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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 大赛的《条款和条件》 

1. 介绍 

1.1. 本章节列出由世界可穿着艺术有限公司（“WOW™”）主办的WearableArt™奖世界（也

称为WOW™奖）的参赛的《条款和条件》。请仔细阅读该《条款和条件》内容，每个设

计师将必须完全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才能进入WOW™大赛。  

1.2. 不遵守该《条款和条件》（WOW
TM
有绝对酌情决定权 ）的任何部分，WOW™有权决定取消

设计师WOW™大赛的资格。为免生疑问，取消资格可能在评审和/或授予WOW™奖项之前或

之后发生。 

1.3. WOW™根据隐私政策收集并使用设计师的个人信息（副本可在这里).找到）。参加WOW大

赛
TM
，设计师即同意根据此隐私政策规定，大赛可以收集、保存并使用其个人信息。条

款12.2.列出了所有WOW
TM
可能使用的设计师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的情况。 

2. 参赛要求 

2.1. 以下条款规定了WOW™奖的参赛要求： 

(a) 设计人员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参赛，不能作为集体或公司参赛。  

(b) 设计团队不可超过三名设计师（在该《条款和条件》所提及的“设计师”指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 

(c) 参赛者必须在2018年3月28日前年满18岁。 

(d) 设计师可以提交多个参赛作品。 

(e) 每个作品只能提交到一个大赛主题中。  例如，相同的服饰作品不能同时进

入到“前卫”和“开放”两个部分。   

(f) 每件作品设计最多由三名模特穿戴。 

(g) WOW™将提供所有评估和舞台表演的模特 。  

(h) 除经由WOW™或大赛主要赞助商的批准和签署，不得在作品上使用商标、徽标

或品牌名称。 

(i) 在以往比赛中失败的作品不能连续下一届参赛，除非作品改变了85％。 

(j) 在此大赛之前已经在另一个大赛的中展出过的作品可以将参加WOW
TM
。 

(k) WOW
TM
要求设计者在参赛过程中，在WOW

TM
颁奖典礼之前不可公开宣传其WOW

TM
参

赛作品或发布其作品的图片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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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有设计师同意接受并遵守以下人员的决定或其他裁决： 

(a) 有关WOW
TM
奖项的评审；和/或  

(b) WOW
TM
关于WOW™奖项和/或此《条款和条件》的规定， 

评审和/或WOW
TM
的任何此类决定将是最终的，设计师不可提出反对意见。 

3. 报名过程 

3.1. 本条款3规定了当提交WOW
TM
奖项的作品时，每个设计师必须遵守的要求。  

3.2. 大赛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用英语提交。 

3.3. 参赛作品必须在截止日期前上传到www.worldofwearableart.com 网站上。 

3.4. 提交给WOW™的实体服饰必须与在线登记的参赛表所提供的照片相符。 

3.5. 所有步骤必须按照要求完成网上报名表格才可作为有效登记。 

3.6. 首次新西兰参赛者和所有国际参赛者必须完成报名申请（预选）的第2步。  *第一次

参赛者是从未被任何过往的“可穿着艺术奖”展出选中过的设计师。 

3.7. 设计人员必须向 WOW™提供：  

(a) 一份已签署的纸质版《条款和条件》（与参赛作品一并包装）; 

(b) 向WOW™提交一份参赛服饰所有组件的清单; 

(c) 至少三张穿在模特身上的作品正面、背面和侧面清晰的全身照片图像;和  

(d) 关于指引说明应如何穿戴此服饰以及正确着装方式。  

(e) 以下服饰的相关信息： 

(i) 服饰的标题（最多56个字符）； 

(ii) 用于制作服饰的主要材料清单（最多40个字符）； 

(iii) 舞台展示时关于服饰的简短描述/创作灵感（最多100个字符）；以及 

(iv) 对服饰的详细描述/创作灵感，这包括了创作服饰背后的故事、创作过

程以及服饰材料选择过程。 

4. 奖项标准 

4.1. 所有参赛作品均有资格获得各个主题的奖项。 

4.2. 首次参赛者如果与曾经参加并获选过WOW™奖项的设计师联合参赛，则不需要完成第2步

（预选），但没有资格获得“首次参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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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必须都是首次参赛者才有资格获得“首次参赛奖”。   

4.4.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必须是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或在2018年3月28日之前的12个月内毕

