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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OR NOT TO BE, Joanna Peacock, United Kingdom

每年的九月，世界可穿着艺术大赛都会
像旋风一样席卷惠灵顿，让新西兰这个
充满活力的小首都创造力爆棚，趣味横
生。 大赛一年一度的颁奖晚会更是艺术
家、设计师和创意人士们大展拳脚的好
机会。艺术品从墙上走了下来，由人体
披挂上阵，创造出一台如时代杂志所形
容的“集时装、舞蹈与疯狂于一台的”
艺术盛宴。“WOW®的存在是为了鼓励
创造力，”大赛创始人苏齐 蒙克里夫夫
人说: “每年我们收到的参赛作品所展现
的创新、独创性和辉煌夺目都是非常令
人耳目一新的。”

正因如此，WOW®大赛吸引了世界上最
具创新精神的各界人士，那些在时尚、
艺术、设计、道具服装和戏剧领域推陈
出新的人。比赛引领设计师们发挥想象
力，在制作材料与创作过程上勇于探
索，不断创新。各路参赛者使用意想不
到的材料，采用从传统手工艺到未来制
造技术的各类制作手段，创造出精美绝
伦的艺术服装。他们的想象力之丰富，
打破了艺术的极限。

 
 

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每年齐聚惠灵
顿，通过一场每年重新编排的大型戏剧
化演出呈现给观众。每一件入围作品都
经过精心的舞蹈编排，经过世界级的照
明和最先进的舞台技术的烘托，演绎成
为一台精美的演出盛宴。 正是在这里，
艺术作品如鲜花盛开，尽情绽放，在为
期三个星期的演出时间里，为超过五万
八千多名观众献上极致的艺术享受。

“可穿着艺术大赛年度盛会创造了世界所有走秀中最神奇的服装组合。 我被彻底征服了。制
作者高度的创造性，还有那非凡的视觉效果，华丽的可穿戴艺术，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 2016年凭借《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师的珍妮•碧万如是评价。

报名参加WOW®世界可穿着艺术大赛

该大赛是一项国际设计比赛，它为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探索创造力的机会。您只需要创造一件用来装
饰人体的艺术品，在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上展示，即有机会赢得16万5千新元奖池中的各类大奖，以及在
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或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实习的宝贵机会。 参加WOW®大赛意味着成为世界上想象力最
丰富的艺术家群体的一员，而且，每年都有参赛者以此为契机开启了新的事业。您会成为下一个吗？



开放组 前卫组 新西兰本土特色组

新西兰设计师Daniella Sasvári参赛作品：TEMPLA MENTIS

本组别没有专题界定，在概念、做工和材
料上均给予你完全的自由。 本组作品要求
高度的原创性和革新精神。

美国设计师Miodrag Guberinic 与 Alexa Cach的参赛作
品：KHEPRI

创作一件艺术作品，它既是颠覆性的、奢
华的、活泼的，但又不失时尚和精工细作
的特性。 需要由梦想和幻想来驱动，而不
受制于商业现实，或拘泥于时装的规范。
一件可以走上环球时装秀、挑战时装理念
的精美作品。

新西兰设计师LE TATAU的参赛作品：LE TATAU,

从新西兰丰富的毛利文化中获取灵感，并
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颂扬世界这一偶之
地的不凡。 土地的力量，乡土的精神，繁
衍的文化，他们的设计，他们的故事、建
筑、身体装饰，以及这些力量给设计和创
造力带来的影响。

维塔工作室
服装与电影组

光幻组 红色

英国设计师Nicole Lupton的参赛作品：THE KRAKEN

科幻

想象这个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或来自别的空
间的成千上万个其它世界，以及可能居住
在那些世界里的的实体。

作为人类，我们的存在受空间和时间的束
缚，但宇宙是无穷广大和无限久远的，边
沿永不可及。 您能想象外空有什么样的星
球存在，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或生命体存
活在那些地方吗？

创造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同类，或制作一个
活在公元3446年的人类。

新西兰设计师Ruth Carlile的参赛作品：GHOST ORCHID

漂浮，飞翔，流动

使用紫外灯的魔法和幻觉，创造一件悬浮
在舞台上空，看似在空中漂浮、飞翔、流
动的表演性服装，惊艳观众。

英国设计师Adam McAlavey的参赛作品：QUEEN ANGEL

红色是一个极端的颜色，一个激烈的颜
色，它包藏着情感，并能召唤出一系列看
似相互冲突的感情，从激情、爱情到暴力
和战争。 红色是丘比特和魔鬼。 它是血
与火的颜色。 它可以是欢乐和精致的，也
可以是强大和残酷的。红色对您意味着什
么？ 使用红色或与红色系制作一套服装。
所有看得见的表面材料都必须是红色的。

