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此签名确认我已阅读、理解和同意

COLOR ZOOM歌薇跃型耀色大赛报名表上所有的参赛条款和规则。
www.goldwell.com/colorzoom

签名

ENTRY FORM
报名表

请勾选参赛组别：

女士 先生

请在此填入你所在发廊的地址信息并将参赛作品照片和光盘（或优盘）寄给我们：

上海丝薇美发用品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区南苏州路1501号3号楼，邮编200041，电话 021-

62721968）。光盘（或优盘）上和照片背后请写上姓名和店名。注意照片不要折叠。

全球新锐染发师 染发师英文全名

染发师中文全名

染发师手机号

染发师年龄

全球伙伴染发师

全球创意染发师

发廊名称

发廊地址（街道，门牌号）

所在省市

所在区

邮编电话号码

FOR THE COLOR ZOOM CHALLENGE ’19.
2019跃型耀色全球挑战赛·中国区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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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丝薇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SIWEI Professional Haircare Co.,Ltd.

TEL 电话：86 21 62721938  62721968
FAX 传真：86 21 62723895歌薇中国总经销商：

COLOR ZOOM ChaLLenge ’19
ReMix 波普复刻

2019 跃型耀色全球挑战赛 中国区选拔赛报名手册



COLOR ZOOM
CHALLENGE ’19

––

GIVE YOURSELF 
AND YOUR CAREER 

A BOOST

步入聚光灯下，你就是一颗最闪亮的新星！

跃型耀色挑战赛将会成为你今后生活中一段独特体验。

你不仅仅只赢得了比赛

这是在美发届最大规模的发型师现场竞赛之一，

将你自己置身于聚光灯下。

展示你对当年 ReMix 波普复刻 发型特辑的诠释。

用你的创意和才能折服所有人。

把我契机，实现自我

参加挑战赛是你得到国际全球知名度和提升自我价值的通行证，

这是非凡的人生体验。

快来抓住这次契机！

2019年跃型耀色挑战赛

开启你事业的加速器

www.facebook.com/GoldwellColorZoom 
www.instagram.com/GoldwellColorZoom 

www.twitter.com/Goldwell

YOUR CREATIVITY COUNTS
––

快来参加跃型耀色挑战赛

#TAKETHECHALLENGE  #GOLDWELL  #COLORZOOM

歌薇中国微信 歌薇中国官网

“摆脱现实，
创意无限。”

