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枕崎市市制实施 70周年纪念活动‐  

第二届  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 
	 	 	 	 	 	 	 	 	 	 	 	 	 	 	 	 	 	 	 	 	 	 	 	 	 	 	 

举	 	 办	 	 要	 	 项 	 
	 

■举办宗旨    本展览从国内外广泛征集作品，为优秀作品的发表和鉴赏提供一个平台。作为一个

艺术文化的据点，以求国际文化的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发展。根据以下举办要项，热

烈欢迎提供作品。	 

	 

■主    办    枕崎市・枕崎市教育委员会	 

	 

■协助团体    “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支援协会	 

	 

■会    期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日（星期日）～	 ９月１６日（星期一・节日）５８天 

              会期间无休日 

	 

■会    场    枕崎市文化资料中心南溟馆（鹿儿岛县枕崎市山手町175番地）	 

	 

■审 查 员    千住   博（画家・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保科   丰巳（画家・东京艺术大学理事・副校长） 

              曲   德益（画家・台北艺术大学教授）               -敬称略-	 

	 	 

■募集作品    平面作品・立体作品	 

	 

■奖・奖金   从平面和立体两个部门的入选作品中，分别选定下列受奖者。 

                       最优秀奖     一名   ２００万日元 

                         优秀奖      两名   １００万日元 	 

	 	 	 	 	 	 	 	 	 	 	 	 	 	 	 	 	 	 	 	 	 	 	 	 	 	 佳作奖	 	 	 	 	 	 五名	 	 	 	 ２０万日元	 

	 	 	 	 	 	 	 	 	 	 	 	 	 	 	 	 	 	 	 	 	 	 	 	 	 	 赞助奖	 	 	 	 	 	 十五名	 	 １０万日元 

	 

■所 有 权    获奖作品中，主办方打算以奖金购买最优秀奖和优秀奖作品。购买后，所有权归主

办方所有。	 

	 

■结果发表    审查结果会邮送通知本人，也会在枕崎市网页上公布（仅限第二次审查结果）。不

接受电话咨询。	 

	 	 	 

■表彰仪式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日（星期日）	 

	 

	 

	 

	 

	 

	 

	 



募集作品规定	 

	 	 	 	 	 	 	 	 	 

■应募资格    无限制。 

	 

■募集作品 

作品应为未在比赛中发表过的作品。画法技巧的种类不限，属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皆可。 

海外应募的作品，其评估价不得超过五千美元。	 

	 

（１）平面作品	 

○尺寸为５０号（117㎝×117㎝）以内，可挂展的作品。相当于平面作品，可挂展的工艺作品

亦可。	 

	 

（２）立体作品 

    ○能容纳于边长为７０㎝的立方体之内。如为柱状作品，高度不得超过一米。 

    ○如是有必要组装的作品，请附带详细组装图。 

    ○作品的材质、技法不限。请在申请表的第二页上明记作品的重量、大小、材质等事项。 

	 

	 	 	 	 ※请避免使用容易引起伤害或火灾的作品，避免使用有臭味的素材。	 

	 	 	 	 ※作品中如有使用照片，必须取得其使用版权。如有第三者诉讼侵害个人权利，要求给予赔偿

等案例，由应募者自行负责解决，主办方不负一切责任。	 

	 

	 

■第一次审查参展费  免   费	 

	 

■第二次审查参展费 一件作品费用7,000日元（两件以上的作品，第二件起每件3,000日元）。	 

	 

	 	 ○上记参展费，在接到第一次审查通过的通知后，于2019年5月22号之前，以日元汇入下记账号，

汇款者姓名和应募者名字须一致。汇款期限前未能及时汇款的应募者的作品，不属审查对象。参展

费不论有何理由都不予退还，请与谅解。汇款手续费（海外汇款手续费、搬运费、有关银行的手续

费等）由应募者本人承担。	 

	 

	 	 	 	 	 	 	 汇款账号：鹿儿岛银行	 	 枕崎支店	 	 普通	 10015	 	 枕崎市	 

	 	 	 	 	 	 	 银行代号：KAGOJPJT	 

	 	 	 	 

■募集方法	 

	 	 ○请填写申请表。（从枕崎市网页中的“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一栏中可下载。）第二页的制作意