在我们的六个主题类别中找到您的参赛灵感。



WOW® 

至尊大奖

所有奖项中地位最高的奖项，颁发
给评委认为总体上最为杰出的参
赛作品。

冠军：3万新元奖金
亚军：6千新元奖金

苏齐•蒙克里夫夫人奖
由苏齐夫人亲自选出的最具WOW
元素和创造力的参赛服装。

冠军：5千新元奖金
亚军：1千新元奖金

新西兰设计奖
奖励新西兰设计师的卓越创造
力，颁发给新西兰本国的最佳参
赛作品。

冠军：5千新元奖金

分组奖 
六个主题类别都有价值不菲的奖
池，供各组前一、二、三名赢取。

分组奖池：9千7百新元
第一名：6千新元奖金
第二名：2千5百新元奖金
第三名：1千2百元奖金

首次参赛优胜奖
颁发给初次参加比赛的设计师，奖
励参赛作品中所体现的原创性和创
新能力。

冠军：5千新元奖金
亚军：1千新元奖金

学生创新奖
授予在读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
的奖项。

冠军：5千新元奖金
亚军：1千新元奖金

可穿着工艺奖
这个奖项颁给在艺术服装的结构或
功能上勇于探索的设计师，表彰最
具原创性和创新性的工艺。

冠军：5千新元奖金
亚军：1千新元奖金

可持续发展奖
这个奖项表彰注重保护环境和使用
再生材料的设计师。 参赛作品至少
有85％的原料须由回收材料制成。

冠军：5千新元奖金
亚军：1千新元奖金

国际奖
承认外国设计师的卓越创造力的奖
项。下述各地区的最佳设计师都将
获得五千新元的奖金：

•   英国/欧洲
•   美洲
•   亚洲
•   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

此外，总体优胜奖获得者还将获得6
千新元的奖金。

太阳马戏团奖
由来自太阳马戏团的评委亲自
评奖。这个奖颁发给为提高人
类的表演水平而将工艺与技术
加以最巧妙结合的参赛作品。
获胜者将获得5千新元奖金和
前往太阳马戏团实习四周的机
会。奖励包括从世界任何地方
飞往加拿大蒙特尔的机票和实

习期间的住宿。

维塔工作室 
服装与电影分组奖

由理查德•泰勒爵士亲自评奖。
获奖者将获得前往维塔工作室
实习四周的机会。奖励包括从
世界任何地方飞往新西兰惠灵
顿的机票和实习期间的住宿。

实习奖
世界可穿着大赛提供两个独一

无二的绝佳实习机会: 一个是去
国际创意巨头新西兰维塔工作
室实习；另一个是前往举世闻
名的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实习。

奖项和奖金



货运赞助

参加WOW®比赛的设计师从新西兰或国外某些特定的货
运口岸出货可以享受赞助。 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

评奖

大赛每年从国际国内创意产业中精选出几位大咖，与
WOW®创始人苏齐夫人，以及维塔工作室创始人理查德
泰勒一起组成大赛评审团。

评委考虑的获奖元素包括：原创性、创造性、创新性和
服装的构造。 入围的所有服装都将经过三轮判决，最后
确定获奖服装。

WOW®颁奖盛典

9月22日星期五的颁奖仪式上将宣布获奖名单。 每件入
围作品获得一张免费参加颁奖盛典的门票，决赛入围者
还将受邀参加一场独家的WOW®设计师研讨会。

关键日期和截止日期

2016年9月24日： 2017年大赛开启报名

2017年3月31日：步骤1在线关闭，国际首
次参赛者步骤2关闭

2017年5月15日：新西兰首次参赛者步骤2
关闭

2017年6月19日：步骤3关闭，参赛作品全
部抵达新西兰尼尔森

2017年7月7日至9日：新西兰尼尔森周末
评判

2017年7月17日：评估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并在线提供

2017年9月22日：宣布获奖名单

2017年9月23日： 2018年大赛开启报名

参赛资格

WOW®大赛对所有2017年3月31日前满18岁的人开放。

完整的参赛条款和条件，请查阅网址： 
www.worldofwearableart.com/competition

报名程序

登记

所有报名参加2017年大赛的参赛者都必须先在网上进
行登记，网址为 www.worldofwearableart.com/
competition 。登记包括三个步骤。

步骤1

线上提交参赛意向。

设计师需要说明参赛服装的数量，以及参加哪个组的评选。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3月31日

步骤2

首次参赛者必须参加预选。

设计师需要上传已完工的参赛作品的图片，以供评委考虑。 
首次参赛者指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作品入围过世界可穿着艺术
大赛的设计师。

国际设计师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3月31日

新西兰设计师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5月15日

步骤3

完成网上报名的最后一步，并将参赛作品发送到新西兰尼尔
森市。

设计师需要上传已完工的参赛作品的图片，在网上输入所有
信息，打印并签署条款和条件发送到新西兰尼尔森市。

2017年6月19日

最后交付

参赛作品抵达新西兰尼尔森世界可穿着艺术大赛总部的最后
期限为:

2017年6月19日下午5点

“WOW®奖励那些充满好奇，勇敢无畏，面对自我
怀疑知难而上，不计成本地去拥抱创造力的人”。
WOW®创始人苏齐•蒙克里夫夫人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worldofwearableart.com/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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