MAKSIM SOTNIKOV
 2017全球新锐组冠军

俄罗斯
---

它是展示创意与热情的平台。

发挥你的美发天分。

在聚光灯下把握这次契机，

赢得与你匹配的知名度。

在社交媒体渠道输入下列关键词，看看还有其它什么惊喜等着你。

创意无限



YOUR
CHECKLIST

––

你的清单

YOU CAN  
ONLY WIN  

BY TAKING PART
参赛即是赢家：

参加选拔赛，

展示你对当年 ReMix 波普复刻 发型特辑的诠释。

你也将与本国的其他参赛者进行角逐 — 此刻你将在全国名扬四海。

每个国家都会决出不同组别的冠、亚、季军。

所有国家选拔赛冠军将有资格参加全球决赛

力争全球总冠军殊荣。

实现自我提升，开启你的职业生涯

国内优胜 – 前景光明

» 提升自我形象，助推职业生涯至新的高度

» 新闻和社交媒体将推广你的创意

» 冠军获得者将代表本国参加全球跃型耀色盛典

上的现场总决赛

全球冠军 – 世界闻名

» 享受作为国际顶尖发型师的殊荣，以及职业和形象提升

» 在国内和全球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获得宣传推广

» 成为COLOR ZOOM创意团队一员，创作下一年特辑

只要参赛，你就是赢家

如何成功报名
参加跃型耀色挑战赛

遵照报名步骤，发挥创意，铸就辉煌

参考最新的集合创作自己的作品

选择参赛组别

明白评分标准

遵守比赛规则

寄出报名表和参赛作品

留意时间节点



USE THE REMIX COLLECTION
AS YOUR INSPIRATION

––

CHOOSE YOUR 
CATEGORY

––

MaksiM sOtnikOv new talent category

dyLan tung creative category

MiO sOta partner category

选择合适自己的参赛组别欣赏波普复刻发型合辑，开启创意灵感

gLOBaL CReative COLORist
全球创意染发师

这个组别开放给所有使用GOLDWELL歌
薇，递交报名作品时专业美发经验（不包

括学徒期）高于5年的发型师。

gLOBaL neW taLent COLORist
全球新锐染发师

这个组别开放给所有使用GOLDWELL歌
薇，递交报名作品时专业美发经验（不包

括学徒期）不满5年的初级发型师。

gLOBaL PaRtneR COLORist
全球伙伴染发师

这个组别开放给所有作为自由职业者、培训
师或活动代表等在递交报名作品前2年已经
与歌薇GOLDWELL有所合作的发型师。

颠覆现实，展现你对此次发型合辑的灵感

打破自由

挣脱现实，趣味盎然

朋克混搭流行风潮

摇摆起来吧！

大胆，碰撞，叛逆

头发成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追求极浅色，分明的轮廓，强有力的对比色

创造出你想见的未来

是时候从你的现实中挣脱出来了！

#ReMixReaLity

挣脱现实



对潮流的诠释（40%）

展现你的创意，创造你自己的REMIX“波普复刻”发型，而不是拷贝原集合。

熟悉现在的REMIX“波普复刻”集合，知晓其时尚潮流背景，以自己的方式将其演绎成自己的作品。

作品既要体现被参考的潮流又要有你个人的特色。创新、原创，给潮流签上你的大名。

技法的实现（40%）

每一个COLOR ZOOM集锦的出现都伴随着与时尚潮流相关的染色、剪裁和造型概念。

以革新和独特的方式运用这些技法。用完美的技法打造优美平衡的色彩、剪裁和造型。

总体的外观（20%）

你已诠释了潮流和运用了集锦的技法。现在要看整体外观了—包括头发、彩妆和服饰，

还有模特和照片的专业度和审美。

了解这些评分标准，尽可能获取高分。

THE JUDGING CRITERIA
评分标准

-

 1 
-

创作染色作品时只能使用歌薇的产品，即TOPCHIC永久染膏、COLORANCE半永久染膏、ELUMEN伊

露染膏。在所有组别，模特头发可以用歌薇产品褪浅，即TOPCHIC高染浅染膏、SILKLIFT丝丽漂浅系

统和OXYCUR PLATIN无尘漂粉。

-

 2 
-

发型和发色必须是重点，并容易在照片中辨识。

-

 3 
-

不能使用接发、假发片或假头套。

-

 4 
-

不要全身照，取景最多到胸部。

-

 5 
-

不要黑白照。不要用宝丽来快速成像机拍。

-

 6 
-

国际赛的评委将依据你的照片和现场表现打分。

-

 7 
-

如果你想修饰润色参赛照片，请考虑到下列因素：对皮肤或头发瑕疵的些微修饰当然属于常规做法，

也是被允许的。但对皮肤或头发的极端修饰会被评委考虑在内并在你的得分上有所体现。

