入學申請書
代為線上申請
- 入學申請書可以在BFA全球電影
教育項目官 (www.bxplus.net)下載

- 入學預科班後頒發預錄取通知書
- 根據開班要求的最少學生數情况

預科班開學日有可能提前
- 根據學生申請情况可追加開設分班

2022年預科班
課程全部為網課預科班開學 2022. 6. 1.(周三)

2022. 5. 9.(周一) 
~ 

2022. 5. 27.(周五)
申請書及資料提交 提交至BX+ 

資料審查

截止到2022. 7. 11.
(周一)

總費用繳納
(包括學費)

頒發
標準入學許可書

新生說明會

面試

開學日

需要面時向申請者
個别通知 

- zoom, skape, 微信等

2022. 6. 13.(周一) 
~ 

2022. 6. 17.(周五)

2022. 7. 11.(周一)
~ 8月初

- 總費用繳納方法
向合格者個别通知

- 向完成費用繳納的學生頒發

2022. 8月末

2022. 9. 1.（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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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 預科班（線上韓語課程）

■ 目標
希望2022年9月入學本科及研究所的同學可在東西大學外語教育院進行10周共計200小時的韓語學習，

並在開學前取得韓語3級的成績，以此達到入學條件的要求。

※ 2022年上半年所有課程通過“ZOOM”進行線上授課

■ 福利
通過對韓語和韓國文化的學習取得資格證，為未來的留學生活奠定基礎 

∙ 入學BFA預科班時可取得學位課程的“預錄取通知書”

∙ 預科班出席率達到80%以上，期末考試達到70分以上時予以結業認證

∙  通過東西大學外語教育院主辦的韓語能力考試（相當於TOPIK3級）時

可認為滿足入學BFA學位課程的語言要求

■ 2022年 BFA預科班運營方案

開設目的

■ 2022年 BFA預科班授課計畫

項 内容

學習時間

■ 申請資格
∙ 本人及父母都是非韓國國籍的外國人

∙ 韓國國内及國外高中（預）畢業者或者具有同等或以上學歷者

■ 申請方法

BFA 官網下載入學申請書
(www.bxplus.net)

填寫入學申請書 發送郵件

01 02 03

Ⅵ.

分班

授課内容

授課方式

• 每學期200小時（2~3個月）

• 每班15人左右（第1學期課程為初級班課程）

• 東西大學外語教育院韓語課程:
綜合課程(80小時), TOPIK題型(聽力、閱讀、寫作) 各40小時

• 2022年所有課程用‘ZOOM’進行
• 利用SNS進行分班說明及通知

授課時間

費用

結業條件

• 取得2022年9月份入學東西大學的語言能力要求

• 自分班及開課之日起200小時（一般需要3個月）

• BFA預科班每學期1,200,000韓幣(200小時)

• 線上韓語教育課程出席率達到80%及以上+期末考試70分以上可結業
• 結業後通過東西大學主辦的韓語能力考試時可認為滿足入學BFA的語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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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  

- 提供不同領域的導師及諮詢專業組織以使留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盡快適應留學生活

- BFA所有留學生有每月1次的定期商談服務

Ⅶ.
Q: BFA能够提供怎樣的福利？

學生服務内容
為了使留學生能够順利完成學業，除在學業上提供幫助之外，也向留學生
提供生活上所需的各種便利服務，以使釜山成為留學生的第二故鄉。  

BX+向BFA學生提供的主要服務項目 

1 定期的留學生溝通及指導

2

3

4

5

和釜山國際電影節相結合項目
- 選取留學生在BFA學習過程中創作的優秀作品（畢業作品、論文、電影制作計畫等），

將其在釜山國際電影節旗下的各部門或者平台上發布。

各種體驗項目
- 電影制作現場體驗
- 韓國的文化、歷史、自然學習體驗

提供學生的健康和安全所需的醫潦和法律諮詢服務
- BX+和釜山水準最高的醫院及法務機構進行合作以向BFA留學生提供最好的醫潦和法律服務。

(醫潦和法律服務費用需學生自行承擔）

韓語學習支援
- 每學期相需要學習韓語的同學提供課外學習輔導

Q: BFA提供怎樣的學生服務？

招生簡章 16



Ⅷ.
申請資料及注意事項

順序 備注資料

入學申請書 (格式 1 – 6)

