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RE®「樂動非凡」 (OFF THE BEATEN TRACK) MV（音樂錄影帶）大賽
官方規則
本次比賽不收取任何費用。
不適用於法律禁止的地區。
Shure 正在尋找新的人才，並希望看到您樂隊的最佳表現。「樂動非凡」MV 大賽是一項技能型競賽，目的是邀
請未簽約的獨立唱片藝術家提交展示其音樂才能的原創 MV（「參賽作品」）。在競賽的第一階段，一個由行業
專業人士組成的小組將對已提交並獲得了足夠線上社群投票的合格作品進行判定，確定一份包括二十 (20) 人的
最終候選人名單。此外，線上社群投票將選出一（1）名「最受粉絲歡迎」候選人，並將其加入最終候選人名單。
進入第二階段比賽的二十一 (21) 名最終候選人將收到一個「Shure 麥克風封包」，候選人必須使用這個麥克風封
包來錄製一個新的現場表演，並將表演 MV 提交至主辦機構以進行最後的評判（「MOTIV 參賽作品」）。每個
MOTIV 候選作品將由一個由專家評委/音樂界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委組進行評判，評委組將確定一 (1) 名一等獎、
一 (1) 名二等獎和一 (1) 名三等獎得主。獲得一等獎的樂隊將前往加州洛杉磯參加為期兩天的專業錄音。有關完
整的獎勵詳情，請參見規則 6。
1.

資格：Shure 此次舉辦的「樂動非凡」音樂大賽（以下簡稱「大賽」）僅對合法居住在以下地區的年滿 18
歲（或達到其居住地法定成年年齡）的獨立唱片藝術家開放：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包括魁北克省）、
中國、法國、德國、中國香港、義大利、日本、墨西哥、荷蘭、西班牙、瑞士、聯合王國（英格蘭、蘇格
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以及美國。不適用於法律禁止的地區。參賽者不得與主流唱片公司簽約、不得透
過主流唱片公司或其關聯公司發行唱片、也不得透過合約授權任何一方對其進行代理，否則可能會限制主
辦機構使用其提交的 MV 作品。Shure 公司（以下簡稱「主辦機構」）及其全球子公司、子公司的關聯公司、
附屬公司、供應商、廣告和促銷機構的員工及其直系親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無論他們居住
在哪裡）均不可參賽。樂隊成員最多不應超過六 (6) 人。不符合上述任何資格要求將導致資格被取消。

2.

關鍵日期：Shure「樂動非凡」MV 大賽的起止時間為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比賽期
間」）。比賽期間的日程安排如下：
流程
報名時間
請登入 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報名並提交
您的 MV
投票時間
參賽作品必須獲得至少 50 票才能參加初選。
初選完成
確定最終候選人名單
最終候選人作品提交時間
最後評定完成
公佈獲獎者名單

開始時間 00:00:01（中歐
標準時間）
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 3 月 22 日

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 3 月 27 日

2018 年 4 月 3 日
2018 年 4 月 6 日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8 年 5 月 18 日
2018 年 6 月 18 日

所有日期和時間均為 2018 年中歐時間 (CET)。本次大賽的時間以主辦機構的資料庫時鐘為準。

具體運作方式：

結束時間 23:59:59（中
歐標準時間）

3.

報名時間：首先，您需要在一個獨特的場地製作一個展示您樂隊音樂才華的原創 MV。然後，在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3 月 22 日 23:59:59（中歐標準時間）這個時間段內（「報名時間」），造訪 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以下簡稱「網站」），並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報名參加比賽。您需要提供有關樂隊的
簡短說明、樂隊成員資訊以及原創 MV（統稱為「報名作品」或「參賽作品」）。報名表上只應列出參與
演出的樂隊成員。經理、技術人員、朋友或其他不參與演出的樂隊成員不具有獲獎資格。參賽者可以選擇
將 MV 上傳到 YouTube 或 Vimeo 或優酷網，然後將該 MV 的有效連結提交到「網站」上，或者參賽者可以
直接將其 MV 上傳到「網站」上。每個人/樂隊只可上傳一個參賽作品。所有參賽作品必須透過「網站」提
交，並且必須遵守下列所有適用的參賽作品提交指南。只有符合提交指南的參賽作品才會在網站上發佈並
獲得社群投票。
參賽作品提交指南：參賽作品是否符合提交指南和本官方規則，由主辦機構/評委作出最終決定。