图和概要说明必须用日语填写。（用电脑软件转换过来的文章亦可。）只限书面申请报名。（电子邮

件报名不可） 

  ○申请表等资料不予退还，请谅解。 

  ○参加募集的一切费用由应募者负担。参加在枕崎举办的交流会和授奖仪式等的一切费用也有应募

者本人负担。	 

	 	 ○每个人的应募作品数量不限。 

  ○申请表等资料的受理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起，各资料必须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之前到达。 

 

	 

	 

	 

	 

	 



＜信内资料＞	 

	 □	 申请表・作品照片	 

    一件作品请附送三张一样的作品的整体照片。如需更加详细说明，可附送3张×3种类（最多9 

    张）照片。照片不要粘贴在申请表上。有关立体作品，也可以附送照片的同时，根据申请表    

    第三页的说明，添附一些素描什么的。	 

	 	 

□	 第一次审查结果的通知用信封	 

	 	 	 第一次审查结果的通知用信封（定型信封12.0	 ×23.5ｃｍ）上必须写下回信用的地址、姓名。 

   日本国内的应募者还请贴上回信用的邮票。 

	 	 	 

※	 申请表上填写的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主办方将适当处理，只利用在本次参展中邮送、联络`

等业务中认为有必要的信息。	 

※	 需要申请表者，请从枕崎市网页上的“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一栏中下载资料。	 

（http://www.city.makurazaki.lg.jp/）	 

	 

□	 申请表邮寄地址：邮编	 898-0013	 鹿儿岛县枕崎市山手町175	 

	 	 	 	 	 	 	 	 	 	 	 	 	 	 	 	 	 	 枕崎市文化资料中心南溟馆内“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事务局	 

	 

	 	 	 

■审    查	 

【第一次审查】２０１９年４月初旬	 

	 	 	 ○根据应募者寄来的申请表进行第一次审查。 

   ＜结果发表＞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之前对所有应募者进行通知。由于邮送情况，有些地方也许

会有一些延迟。 

	 

【第二次审查】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４日（在枕崎市进行公开审查） 

	 

	 	 	 ○通过第一次审查的参赛者，请把作品在规定日期之内搬入指定场所。（日期严守） 

  第二次审查时，决定获奖作品。 

	 ○作品搬入搬出时所需的费用及保险费，由应募者自己负担。日本国内作品由收货人付款方式寄 

   回，请事先谅解。 

○搬入费用由寄货人负担，不接受由事务局支付邮费的作品。 

○至于海外作品的寄回，先算出邮费，再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本人。请以日元汇款到事务局账号上。

汇款手续费（包括海外汇款手续费、搬运手续费、相关银行手续费等）由应募者本人承担。确

认款到后，再寄回作品。 

○请严守搬出的指定时间，过期未搬的作品不予保管。请事先谅解。 

○有关个人审查结果和落选理由的询问，拒不受理。	 

	 

	 	 ＜搬  入＞	 搬入“枕崎市文化资料中心南溟馆”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星期三）～５月２５日（星期六）	 	 

９：００～１６：３０	 

	 

	 	 ＜搬  出＞	 从“枕崎市文化资料中心南溟馆”搬出	 

（１）未入选作品搬出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星期一）～６月１７日（星期一）	 	 

９：００～１６：３０	 

（２）入选作品搬出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星期二）～９月３０日（星期一）	 	 

９：００～１６：３０	 

	 

	 



■著 作 权   由于准备展览会的广告宣传及制作图鉴，作品的摄影及复印权归主办方所有。  	 

	 

■其  他     在保管展示期间，由于天灾或不可抗力引起的对作品的损伤，事务局不负一切责任。 

             申请表上填写的内容需要更改时，请与事务局联系。	 

	 

■事务局	 	 	 “枕崎国际艺术奖展览”事务局	 

	 	 	 〒898-0013	 鹿儿岛县枕崎市山手町１７５	 枕崎市文化资料中心南溟馆内	 	 

TEL/FAX	 ０９９３（７２）９９９８	 

e-mail	 :nanmeikan01@gmail.com	 

枕崎市网址	 http://www.city.makurazaki.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