不要忘记你现场完成的作品需要与报名作品照片一模一样。过度PS的照片很难在现场操作中重现。

你的得分也会随之有所调整。

-

 8 
-

每家发廊可以有多名员工参赛，但每名参赛者只允许递交一张参赛照片。

-

 9 
-

模特可以是男性或女性，必须年满19周岁或以上。

-

 10 
-

在国际大赛上你需要现场为真人模特染发、剪发和造型，尽力重塑你递交的照片上的发型。

THE RULES
比赛规则



THE 
TIMELINE

––

参考当年的歌薇发型集合

诠释这个潮流

选好模特和服饰

完成发型创作并拍摄成照片

清晰完整地填写并邮寄报名表

寄出完整参赛资料的截止日期：

2019年5月15日

国内优胜者揭晓时间：

2019年8月

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GLOBAL ZOOM

全球盛典上的现场挑战赛：2019年9月29日

YOUR COUNTDOWN FOR YOUR CREATIVITY.
展示创意灵感倒计时

时间节点  

ENTRY MATERIALS
参赛作品

- 1 -
一张漂亮照片，达到国际印刷标准（A4=210×297毫米）；

一张含该照片JPG格式电子档图像的CD光盘或优盘，

分辨率300DPI。

不要用宝丽来快速成像机。

- 2 -
填写完整并签名的报名表，包含以下信息：

参赛组别、模特头发底色色阶、详细描述的染发技法、

色彩布局和使用的歌薇产品。



5 TIPS FOR SUCCESS IN THE  
COLOR ZOOM CHALLENGE

“不要雷同，
REMIX 波普复刻, 

重新塑造经典造型，
并趣味盎然。”

INTERPRET. 
CREATE. 

EXPERIENCE.
––TIPS FROM THE COLOR ZOOM

CHALLENGE ’17 WINNERS
2017年COLORZOOM全球

总冠军们同你分享宝贵经验和诀窍
“开发的作品要能体现你的剪裁、

染色和造型才干；向评委们展示
你美发的创意方法。”

“时间宝贵。整个比赛过程中
你只有3小时的时间去完成你的
作品。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

“时刻记在心中：
操作时间非常紧张。

你只有3个小时重塑你的作品
包括染发、剪发和造型。”

“惊艳的整体效果：头发、
彩妆、服饰。所有一切，组
合在一起，要能创造出美仑
美奂的总体外观。”

诠释  准备  体验 在跃型耀色挑战赛中获得成功的5个建议



TERMS AND CONDITIONS
––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OR ZOOM CHALLENGE ’19

参赛者必须是学徒期已满的职业发型师。报名时其所在发廊必须正常营运。

COLOR ZOOM挑战赛的全球冠军不能参加次年的比赛，但可以在2年后报名参赛。

参赛者同意其个人资料将被歌薇COLOR ZOOM挑战赛举办方花王德国及其集团子公司

在比赛范围内储存和电子化处理，其个人资料不会转给第三方。

参赛者签署报名表即表示同意将参赛作品的版权，所有影像和肖像权转让给花王德国有

限公司、花王集团及其旗下公司（统称花王集团），其使用权不受时间、地域和适用类

型的限制，包括和不限于网络，社交媒体和印刷。花王德国有限公司即成为该作品的所

有人，可以进一步把版权转让给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花王旗下公司）。参赛者不能再

用此作品参加其他比赛，以其他目的发表、或转让给第三方印刷出版等。即参赛作品的

所有权已经转让给花王集团独家所有。在国内优胜名单公布后，参赛者可以使用参赛作

品图像在社交媒体上沟通，但不能早于名单公布时间进行。

第三方外界无权使用参赛作品。参赛者确认其作品的权益不受第三方的限制，可以自由

转让。递交参赛作品并签名，表示参赛者已阅读、理解参赛细则，无条件接受和履行参

赛规则，评分标准等资格和条件。国内赛和全球赛的参赛细则可以补充增加。

参赛者递交作品时需年满18周岁。

花王德国有限公司、花王集团和其分支的员工及家属不能参加比赛。

所有报名资料（包括照片及书面资料）将无法退还。所有参赛作品将严格地按照

COLOR ZOOM挑战赛参赛和评审规则进行审核。

比赛交件截止日是2019年5月15日，任何晚于该日期递交的作品将不具备参赛资格。

2019跃型耀色全球挑战赛参赛细则

照片（A4尺寸）请勿折叠或粘贴。

请详细说明你所使用的染发技法、分区布局和使用的歌薇产品：

底色色阶

PerforationPerf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