 如果透過 YouTube、Vimeo 或優酷網連結提交 MV，參賽者必須遵守 YouTube 服務條款
(http://www.youtube.com/t/terms) 和/或 Vimeo 服務條款 (https://vimeo.com/terms) 和/或優酷網服務條款。提交
的內容必須符合 YouTube、Vimeo 或優酷網的上傳技術要求。對於因主辦機構無法控制的任何原因導致評
委無法檢視的參賽作品，或者主辦機構無法透過參賽者提供的連結找到的參賽作品，主辦機構概不負責。
 MV 的最長播放時長可達 5 分鐘。彩色或黑白 MV 均可。
 直接上傳到「網站」的 MV 只能是以下格式：MP4、3GP、AVI、MOV、MKV、MPG、WMV 和 WEBM。
 參賽作品必須是您的原創作品（MV/音樂/歌曲）或與您樂隊相關的個人的原創作品。透過對第三方已有
作品進行修改、更新或模仿而製作的作品不屬於參賽者的原創作品。參賽者必須擁有參賽作品（MV/音
樂/歌曲）的相關的所有發佈權。提交的作品可能有多個合作製作人和/或藝術家/音樂家/導演，但在報名
表上只能指定一位參賽作品聯絡人。
 參賽作品（MV/音樂/歌曲）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權或權利，包括但不限於隱私權、個人公開權、
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主辦機構僅允許參賽作品中包含以非侵權的方式使用的第三方著作權或商標。
如果參賽者的作品包含類似第三方的內容或包含非參賽者所擁有的要素，包括但不限於人物描述、建築
物、商標或標誌（即 T 恤標誌），或者如果參賽者的 MV 在某個需要許可證的地點拍攝，則參賽者必須
能夠提供合法的發佈/使用許可證明，以便主辦機構能以其滿意的方式使用參賽作品等。
 未經允許，參賽作品不得包含第三方影片鏡頭。
 參賽作品不得含有描述/引發可能導致自己或他人受傷的任何危險行為或活動的內容。參賽者必須確保他
們選擇的 MV 拍攝地點既安全又合法。
 參賽作品不得以任何方式詆毀主辦機構或任何個人或組織；參賽作品不應包含冒犯性詞語、陳述或內容
（包括普遍認為對某個種族、民族、宗教、某種性向或社會經濟群體的個人具有冒犯性的詞語或符號）；
參賽作品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違反適用的聯邦、州或地方法律法規；不得含有非法內容；並且必須適合
在公共論壇上發表。
參加該比賽即表示參賽者聲明並保證：(i) 他/她已經獲得了可能已經幫助或參與創作參賽作品的任何個人的
所有必要權利、授權和許可；(ii) 參賽者有權同意本官方規則並授予本官方規則中提及的權利（沒有任何產