业，才有资格获得“学生创新奖”， 向WOW™提交服饰时，团队每位成员必须同时提交

一份最近的学生证件副本。  

4.5. 符合“可持续发展奖”的服饰必须由85％的回收材料制成，在网上报名表中的指定部

分，设计者必须对其参赛作品提供书面说明，解释如何使用这些回收材料及其回收程

度。  

4.6. 符合“可穿着技术奖”的资格的服饰必须在制作和/或工艺过程中体现创新并使用原创

技术，设计师必须网上报名表的指定部分提供书面说明， 解释他们如何在其作品中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创新技术 。  

4.7. 设计师的所属国家，截至2018年3月28日设计师所属哪个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即其所

属国。 

4.8.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必须是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才符合“新西兰设计奖”的资格。 

4.9. 设计团队的所有成员必须都是以下地区的公民或永久居民才有资格参加“惠灵顿国际

地区奖”：英国和欧洲、美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 

5. 货运 

5.1. 除选择使用迈辉货运赞助的货运方式以外，其他所有运送服饰到新西兰尼尔森市的费

用将由设计师自行负责。  

5.2. 设计师责任服饰所需的所有包装要求。 

5.3. 货运的盒子上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回邮地址标记。  请注意，WOW
TM
可能无法使用同一个

盒子把服饰运回。  

5.4. 设计师的物品运送来往目的地的整个过程都由设计师本人负责。 

5.5. 运送作品到新西兰时，设计师必须随附一份已签名的《条款和条件》的副本（如果是

设计团队，团队的所有成员都须要签名），并负责：  

(a) 确保申报所有生物材料，符合进入新西兰的要求; 

(b) 所有使用动物或植物产品的作品须证明符合《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并

且 

(c) 支付所有因此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或关税。 

6. 服饰要求 

6.1. 此 条款6规定了设计师提交的所有服饰必须遵守的各种要求。不遵守这些要求的服饰

有可能不允许参加WOW™大赛。 

6.2. 服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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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特必须能安全穿戴服饰并进行舞台展示。 

(b) 模特穿上服饰后在舞台灯光照射下必须能视野清楚、呼吸自如地行走在舞台

上。 

(c) 服饰的重量必须均匀地分布在身体上，模特能舒适地行走演示。 

(d) 头上的饰件必须安装好并能保持平衡。 

(e) 所有穿在脚上的饰件必须坚固耐用，模特能安全穿着并保持平衡。 

(f) 如果由于构造或重量不佳而导致服饰不安全或不可穿戴，WOW
TM
保留在大赛的

任何阶段取消参赛资格的权利。 

(g) 电线必须安全并操作简易，适于在新西兰使用。WOW™建议创作含有电子部件

作品的设计师在作品发送到尼尔森之前，请合格的电工检查作品的电路情况。

如果WOW™认为此电子部件不安全，此部件将不能在大赛中使用。 

(h) 作品中含有以下部件不允许使用：  

(i) 高跷；或者 

(ii) 任何有粗糙边缘的硬质材料，如玻璃、陶瓷、塑料、金属等。 

6.3. 作品的部件 

(a)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可以佩戴，即可以穿戴在人体上。服饰必须能承受运输过

程、强烈的舞蹈动作、穿着超过20次，并可能在WOW™展览会上展出。 

(b) 模特儿需要佩戴的作品的所有部件，包括可见的内衣必须由设计师提供 。 

(c) 如果服饰包含电子部件，设计师必须提供电池。   

(d) 如果参加“奇异的胸罩”部分，只需要设计胸罩。WOW
TM
将为所有中选的奇异

胸罩作品提供模特身上其余的服饰和配件。  

(e) 每个组件（包括配件）内侧必须贴有一个隐密的标签，上面注明了设计师名

字和作品的名称。WOW™对所有不含标签的服饰一概不负责任。  

(f) 除非经过适当处理，请不要使用任何易腐物质，包括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和

食物。不接受任何作品使用可能分解的有机材料。 

(g) 请不要提供化妆品、指甲油或要穿洞的耳环。 

(h) WOW™保留所有为保存服饰原样并确保能在所有表演或博物馆展示的过程中继

续运作而对服饰进行维修、加固或调整的权利 。 

6.4. 服饰尺寸 

服饰必须符合以下大小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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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女： 

