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野集團 × avex

CREATORS WALL」

人群聚集、孵育新文化的川崎。今年在這塊土地上，星野集團正準備開設 OMO 品牌第
一間青年旅館形式的飯店 OMO3 東京川崎。這次，推出各種飯店品牌的星野集團與經營
創作者經紀事業的 avex 將聯合徵求青年創作者。
川崎是連結江戶及京都的東海道上的川崎宿所在地，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日本第一條鐵路
也在此設置了川崎站，川崎至今仍作為眾多人群與物資聚集的城鎮持續發展。除了眾多企
業活動及百姓生活之外，川崎也以新文化的資訊散布地之定位展現充沛活力，是一個肯定
多樣性、充滿能量的城鎮。正因為我們是位在抱持各種目的的人群聚集之城鎮的青年旅館，
所以希望客房內能採用朝氣蓬勃的藝術表現。多樣性的城鎮──川崎。這次我們要邀請全
世界的創作者投稿。評審後獲選者的作品，將採用為 OMO 品牌第 3 座設施 OMO3 東
京川崎客房內的壁紙。
OMO3 東京川崎主打的主題是「隨興東京之旅」。住宿的形式形形色色，包含商務飯店、
高級飯店、民宿等等，而我們想從「享受城鎮的觀點」出發，為旅人帶來全新的住宿體驗。
請用您體現川崎這個活力城鎮的創造力，輕柔地協助那些前來飯店尋求微小非日常的旅人
達成徹底放鬆的目標。

投稿要點
【時程】
3 月 31 日

投稿截止

4 月上旬：作品審查
4 月中旬：決定得獎作品
6 月 10 日：得獎作品發表會

【徵稿期間】
2020 年 2 月 4 日（二）12:00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二）23:59
【獎項】
獎項總額相當於 100 萬日圓
首獎（1 名）

獎金 20 萬日圓

星野集團獎（1 名）
avex 獎（1 名）

獎金 5 萬日圓 / 星野集團住宿禮券 10 萬日圓

獎金 ５ 萬日圓/ ipad pro

入選（最多 10 名）

獎金 5 萬日圓/ OMO7 旭川或 OMO5 東京大塚的 2 天 1 夜雙人住宿券

※所有得獎作品均會成為「OMO3 東京川崎」的壁紙設計，讓廣大住宿者觀賞。
※倘若需源泉徵收，源泉所得稅及復興特別所得稅等均包含於獎金內。
【評審】
・星野集團 代表

星野佳路

・avex 株式會社 集團執行董事 新事業推進本部長 加藤信介
・6 月 10 日的得獎作品發表會將邀請創意業界的專業人士擔任特別評審，為得獎者進行講評。
【徵件主題】
「隨興旅行，自由自在」
【評審基準】
以競賽的主題性、對空間的意識作為基準評審。讓年紀 2、3 字頭，自在旅行的旅人身心放鬆的空間。
【徵件内容】
・900x1300mm

× 2 件作品

・預定展示於上下鋪客房內的壁面（參考 １）。上下鋪為 2 層床鋪，投稿的 2 件作品預定將成組展出：第
1 件作品展示於上層客房，第 2 件作品展示於下層客房（參考 2）。2 件作品間無關聯性也無妨。另外，
除了上下鋪客房之外，也有可能展示於飯店內各處。
※繪畫/插畫/視覺設計/照片等，凡平面作品均可，類型不拘

第 1 件作品
作品展示處
第 2 件作品

參考１：上下鋪客房內

參考２：上下鋪全景

【投稿方法】
請於「星野集團×avex CREATORS

WALL」網站的報名網頁 (http://ha-cw.com/) 輸入必填項目報名。

當投稿者將投稿內容寄送或傳送至「本企劃」
，即視同已同意本同意事項。
＜必填項目＞
・投稿者資料（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等）
・概念說明文（500 字以內）
・作品圖檔
※投稿前請先確認作品規格
＜選填項目＞
・作品集
【作品規格】
檔案類型：ai/ps
解析度：100dpi
尺寸：H900×W1300（mm）ｘ