權負擔和/或第三方權利）；(iii) 參賽作品符合本官方規則、「網站」的要求，且不受任何第三方協議的約
束；同時，(iv) 不需要與此相關的第三方的同意及/或授權，並且主辦機構或其代理機構在使用或利用參賽
作品中包含的材料或權利時，不需要向任何個人或實體支付或承擔任何費用。此處所述的個人或實體包括
但不限於任何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或著作權、鄰接權或著作人格權的所有者及其代表。
在比賽期間至獎品頒發時的任意階段，如果主辦機構/評委認為參賽作品違反了比賽精神或違反了上述聲明
或保證的任意條款，主辦機構/評委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如果參賽作品不符合上述參賽作品提交指南和上
述通用官方規則的要求，也將被取消參賽資格。不合要求的參賽作品包括涉及、描述或以任何方式反映與
主辦機構、比賽或其他任何個人或實體有關的負面資訊的任何參賽作品。如果參賽作品不符合參賽作品提
交指南的規定，則主辦機構和/或管理者可以隨時自行決定在不通知參賽者的情況下取消其參賽作品的參賽
資格。
參賽作品提交後即為最終版本，不得更改。材料提交後，主辦機構不會發出材料已收到的通知，也不會將
材料退回。參賽者提交的資訊只會以本官方規則規定的方式使用。
投票並初步篩選出 21 名最終候選人：主辦機構將對報名期間收到的所有參賽作品進行評定。評定過程可
能需要 2-5 個工作日（完成上傳到實際發佈的時間）。通過評定的合格參賽作品將於 2018 年 3 月 27 日
23:59:59（中歐標準時間）在「網站」上公佈，供社群投票。投票者將有機會對參賽作品進行嚴格地評定，
並投票選出他們認為最符合下列標準的樂隊。獲得 50 票及以上的樂隊將由主辦機構代表進行進一步的評選，
以確定二十 (20) 個最終候選作品。評選將基於以下相同權重的標準：
 唯一性 — MV 的獨創性可由錄影帶拍攝地點證明
 音樂技藝 — 對 MV 所展示的參賽者的音樂才華進行評定
 表演的總體印象 — 根據 MV 的清晰度、內容、特點、吸引力和整體音樂協同效果進行評定
評選出的前二十 (20) 名參賽作品將被列入「最終候選作品名單」，並進入比賽的第二階段。
另外，在投票期間獲得最多票數的參賽作品（「最受粉絲歡迎作品」）也將被列入「最終候選作品名單」，
同樣可以進入比賽的第二階段。如果票數最多的參賽作品已列入「最終候選作品名單」，則將票數僅次於
該作品的參賽作品列入候選名單，以此類推。
每人/每個電子郵件地址只可投一次票。如果在評選或投票決定過程的任何階段出現參賽作品得分或票數相
同情況，主辦機構將選定一名決勝裁判根據上述評判標準對這些參賽作品進行最終評定。
4. 最終候選人作品提交時間：主辦機構將透過參賽者報名時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與最終候選人聯絡，並向

其發送一份 MOTIV 封包，封包中包含提交 MOTIV MV（「MOTIV 參賽作品」）的完整說明。最終候選人
可以選擇重新錄製同一首歌曲的現場表演，也可以選擇錄製不同的歌曲。所有 MOTIV 參賽作品必須遵守
上述提交指南和 MOTIV 參賽作品通知中提出的要求，且必須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 23:59:59 之前提交作品。
MOTIV 參賽作品的評選：在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所有 MOTIV 參賽作品將由音樂界專業人士組成的評委組
根據上述標準進行評判，以確定一名獲勝者。得分最高的參賽者將收到通知，並接受資格認證（如下所
述），認證通過後即可獲得一等獎。得分第二和第三的兩名參賽者同樣須接受資格認證，認證通過後即可
分別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在得分相同的情況下，主辦機構將選定一名決勝裁判根據上述評判標準對參賽
作品進行最終評定。

參加該比賽即表示參賽者聲明並保證 (i) 提交的內容是他們自己的原創作品；(ii) 參賽者擁有所提交材料的
所有權利；以及 (iii) 參賽作品/MOTIV 參賽作品的任何部分均不違反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權、商
標或其他任何權利，也不會以任何方式與上述權利發生衝突。Shure 保留在比賽期間與所有參與者取得聯
絡的權利。
5.

獲獎者資格認證和通知（針對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參賽者收到獲獎通知時還不能被視為是獲獎者，
要成為獲獎者還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i) 參賽者的參賽資格已經核實；(ii) 滿足了主辦機構規定的所有獎
勵領取要求；以及 (iii) 參賽者已收到資格認證流程已完成的通知。準獲獎者將於 2018 年 5 月 21 日左右在
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 上公佈，並將在十 (10) 個工作日內透過報名時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收到通知。
主辦機構將在這段時間內採取所有合理的方式與準獲獎者取得聯絡。準獲獎樂隊的每名成員都需要 (i) 簽署
並交回一份資格宣誓書/免責聲明/獎勵領取表以及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提交一份公開發行許可。準獲獎者可
能還需要按照主辦機構的要求簽署有關使用參賽作品資料的其他文件。要獲得一等獎領獎資格，則一等獎
獲獎樂隊的成員必須證明他們持有必要的旅行證件（例如：美國居民的有效身份證件（帶照片）、非美國
居民的有效護照），且需要填寫旅行免責聲明和旅行問卷（統稱為「文件」）。「文件」必須在主辦機構
嘗試向準獲獎者發送通知之日起 7 日內（包括週六、週日和節假日）填好並交回主辦機構，未在指定時間
內交回「文件」可能會導致資格被取消。如果時間充足，則主辦機構將確定新的準獲獎者。主辦機構有權
對一等獎準獲獎樂隊的每位成員進行背景調查，每位樂隊成員也必須與主辦機構合作才能領取獎勵。主辦
機構還可能要求樂隊成員填寫相關的授權表格。準獲獎者的任何虛假陳述都將導致資格自動取消。如果主
辦機構無法透過準獲獎者報名時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與其取得聯絡，或者任何通知/文件因無法投
遞而退回，又或者準獲獎者（或其任何樂隊成員）被證實不符合資格或不遵守本官方規則，則準獲獎者將
被取消資格。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主辦機構將自行決定是否通知獲得第二高分的參賽者。經核實的獲獎
者將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左右在 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 上公佈，或者在確定資格之後公佈。