(i) 身高：170cm - 180cm 

(ii) 胸围：86厘米 - 96厘米，胸罩尺寸10B -12B 

(iii) 腰围：63厘米 - 73厘米 

(iv) 臀围：92厘米 - 102厘米 

(v) 鞋号：新西兰/美国8.5 - 9.5码，欧洲 39 – 41码 

 

(b) 男 

(i) 身高：180厘米 - 190厘米 

(ii) 胸围：93厘米 - 105厘米 

(iii) 腰围：81厘米 - 93厘米 

(iv) 臀围：95厘米 - 107厘米 

(v) 鞋号：新西兰/ 美国 10 – 12码，欧洲 44 - 46.5码 

(c) 服饰高度和宽度要求 

(i) 服饰穿着在模特身上，服饰必须能够轻松通过一条出入舞台的1.5米

宽、12度坡的通道。 

(ii) 服饰的高度或长度不可超过三米 

(d) 参加“奇异的胸罩”主题的胸罩必须能遮盖乳房，而不是紧身束胸的胸罩。 

7. 服饰的影像 

7.1. 设计师将授予WOW™永久、不可撤销的权利对其参赛服饰进行拍照，摄影或拍摄其服饰

的短片，作为特写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其服饰在内的： 

(a) 广告、促销和营销材料，包括且不仅限于印刷、电影和数字材料；和 

(b) 任何类型的商品，包括但不仅限于节目、服饰、海报、图像、电影和其他广

播和媒体形式。 

情况允许时，WOW™将在所有含有设计师的作品的图像和/或镜头的出版物、商品和/或

宣传材料中鸣谢设计师。  

7.2. WOW™将指导使用标准样式、姿势和构图把所有入围作品拍摄成相并列入WOW™表演秀节

目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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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设计师授予WOW™全球免版税、永久可转让的许可，允许WOW™免费使用所有其发送 （包

括作品的图像、创作灵感和故事）的任何图像或媒体并用以促销、商品销售、展览和/

或媒体等目的。 

7.4. 如果设计师向WOW™提供的是第三方所有的图像，必须向图像所有人寻求书面确认，在W

OW™大赛前同意设计师根据条款7.3授予WOW™许可。 

8. 服饰的所有权与责任 

8.1. 根据下文的第<9条款（保留服饰 ）购买服饰，设计师将保留向WOW™提交的任何服饰的

所有权。 

8.2. 根据第6.3(d)条款（作品部件），从WOW™收到服饰起WOW™将负责保护这些服饰， 但如

果： 

(a) 由于合理的WOW™不可控的事件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或损失，WOW™概不负责；并

且 

(b) 根据条款8.2(a)， 如WOW™因任何损害或丢失服饰而造成或因此而产生的损

失， 其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一千新西兰元（NZD1000）。   

如果设计师认为因损坏或丢失服饰有可能遭受超过一千新西兰元（1000 NZD）的损失，

WOW™建议设计师应为其服饰购买相宜的保险。  

9. 保留服饰 

9.1. 在支付获奖奖金时，WOW™可以选择将最高WOW™奖的服饰，最佳WOW™奖第二名，以及所

有主题部分以及特别奖获得者的所有权转让给WOW™ 。  

9.2. 如果设计师的服饰被选中参加WOW™奖展演，设计师将授予WOW™可在展演后最多保留服

饰15个月的权利，用于推广WOW™活动，这包括在 WOW®国家博物馆和尼尔森经典汽车博

物馆展览以及外部功能和推广活动以及非现场展览。 

9.3. 每位设计师将同意WOW™对其任何服饰拥有优先购买权并将其服饰列入WOW™历史收藏品

之一。  

9.4. 如果未来因为存储空间不足或因其他原因WOW™无法保留服饰作为WOW™历史收藏品之一，

WOW™将通过设计师所提供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设计师，并给设计师两个月的时间选

择自费将他/她的服饰寄回。如果WOW™在上述两个月内没有收到设计师的回复，或者无

法与设计师取得联系，或者设计师选择不退回服饰，WOW™将把服饰从收集品中撤出并

尽可能对服饰进行回收处理。  

9.5. 根据本条款9（保留服饰）所购买的任何服饰的知识产权仍将属于设计者的同时，WOW™

和设计者双方承诺不得复制或再造此服饰或未经双方书面同意授权任何第三方复制或

再造此服饰。可能有些情况，WOW™希望复制或再造此服饰，用于巡展、国际展览等中

展示。如果出现任何此类情况，WOW™将获准设计师同意复制或再造，并就其进行方式

和对任何类似作品的使用方法向设计师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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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退送服饰 

