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來場⼈數突破 70 萬⼈！“充滿貓咪”療癒空間在⼤阪  
「貓咪休假展 in ⼤阪」10/16〜10/27 舉辦！多隻明星貓作品展⽰ 

 
⽇本 BACON 有限公司動員 70 萬⼈以上的⼈氣貓創作家們的集結，結合貓的寫
真展&商品展「貓咪休假展」的新作在 LUCUA ⼤阪(⼤阪市梅⽥)2019 年 10 ⽉
16 ⽇(三)〜10 ⽉ 27 ⽇(⽇)舉辦。從去年在⼤阪辦活動已經睽違⼀年左右，從新
作展⽰到過去的⼈氣作品將會以⼤型樣式來做展⽰，⽴體作品的特設展⽰等，這次
是過去以來最多的出展者・最⼤規模的活動。此外，優先到場 5000 名可獲得⼤阪
限定設計款明信⽚。 

 

 
URL： http://tgs.jp.net/event/neko-break-lucua 

 
■出展作家有 41 組&⾸次登場明星貓佔多數！為過去最⼤規模的⼤阪活動！！ 
參加的插畫家 SNS 的粉絲總⼈數超過 300 萬⼈。在⼤阪活動所展⽰的作品裡有⾸
次公開的新作品，也會有多樣⼤阪限定的新周邊商品。 
 
<⽵輪ＨＯＩ醬&mappuchin、Boku 在⼤阪⾸次登場!!> 
在 SNS 上具有⼈氣的「mappuchin」＆「⽵輪ＨＯＩ醬」在⼤阪⾸次登場！此外、
在 Twitter 上擁有超過 22 萬⼈粉絲的 Boku 會在「貓咪休假展」初登場。還會販
賣愛貓的 Takashi 醬所做的限定周邊商品。 



Boku  @ boku_565 / https://twitter.com/boku_5656 
 
展⽰作品有 400 件以上、周邊商品有 2,000 件以上使會場變成充滿貓咪的治癒空
間。⽐起去年的活動空間更加寬敞，展⽰作品數量也增加的原因，使得會場更像是
被貓咪給團團圍繞著。 
 
■「貓咪休假展」×阪神⻁「吉祥物」的合作夢想實現了！！ 
貓掉⽑⽽製作的藝術作品為 rojiman 在過去⽇本⼤阪職業⾜球聯盟的吉祥物、⽇
本職業棒球隊的吉祥物等官⽅公認的製作。本展⾸次展出當阪神⻁的吉祥物掉⽑
藝術作品。 
 
■變裝的明星貓們的萬聖節限定影⽚&寫真背板新登場!! 
會場内的特設空間有明星貓們變裝成吸⾎⻤及⽊乃伊的特別影⽚&寫真背板登場。
歡迎來場者們的到來。此外拍攝的照⽚貼上＃標記後上傳 SNS 者，１天限定 10 組
可獲得明星貓聯合的紙膠帶贈品! ※1 天限定 10 組。送完為⽌。 
 
【參加辦法】 
將拍攝的會場照⽚標註#貓咪休假展、或是#貓咪休假展⼤阪 需貼有#字標記，上傳
Instagram、Twitter，給⼯作⼈員看過就ＯＫ。※必須點擊追蹤官⽅的 SNS。 
 
 
■在以前合作的作品裡不曾⾒過的新作品決定將做展出 
1. 合作的藝術家：⼭⽺藏 
以植物和動物的⽴體作品為⼈氣年輕充滿活⼒的黏⼟雕刻家「⼭⽺藏」所合作的⽴
體作品⾸次登場。能欣賞到３６０度、⼜感受到⽴體作品的最佳⽴體感。 
 
2. 合作的藝術家：福嶋吾然有 
明星貓 Buー醬、Ura 醬、Hoi 醬、Nagomu 醬、Donguri 醬等做描繪的藝術家福
嶋吾然有的名畫⼀⼀會做出展⽰。※同作品的周邊商品也會做販售。 
 
3. 合作的藝術家：四宮愛 
在 2016 年舉辦的「貓咪休假美術館」那時所製作的名畫「明星貓的晚餐」將會展



出。 
※預計還會再次販售同作品的周邊商品。 
※其他過去的名作也會做成⼤型作品展出。 
 
■絕對會被搶購⼀空的⼤阪會場限定&新作周邊商品登場 
【官⽅的周邊商品】 
Nyaniwa(浪花)的貓咪休假展福袋限量 100 個！  2222 円 
 
【akarisakasu】 
・各種 mashimarou 玩偶 
 ⼀般 3,800 円、maiku 版 4,200 円、迷你版 1,950 円、特⼤版 8,500 円 
・mashimarou 玩偶 原創坐墊 2,500 円 
・作品集『對你、想表達、重要的事。』(附贈限定明信⽚) 1,500 円 
・秋季限定 萬聖節鑰匙圈  共 2 種 600 円 
 