6.

獎品和其近似零售價值（「ARV」）/建議零售價（「RRP」）：
最終候選人獎品（21 名） — 每個進入最終候選人名單的樂隊都將獲得價值約 149 美元（建議零售價）的
Shure MV88 iOS Digital 立體聲電容式麥克風和價值約 199 美元（建議零售價）的 Shure MV51 iOS 大振膜電
容式麥克風。有關參與大賽的國家/地區的建議零售價，請參見當地的 Shure 網站。
一等獎（1 名） — 一等獎獲獎樂隊將獲得於 2018 年第三季度前後前往加州洛杉磯的 5 天/4 晚之旅。這趟
行程的確切日期將由「主辦單位」全權決定。旅行包括為每位表演樂隊成員（最多 6 人）提供前往美國加
州洛杉磯的往返機票（經濟艙），出發地為獲獎者住所附近主要機場；4 晚住宿和膳食；在加州洛杉磯，
提供往返機場/酒店的地面交通服務；在 Capitol Studios 提供為期兩天的專業錄音。如果一等獎得主居住在距
離洛杉磯 200 英里（約 322 公里）的範圍內，則可以以地面交通來代替飛機出行。在 Capitol Studios 的錄
音零售價值約為 7,000 美元。樂隊還將收到價值約 5,000 美元的 Shure 產品套裝。獎品套裝內的產品將根據
Shure 所確定的獲獎樂隊進行定製，其中可能包含僅適用於樂隊的產品，如麥克風、無線系統、耳機、耳機
或個人監聽系統等。其他所有費用由一等獎獲獎者自行承擔，這包括但不限於行李費、旅行證件費、旅行
保險、雜費和個人性質的物品、小費以及本官方規則中未規定的其他任何費用。主辦機構不對旅行證件的
丟失、受損或被盜負責。所有樂隊成員必須按照相同的行程出行。一等獎獲獎者必須在出行前準備好所需
的旅行證件（例如：政府簽發的帶照片的身份證、護照、簽證等）。如果出現下列情形，獎勵可能會作廢：
(a) 在主辦機構規定的時間內因任何原因無法獲得任何及所有旅行所需的相應旅行證件；或 (b) 因任何移民
或旅行證件等複雜問題導致一等獎獲獎者無法前往或離開所述的目的地。對於後述情況，一等獎獲獎者須
自行負責安排和支付返回出發地的費用。一等獎獲獎樂隊的每名成員須自行負責確定及遵守所有適用的國
際/國內旅行手續和限制。本旅行套裝的具體細節將受到實際供應狀況的限制，並仍由主辦機構酌情決定。