２ 件

容量上限：1GB
請至報名網頁(http://ha-cw.com/)下載範本使用
※實際尺寸 H900mm×W1300mm，共 ２ 件。
※得獎作品於施工時，作品兩端最多可能會裁切約 5cm
※曾公開發表的作品也歡迎投稿，但曾售出的作品除外。
※手繪等作品請以攝影或掃描等方式數位化後再投稿
【投稿資格】
・投稿時年滿 18 歲至 35 歲者（包含投稿期間內滿 18 歲者、投稿開始時 35 歲者）
・能以表現者為目標參加得獎作品發表會者
・能參加得獎後的訪談、得獎作品發表會、作品發表、各種宣傳活動等行程者
・倘若為未成年人，需為獲得監護人同意者
・針對居於海外的得獎者，將另以日圓支付相當於參加得獎作品發表會之機票費用的金額（例：亞洲圏一律
50,000 日圓）
。
【關於「星野集團

OMO」
】

「OMO」針對都市觀光客提供徹底探索旅行地、充滿深度魅力及有趣設置的飯店住宿。理念是「不僅提供住
宿，還能提高旅遊興致的都市觀光飯店」
。
URL：https://omo-hotels.com/zh-tw/
・星野集團

OMO7 旭川

「旭川」是前往富良野及美瑛都相當便利的據點都市。這間以都市觀光為目的的飯店，讓您在巷弄美食巡禮
中邂逅美味，盡情且徹底享受北海道風土與在這片土地上傳承的新舊文化。
所在地：〒070-0036 北海道旭川市 6 條通 9 丁目／237 間

URL：https://omo-hotels.com/asahikawa/zh-tw/

・星野集團

OMO5 東京大塚

「大塚」是山手線與都電交會的懷舊街區。儘管是採用個性派配色與新穎空間設計的休閒風都市觀光飯店，
卻提出了歌頌下町風情在地體驗的住宿方案。
〒170-0004 東京都豐島區北大塚 2-26-1／客房數 125 間
URL：https://omo-hotels.com/otsuka/zh-tw/

【結果發表】
決定得獎者後，主辦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並於得獎作品發表會上公布。
【問題諮詢】
請透過星野集團×avex CREATORS WALL

特設網站 (http://ha-cw.com/) 的諮詢表單聯絡我們。

※我們收到您的諮詢內容後，原則上將於 1 週內回覆。若您在 1 週內未得到任何回覆，煩請重新傳送一次。
※透過問題諮詢取得的個人資料，我們僅使用於回覆問題，除非依法令規定要求，否則不會提供給第三者。
【主辦者】
星野集團
avex 株式會社

同意事項
【投稿相關注意事項】
當投稿者投稿，即視同已同意此注意事項。

•

投稿作品僅限投稿者本人的原創作品。

•

投稿作品恕不退稿。

•

請勿同時投稿參加其他競賽。

•

倘若投稿作品有侵害第三者所有之著作權、肖像權、商標權、設計權等權利之虞，投稿者需負責取得必要之
許可，並於提出作品時主動告知。另外，利用第三者之著作物投稿的前提是投稿者有責任自行完成並負擔取
得許可之必要的權利處理，因此，在利用第三者的著作物等情形下，也請務必充分留意再投稿。而所謂的「利
用」，包含但不限於照片內含有企業商標或 IP 角色等之情形。

•

請勿使用複製雜誌、書籍、網頁等著作物而成的圖像。

•

倘若投稿作品遭第三者提出權利侵害等告訴或產生其他糾紛，將由投稿者自行負擔處理之費用及責任，且投
稿者將補償所有損失、損害及包含合理的律師費在內之費用，保證不使損害殃及主辦者及其關係企業。

•

倘若投稿作品與已發表作品相同或十分相似，或者侵害第三者的智慧財產權（包含投稿後造成侵害之情形），
即使在得獎作品結果發表後，仍可能依主辦者的判斷取消得獎資格。

•

公布得獎者時，將依其投稿時輸入的姓名（或藝名）公布。

•

得獎作品以外的所有作品，作品著作權皆歸投稿者所有，但投稿者允諾無償且非專屬授權予主辦者發表於以
宣傳本競賽為目的之印刷物、出版、展示、網頁上。主辦者可保存投稿作品，並於網路上或作為印刷物等利
用（包含複製、散布、公開傳輸及所有其他利用行為，亦包含營利目的之利用），無需再取得投稿者同意。
另外，倘若主辦者認為有必要，可能會不經投稿者同意便刪除或修改投稿內容。當投稿者投稿，即完全放棄
向主辦者利用投稿內容的行為要求金錢或其他報酬之權利，主辦者對投稿者不負任何支付義務。