 【⽵輪ＨＯＩ醬的共同製作】 
＜官⽅＞ 
⾸次的官⽅⽉曆將在⼤阪會場登場!還贈送療癒的明信⽚! 
・⽵輪ＨＯＩ醬  2020 年⽉曆(贈送原創明信⽚) 1,200 円 
 
＜空⽊＞ 
插畫家空⽊所描繪的鏡⾯清潔布!! 
・⽵輪ＨＯＩ醬鏡⾯清潔布 1,080 円 
 
＜0313＞ 
與插畫家 0313 所合作，將⽵輪ＨＯＩ醬的可愛凝縮製成的卡⽚套新登場！ 
・⽵輪ＨＯＩ醬卡⽚套 900 円 
 
【mappuchin 的共同製作】 
＜Apple Coco＞ 
⼿⼯製作的原創吊飾。相像的表情被受注⽬。 
・mappuchin 的原創吊飾 1,900 円 



【ＨＯＩ飼主】 
共同製作周邊商品＆新作周邊商品在⼤阪初登場！ 
・ＨＯＩ醬的護⾝符型狀的鑰匙圈 750 円 
・ＨＯＩ醬 2020 年⽉曆(贈送原創明信⽚) 1,200 円 
・就診⼿冊  各種 500 円 
・＜與空⽊合作＞印度烤餅的ＨＯＩ醬收納包 2,350 円    
※預定也會有其他合作的各種周邊商品。 
 
※上述的全部皆還未含稅的價格。 
 
■關於貓咪休假展？ 
職業或是業餘的⼈氣貓創作家所結合聯合寫真展&商品展。聚集多數在 Twitter 及
Instagram ⼈氣的明星貓登場、出展者的 SNS 被追蹤數累計超過 300 萬⼈。只是
觀看⽽已就⾜以讓⼈放鬆的作品、在狹⼩空間只透過觀看即被治癒的⼿作商品作
為展⽰・販售。BACON 有限公司為主辦的畫廊「TODAYS GALLERY STUDIO」
(東京・淺草橋) 、⾃ 2015 年的夏天以來、僅僅在 3 年就有 70 萬⼈以上來場記錄。
出展者以網路為中⼼活躍的創作家為多數，在活著時作品被⼈們看⾒的珍貴機會
為話題。 
 
■活動展覽概要 
活動展名  : 貓的聯合寫真展＆商品展「貓咪放假展 in ⼤阪」 
活動⽇期  : 2019 年 10 ⽉ 16 ⽇(三)〜10 ⽉ 27 ⽇(⽇) 10:00〜21:00(結束) 
休館⽇    ：無 
場地          : LUCUA 9 樓 LUCUA ⼤廳 
      〒530-8558 ⼤阪市北區梅⽥ 3-1-3 
⼊場費      : 600 円 3 歲以下可免費⼊場  
出展者 ： 全部 41 組 
主辦單位  : BACON 有限公司 
URL   ：http://tgs.jp.net/event/neko-break-lucua 
※上述為預定內容，內容會有做變更的可能性。 
 
 



■關於ＢＡＣＯＮ有限公司 
在國內、海外舉辦⾼品質的展覽會、提案、⼀般活動，吸引更多參觀者、印象的提
升等⽬的性的展覽會企劃提案。與作家的商談從內裝、展⽰設計佈置、作品的印刷、
廣告宣傳到規劃活動的製作。 
URL： http://bacon.in.net 
 
■關於 TODAYS GALLERY STUDIO 
2014 年 7 ⽉在東京淺草橋設⽴。以藝術為出發⽬的的「 曖昧☆美少⼥藝術展 」、
「 不⼀樣的廢墟ＶＳ⼯場夜景攝影展 」、「 扁⿐⽝寫真展 」等多數活動。在 2016
年⽇本⿈⾦週舉辦的「 蜜⼤腿寫真的世界展 」擁有２萬⼈以上的來場紀錄。包含
在各地舉辦最具代表性活動「 貓咪休假展 」，活動３年累積突破 70 萬來場⼈數等。
是都內最具話題性的畫廊。2017 年 9 ⽉在名古屋也設⽴了新畫廊。所有的活動企
劃和⽴案的創意總監為淺岡裕季。 
URL： http://tgs.jp.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