完整的行程條款及細則將隨通知提供。旅行必須透過主辦機構選擇的代理和承運公司完成，且須視具體情
況而定。相關旅行限制可能適用。如果任何一等獎獲得者因任何原因在預訂之後無法參與旅行，主辦機構
不會為其提供任何補償或替代品、也無須再對其承擔任何義務。一等獎旅行部分的零售價值約為每人 3,500
美元。一等獎的實際價值可能因旅客人數、機票波動和出發地至目的地的距離而異。
二等獎（1 名） — 二等獎獲獎樂隊將獲得價值約 3,000 美元的 Shure 產品套裝。獎品套裝內的產品將根據
Shure 所確定的獲獎樂隊進行定製，其中可能包含僅適用於樂隊的產品，如麥克風、無線系統、耳機、耳機
或個人監聽系統等。
三等獎（1）— 三等獎獲獎樂隊將獲得價值約 1,000 美元的 Shure 產品套裝。獎品套裝內的產品將根據 Shure
所確定的獲獎樂隊進行定製，其中可能包含僅適用於樂隊的產品，如麥克風、無線系統、耳機、耳機或個
人監聽系統等。
關於所有獎勵：所有獎勵價值均基於美元 (USD) 提供，匯率也將基於上述價值而定。Shure 產品套裝內的所
有產品都將頒發給在獲獎參賽者報名表上被列為「主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的所有者。獎勵不得轉讓、
讓與或兌換為現金，但主辦機構可自行決定頒發同等或更高價值的獎勵。如果獲獎者所在國家/地區有任何
領獎限制，主辦機構可能會提供替代獎勵。本規則未規定的、與獎勵領取和使用有關的所有聯邦、州、地
方、省級和其他稅費（包括收入所得稅和預扣稅）以及其他任何成本和費用，均由獲獎者全權負責。獲得
價值 600 美元或以上獎勵的美國合法居民將會收到針對實際獎勵價值的 1099 表。除非另有說明，商品獎勵
將在確認後的 6-8 週內頒發。此處未說明的任何獎勵詳情均由主辦機構自行確定，完整的獎勵條款和條件
將在頒獎時向獲獎者公開。獎品將按「原樣」頒發，不包括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超出製造商有限保固範圍
的品質擔保或保證，如有，也僅針對特定商品。有關獎勵的品質保證（如有）將會受到製造商條款的約束，
並且獲獎者同意自行聯絡此類製造商提供任何此類保證服務。由於主辦機構無法控制的任何事件導致無法
提供獎勵的任何部分，主辦機構概不負責。此處所述獎勵的近似零售價值均基於本官方規則印製時的公平
市場價值。獲獎者無權獲得此處所述近似零售價值與獎勵頒發時獎勵實際價值之間的任何差價。
7.

一般規則：所有聯邦、州、省和地方法律法規均適用。如果參賽者提交的參賽作品數量超過規定的數量，
並且/或者主辦機構懷疑參賽者試圖使用多個電子郵件地址、多張報名表、身份或透過其他任何方式獲得額
外的參賽資格，則參賽者提交的所有參賽作品均會被宣佈無效。提交的所有資訊、報名表和參賽作品均須
經過驗證。如果參賽作品因任何原因被視為無效（包括但不限於參賽作品未被認定或判定為有效作品），
則獎勵取消。主辦機構可分派、委託、分配或轉讓本規則規定的任何權利或義務，並且可以授權主辦機構
的任何直接或間接關聯方作為主辦機構代理人履行本協議，包括發放獎勵。

8.

責任限制：對於因參加本次比賽或使用或兌換任何獎勵而造成或聲稱造成的任何傷害或損害，參賽者自行
承擔全部責任。Shure 公司及其全球子公司、及其附屬機構、分公司、促銷機構、獎勵供應商及其各自的董
事、管理人員、僱員和代理人，以及環球音樂集團旗下的國會音樂集團 (Capitol Music Group) 和
YouTube、Vimeo 及優酷網（統稱「發佈方」）將不對因參與本次比賽（包括在拍攝 MV 或專業錄音期間造
成或聲稱造成的任何傷害）、領取或使用任何獎品而產生的任何索賠承擔任何責任。獲獎者領取獎勵即表
示允許主辦機構將其姓名和/或肖像用於商業目的，不再另行通知和給予補償，法律禁止的情況除外。對於
難以辨認的、殘缺的、以任何方式修改、偽造、複製或竄改的宣傳材料，或對於列印、印刷、機械或其他
錯誤，或者獎勵通知或公告中的任何錯誤，主辦機構及其附屬機構、子公司、供應商、廣告和促銷機構概
不負責。在任何情況下，主辦機構都沒有義務提供超過本官方規則規定數量的獎勵。參賽者同意遵守本官
方規則和評委作出的決定，此決定為最終決定。參與該比賽即表示參賽者不會對主辦機構提起任何有關使