•

倘若主辦者判斷投稿內容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即不納入評審。即使得獎結果發表後才確定，也將不經催告逕
行取消得獎資格。另外，因該情形而產生的損害，主辦者不進行任何賠償。
(A)

違反公序良俗，或者有違反之虞者

(B)

侵害第三者著作権、肖像権或其他權利，或有侵害之虞者

(C)

誹謗中傷第三者，或侵害第三者隱私者。或有前述情形之虞者

(D)

違反法令等規範，或與犯罪行為關聯者。或有前述情形之虞者

(E)

主辦者判斷不符合「本企劃」之旨趣等者

(F)

妨礙「本企劃」公正合理之營運者。或有前述情形之虞者

(G)

於我方的操作環境中，投稿者提供的投稿內容之檔案資料無法開啟者，以及說明文或照片圖像
被攝體無法識別者。

(H)

•

違反主辦者所定之投稿條件或本投稿規定任一條

除徵件要點記載之事項以外，如有必要制定其他規定，將依主辦者之判斷決定。倘若投稿者不同意該內容，
可以撤回投稿，但主辦方不負擔投稿所需的所有費用。

•

主辦者收受作品後，將對投稿作品之管理及輸送盡萬全的注意，至於因天災或其他意外事故而導致的損壞、
遺失，主辦者不負任何責任。

•

主辦者、活動協力企業、評審及其他競賽相關單位之職員及客戶的親屬等不可投稿。

•

得獎作品將由主辦者評審後決定。請恕無法回覆有關評選基準及評選過程的問題諮詢。

•

投稿者不得對評審結果主張異議，主辦者完全不負告知其理由之義務。

•

本競賽事務局將以投稿者投稿時輸入的聯絡方式通知得獎者評選結果。倘若無法取得聯繫，可能會取消得獎
資格。

•

倘若未成年者得獎，將另外確認其親權者是否同意。另外，倘若無法取得親權者同意，可能會取消得獎資格

•

主辦者將十分留意投稿內容之處理，對主辦者無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事故（上傳時的檔案錯誤等）恕不負責任。
投稿者上傳投稿照片時，應將該圖檔備份儲存於自身的個人電腦等裝置內，避免該圖檔消失。另外，主辦者
不保證確實儲存圖檔。

•

關於本同意事項，倘若其他語言版本與日語版之間有文義之出入，將以日語版為準。
【投稿作品的權利規定】
得獎作品相關的各項著作權（含日本著作權法第 27 條及第 28 條所定之權利）
，得獎後仍歸投稿者所有，
得獎者允諾無償專屬授權予主辦者及其關係企業利用得獎作品，且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另外，即使主辦者及
其關係企業因利用得獎作品而獲得任何收益，得獎者亦不得向主辦者及其關係企業請求對價等報酬。
【個人資料之處理】
投稿者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達成下列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由 avex 株式會社負處理之責，與星野集團及
其關係企業共同使用。
(1) 競賽之營運上的聯絡
(2) 資料等之發送
(3) 聯絡得獎者、獎金及獎品之發送
(4) 統計處理
(5) 星野集團隱私權政策 (https://www.hoshinoresorts.com/en/privacy/) 所記載之目的
(6) avex 個人資料保護方針 (https://avex.com/jp/en/public/privacy/) 所記載之目的
投稿者的個人資料將不會在未經投稿者同意的情形下開示、提供給業務委託者以外的第三者。（依法令等要
求必須開示之情形除外）另外，投稿者的個人資料，一律依循星野集團隱私權政策
(https://www.hoshinoresorts.com/en/privacy/) 及 avex 個人資料保護方針
(https://avex.com/jp/en/public/privacy/) 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