最終學歷證明

• 本科（新生）：高中（預）畢業證明
• 研究所（碩士）: 本科或碩士（預）畢業證明

最終學歷成績證明
• 本科（新生）：高中成績證明
• 研究所（碩士）: 學士或碩士成績證明

本人身份證影印件

親屬關系證明

• 出生證明或者親屬關系證明（二選一）

銀行存款證明（本人或父母）
• 相當於$18,000 以上的銀行存款證明原件
• 證明書上須顯示有效期，且有效期一定要在入學日期以後

本人或父母的在職證明及收入證明
• 無證明者需要提交留學經費負擔計畫
語言水平成績
• 韓語方向 : TOPIK3級及以上或者東西大學提供的200小
時線上韓語教育課程結業後通過東西大學主辦的TOPIK
考試中取得3級及以上成績者

• 英語方向 : TOFEL 530(CBT 197, iBT 71), IELTS 5.5, CEFR
B2, TEPS 600分(NEW TEPS 327分)

外國人身份證前後影印件
• 持有外國人登登錄證及居住在韓國者需提交
報名費
• 本科: 60,000韓幣
• 碩士: 60,000韓幣

※未繳納報名費時視為未申請

1. 所提交的資料料為非韓語或英語資料時，須提交相關資料的韓語(英語)翻譯公證件
2. 應屆畢業生合格並被錄取後，須提交最終學歷證明資料
3. 提交的所有公證以及認證書須是自申請之日起最近一年内辦理的文件
4. 提交的所有資料均為原件，所有資料及報名費一律不予返還
5. 學生須另行準備申請簽證所需的畢業證明和存款證明
6. 人在韓國，還没有語言成績但是可以在8月份繳納學費之前出語言成績的同學，可以先

提交其他資料申請，語言成績出來後再補交
7. 除上述提交資料以外，根據情况可能需要提交補充資料
8. 提交的資料如出現虛假或偽造的資料、或有翻譯錯誤等違規情况時，立即取消入學資格

- 僅限持有者提交

- 成績單有效日期需
在申請  截止日期内

- 自由格式

- 需提交英文公證本
- 父母離婚或死亡時
需提交相應的證明

網上填寫後列印

- 非韓語或英文的資料需要提交
翻譯公證本
- 需Apostille公證或者領事確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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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國人宿舍、保險)

1. 外國人宿舍（冷井校區）
項目 地球村 學生生活公寓 國際生活館1 國際生活館2

結構

房内設施

共用設施

雙人間 公寓型
(單人間․ 雙人間․3人間)

雙人間 雙人間

床(床上用品由自己準備)、桌子、椅子、衣架、鞋柜、冷暖氣設備、 
衛生間及浴室(國際生活館 1 除外)、網路等

洗衣室、休息室、 
游泳場、健身房 廚房、洗衣室

廚房、洗衣室、休息室, 
公用浴室(國際生活館1)

※根據每學期申請者情况可能會有申請不到的情况

2. Centum校區附近住宿(本科, 研究所)

3. 保險費
1) 滯留在韓國的所有外國人都必須按照韓國法律購買國民健康保險。

國民健康保險自入境完成外國人申請後自動購買成功，需每月按時繳納保險費用。
2) 為了預防發生事故或者疾病，新生需購買東西大學指定的6個月的社會保險。

項目 内容

房型

位置

室内設施

雙人間

東西大學Centum校區附近

床(床上用品由自己準備)、書柜、桌子、椅子、衣架、鞋柜、冷暖氣設備、洗衣機、 
電視、冰箱、廚房設施、衛生間及浴室、網路等

※根據每學期情况住宿位置及房型可能會調整

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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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 bxplus.net

電話 +82-70-4647-3419

郵箱  huanying888@naver.com

地址 (48059) 
부산광역시 해운대구 센텀중앙로 90 
(재송동, 큐비이센텀) 1409호

釜山廣域市海雲臺區Centum中央路
90（栽松洞QB E centum 大樓）1409號
1409Room，90, Centum jungang-ro, 
Haeundae-gu,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入學
諮詢

BIFF 
Film 
Academy 

L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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