用或披露符合本官方規則的參賽作品而引起的索賠。主辦機構對於非法複製的錄影帶/音樂/歌詞的發佈不承
擔任何責任。本官方規則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應被解釋為限制或排除發佈方或參賽者因欺詐性失實陳述而需
承擔的責任。
參加該比賽即表示參賽者同意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1) 因該比賽或頒發的任何獎勵引起的或與其有關
的任何及所有爭議、索賠和訴訟事由，均應單獨解決，而不因提起任何形式的集體訴訟；(2) 任何及所有索
賠、裁決和判決將僅限於實際的第三方，產生的現金成本（如有）不超過一千美元 ($1,000.00)，但在任何
情況下律師費都不會獲得賠償或補償；(3) 除不超出一千美元的現金費用 ($1,000.00) 以外，在任何情況下，
任何參賽者都不會因以下所有權利獲得任何賠償金，參賽者也在此明確放棄以下所有權利：尋求懲罰性、
偶發性、間接性或特殊性損害賠償和/或其他任何損害賠償的權利；追回利潤損失的權利；和/或能夠使損害
賠償翻倍或增加的任何權利；(4) 參賽者的救濟措施僅限於經濟索賠（如有），並且參賽者不可撤銷地放棄
尋求禁令性或衡平法救濟的任何權利。有些司法管轄區不允許限制或排除責任。
僅適用於歐盟居民：
(i)
主辦機構應對其故意和重大過失以及由主辦機構造成的生命、身體或健康損害承擔全部責任。
(i)
如有輕微過失，則主辦機構僅對違反實質性合約義務（「基本義務」）的行為承擔責任。本規定所
指的基本義務是指要使本合約得以執行所必需要先履行的、合約締約方也因此均依靠其履行的義務。
(ii) 根據第 i 款的規定，對於商業上的失敗、利潤損失、不可預見的和間接損失/損害，主辦機構不承擔
任何責任。
(iii) 上述第 i 和第 ii 款規定的義務僅限於典型的和可預見的損失/損害，且責任金額不得超過 10,000 歐元。
(iv) 責任限制應參照適用於主辦機構僱員、代理人和代理機構的利益。
(v) 主辦機構對任何擔保及基於適用「產品責任法」的索賠的任何潛在責任均不受影響。
9.

參賽作品的所有權/權利的授予：製作和提交參賽作品的參賽者將在無需賠償且自行承擔風險的情況下授予
權利。參賽者授予主辦機構在主辦機構網站或 Shure 使用的社交媒體網站上無限制使用（公眾無法下載）
其所提交作品的權利。參賽者仍將保留對參賽作品的所有權，在參與比賽中，Shure 也保證不會在超出本次
比賽相關的必要範圍之外使用參賽作品，除非參賽者透過簽署使用協議授予 Shure 額外的使用權。主辦機
構可自行決定不定期地在網站或其他媒體上推送選定的參賽作品/MOTIV 參賽作品。根據適用法律，您將放
棄可能妨礙主辦機構使用或披露您參賽作品及相關材料或資訊的任何隱私權、智慧財產權和其他權利。一
等獎獲獎者對一等獎旅行相關的任何照片拍攝、音訊或視訊錄製、實踐活動或其他活動的參與均屬 Shure
公司所有，Shure 公司可以在世界各地、透過任何及所有已知的或將來會出現的媒體、以任何語言及任何方
式利用、編輯、修改和發佈此類參與行為所產生的任何錄音錄像製品、照片及所有相關要素（包括但不限
於其中所包含的任何人名、人物形象或地點），以實現其交易、推廣、宣傳、商業或其他任何目的，而不
需要獲得一等獎獲得者或任何第三方的進一步審核、批准或許可，也無需向其發出通知或提供補償。

10. 注意：個人故意損壞網站或破壞本次比賽合法運作的任何行為都是違反刑法和民事法律的行為，如果發生

此類行為，主辦機構有權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向任何此類個人索取損害賠償。對於和參與本次比賽有關
的或因參與本次比賽引起的、或者與體驗本次比賽相關的任何材料有關的或因體驗此類材料引起的郵件丟
失、延誤、受損、寄錯或破損、電子郵件傳送錯誤、任何技術問題、錯誤、丟失、亂碼、不完整、不正確
或錯誤轉譯的資料/電話傳輸、任何類型的錯誤公告、任何類型的技術硬體或軟體故障（包括對任何人的電
腦/行動裝置造成的任何破壞或損壞），主辦機構概不負責。對於可能妨礙參賽者參與本次比賽的任何網路
系統的故障或崩潰、不可用的服務連接、丟失、不完整或有故障的任何類型的網路連接、任何服務提供商、
社交媒體網站或其任何組合的故障，主辦機構概不負責。作品提交證明不會被視為是主辦機構已收到作品