10.1. 未成功入选的新西兰作品将在2018年9月30日之前退回给设计师。 

10.2. 未成功入选的国际参赛作品（使用迈辉货运赞助运送的）将于2018年9月30日送回到奥

克兰，迈辉公司将决定下一班转运回原输送地的时间。 

10.3. 未成功入选的国际参赛作品（自费发送的）将于2018年9月30日前收到通知，安排退送

服饰。  

10.4. 入选的新西兰作品将在2019年1月31日之前退回给设计师，WOW™暂时保留的服饰或根据

9条款（保留服饰 ）购买的服饰除外。 

10.5. 入选的国际参赛作品（使用迈辉货运的赞助运送的）将于2019年1月31日前退回奥克兰，

由迈辉公司决定何时运送到原输送地点，WOW™暂时保留的服饰或根据9条款（服饰保留）

购买的服饰除外。 

10.6. 入选的国际作品（自费发送的）将在2019年1月31日前接到通知，安排寄回作品的费用，

WOW™暂时保留的服饰或根据9条款（服饰保留）购买的服饰除外）。 

10.7. 设计师需确保在WOW
TM
的网上设计师数据库中登记最新的联系方式，便于WOW™安排服饰

的退送的事宜。  

10.8. 如果WOW™三次尝试通过使用设计师提供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等信息仍无法与设计师取得

联系安排退回服饰，或者在两个月内没有收到设计师的任何回应，WOW™将把服饰从收

集品中撤出，并尽可能对服饰进行回收处理。 

11. 原创 

11.1. 要求所有参加WOW
TM
 大赛

TM
的设计师服饰都是： 

(a) 原创作品;  

(b) 必须遵守《版权和商标准则》（准侧的副本可在此找到）；而且  

(c) 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构成侵权的风险。 

11.2. WOW
TM
有绝对酌情权决定衣服是否符合条款11.1的要求。大赛过程的任何阶段，包括在

获奖以后，如果WOW
TM
确定服饰不符合要求， 设计师将被WOW大赛

TM
，取消资格和/或撤

销其服饰已授予或给予的任何奖励或奖品。如果被取消参赛资格，奖金必须退还给WOW

™。WOW™可以选择将奖项 重新颁布给亚军得主。 

11.3. 设计师保证并表现其服饰： 

(a) 是原创作品;  

(b) 由设计师制作；并且 

(c) 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构成侵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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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条款11.3（原版）WOW
TM
有权向设计师赔偿由于违反了设计师提供的保证和声明

而因此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使WOW™造成的所有损失、责任、损害赔偿、费用和成本 ）。

为免生疑问，WOW™可能向设计师索赔的金额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辩护和/或解决任

何诉讼、理赔或索要的费用）。  

12. WOW
TM
使用的个人信息 

12.1. 条款12.2综述了所有WOW
TM
对设计师个人信息的的具有使用范围。设计师同意条款12.2

仅供参考，设计师必须对WOW
TM
完整的隐私政策（链接可以在条款1.3中找到）进行审查、

自行评估并同意 ）。 
 
 

12.2. WOW
TM
如何使用设计师的个人信息将取决于收集信息的具体目的。通常，WOW

TM
收集并保

存设计师提供的个人信息，以便识别、联系设计师，并向他们发送其需要的信息。此

外，WOW
TM
将使用设计师的个人信息： 

(a) 与设计师联系关于“世界可穿着艺术™”大奖赛的事项包括向设计师提供信

息、寄回设计者提交给WOW
TM
的参赛作品中的任何物品（如服饰）（这将涉及

向WOW
TM
货运伙伴（目前为迈辉）提供设计师的个人信息，以便寄回任何此类

物品 ）； 

(b) 向设计者提供关于WOW
TM
的信息，包括向设计者发送WOW

TM
的期刊;  

(c) 推广“世界可穿着艺术™”大赛活动可能包括向媒体提供设计师的电子邮件

地址和电话号码;  

(d) 如果设计师是国际参赛者（即，设计师不在新西兰居住，也不是新西兰公

民），便于通知设计师的参赛所属国家的大使馆，设计师参加了“世界可穿

着艺术™” 大奖赛，让他们有机会能招待设计师；并且  

(e) 作为归档之用，其中包括维护“世界可穿着艺术™”奖的所有参赛者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