的證明。對於因使用者網際網路服務或無線電話營運商網路篩選而導致的電子郵件無法投遞，主辦機構不
承擔任何責任。如果因無法控制的任何原因或事件（「不可抗力」事件）導致比賽無法按計劃舉行，主辦
機構有權暫停、取消或變更比賽。「不可抗力」事件由主辦機構和/或獨立評審組織自行確定，包括但不限
於欺詐或技術故障破壞比賽的完整性，或者電腦病毒、錯誤或其他技術問題破壞比賽的管理、安全性或正
常進行。即使比賽因此而被取消，主辦機構仍可以根據評判標準對此前收到的符合條件的參賽作品進行評
選並頒發獎勵。任何透過機器人、自動、程式設定或類似方式參與比賽的行為都將導致提交的所有作品失
效。如果參賽者涉嫌欺詐或竄改，或者不遵守此處所述的任何參賽要求或本官方規則中的任何規定，主辦
機構和/或評委有權禁止其參賽。
11. 適用法律/司法管轄權：關於本官方規則的構成、有效性、解釋和可執行性的所有問題及疑問，或者與本次

比賽有關的參賽者或主辦機構的權利和義務，均由美國伊利諾州的法律管轄和解釋，參賽者住所地的有關
法律另有規定除外。索賠不可以透過任何形式的集體訴訟解決。參賽者特此同意，由本次比賽引起的或與
本次比賽相關的任何及所有爭議、主張、訴訟事由或爭論（「索賠」）應根據本規定，在伊利諾州芝加哥
按照美國仲裁協會的商業仲裁規則進行裁定。上述仲裁應由三名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小組執行，且全程應使
用英文。在任何此類仲裁程序中，仲裁員應採納和應用「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中與證據開示有關的規定，
以便當事雙方參照美國地方法院的民事訴訟程序，向對方要求披露與仲裁所涉及主題相關的任何未保密事
項。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都可以對任何仲裁裁決進行審查並執行。任何一方都無權將上述索賠請求提交法
院審理，也無權將其交由陪審團審判。此外，主辦機構和參賽者均無權就須經仲裁的任何索賠代表一般公
眾或其他有類似處境的人員、或作為索賠方任何級別的成員參加上述審理或審判。除下文所述，仲裁員的
決定是具有約束力的最終決定。請注意，參賽者可以在法院審判程序中享有的其他權利也可能無法在仲裁
程序中享有。仲裁員解決索賠的權限僅限於主辦機構和參賽者之間的索賠，且仲裁員作出裁決的權限僅限
於針對主辦機構和參賽者的裁決。此外，除非經各方書面同意，否則任何一方針對另一方提出的索賠不得
與第三方提出或針對第三方提起的索賠進行聯合或合併仲裁。任何仲裁裁決或決定都不會對非仲裁指定方
的任何人的任何爭議中的問題或索賠造成任何妨礙。
12. 特定國家/地區聲明：如本規則的任何規定因與特定國家／地區的法律、規則或法規抵觸而無法生效，則將

僅適用於允許的範圍。除了上述規則中規定的納稅義務外，比賽獲獎者還必須遵守收入申報制度，並在適
用的情況下按照獲獎者所在國家/地區的法律、法規和規定繳納應繳稅款。參加本次比賽即表示，參賽者特
此明確同意並接受將與解釋、執行和實施本官方規則有關的所有事項交由美國法律和位於美國伊利諾州庫
克縣的法院進行管轄，且明確放棄由於其現在或將來的住所或其他任何原因可以對其實施管轄的其他任何
法院。
13.

個人資料：根據比賽的需要，我們的網站將要求您提供個人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進行儲存和處理。Shure 保
證，將根據滿足歐盟資料保護法（歐盟指令 95/46 /EC 和 EU-GDPR）適用要求的資料保護規定對您的資訊
進行保密。參賽者的資料將被儲存在 Backstage Pro 上進行報名處理，且不會與除 Shure 及其子公司或分銷
商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分享。公共報名資訊將被儲存在 Backstage Pro 上。如有疑問，請聯絡 info@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
使用者申請參加本次比賽即會開設一個會員帳戶。為了比賽的順利進行，營運商 (Shure) 有權根據本官方規
則對個人資料或樂隊檔案（文字和圖片）進行收集、處理（例如：修改、儲存以供進一步處理、與其他資
料記錄進行組合以及存檔）和使用，直到參賽者撤銷此類授權。

資料由營運商 Leitmotiv Online Medien GmbH & Co. KG, Hafenstraße 86, 68159 Mannheim 的技術合作夥伴進行
儲存和處理。伺服器位於德國。比賽結束後，會員帳號和相關個人資料及樂隊檔案將被自動刪除。使用者
隨時可以在參賽網站的登入部分提前終止會員帳戶，但該操作會完全刪除相關資料，並使參賽者退出比賽。
我們在使用您的個人資訊時，將遵循 Shure 公司隱私政策以及為管理本次比賽制定的本官方規則中的其他
規定。您明確同意您的個人資訊可用於上述用途。除非您事先明確同意收到來自主辦機構或第三方的其他
資訊，主辦機構將不會向第三方出售、分享或透過其他形式披露以任何方式收集的資訊，但為了達成上述
目的有確實需要的第三方除外。
14. 獲獎者名單：比賽的獲獎者將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左右在 off-the-beaten-track.shure.com 上公佈，或者在核實

資格後公佈。
15. 不涉及法律程序：僅針對德國居民：排除任何法律訴訟 [●●德文翻譯：Der Rechtsweg ist ausgeschlossen

●●]。
16. 其他：如果本官方規則的英文版與其他任何譯文版本有任何衝突，以英文版本為準。本官方規則中任何條

款的無效性或不可執行性不得以任何方式影響其他任何條款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
主辦機構：Shure Incorporated, 5800 West Touhy Avenue, Niles, IL 60714-4608。
管理方：Marden-Kane, Inc., 575 Underhill Blvd., Suite 222, Syosset, NY 11791-3416。
免責聲明：（至第三方網頁）的外部連結提供的內容由連結頁面的營運商全權負責。我們在提供連結並未發現任何違規行為。
一旦發現任何法律侵權行為，我們將立即刪除相應連結。
GOOGLE ANALYTICS — 我們使用名為「Google Analytics」的工具來收集有關使用本網站的資訊。Google Analytics 收集的資
訊包括使用者造訪本網站的頻率、造訪本網站時所存取的頁面以及造訪本網站之前所瀏覽的其他網站。我們只會將透過
Google Analytics 獲得的資訊用於改進本網站。Google Analytics 只會在您造訪本網站的當天收集分配給您的 IP 位置，而不會收
集您的姓名或其他身份識別資訊。我們不會將透過 Google Analytics 收集的資訊與個人身份資訊進行組合分析。Google
Analytics 會在您的網路瀏覽器中植入一個永久 Cookie，以便您在下次造訪本網站時將您識別為唯一身份使用者，但我們不會
將該 Cookie 提供給除 Google 以外的任何人使用。Google 能夠使用和分享 Google Analytics 收集的關於您造訪本網站的資訊，
但它的這一功能須受到 Google Analytics 使用條款和 Google 隱私政策的限制。您可以使用以下連結停用 Google Analytics：
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
YouTube 是 YouTube, LLC. 的註冊商標。Vimeo 是 Vimeo, Inc. 的註冊商標。其他品牌名稱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YouTube、Vimeo 或優酷網並未以任何方式為本次推廣活動提供贊助、支持或管理，也與本次活動無關。參賽者應該知道其
所提交資訊的接收方是主辦機構，而非 YouTube、Vimeo 或優酷網。有關本次比賽的任何問題、意見或投訴，請透過上述地
址直接聯絡主辦機構，而非 YouTube、Vimeo 或優酷網。
Capitol Studios 是 Capitol Records, LLC. 的註冊商標，需經授權方可使用。Capitol Studios 並未以任何方式為本次推廣活動
提供贊助、支持或管理，也與本次活動無關。參賽者應該知道其所提交資訊和材料的接收方是主辦機構，而非 Capitol
Studios。有關本次比賽的任何問題、意見或投訴，請透過上述地址直接聯絡主辦機構，而非 Capitol Studios。
著作權聲明：本次推廣活動及所有相關材料均為 ©2018 Shure Incorporated 著作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