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暨「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正式開跑！
今年台灣優良設計協會將持續號召全台出類拔萃的設計人才參賽，並徵集多件傑出設計作品組
團跨海參展，引領台灣設計邁向國際，為你開啟更廣闊的設計視野！
在 2015 海峽工業設計大獎賽中，台灣組團參賽參展的作品共獲得３金７銀、９件未來設
計之星，獲得獎金超過百萬，其中來自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的「衣扇窗」與國立高雄
第一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的「滅火君」
，更雙雙奪得概念類金獎、各獲得人民幣５萬元獎
金，相當於新台幣約 25 萬元！今年大賽中最高榮耀「鑽石獎」
，獎金高達人民幣 12 萬元，約
為新台幣 60 萬！優秀作品更可獲得跨海企業的培訓機會！上次錯失奪獎機會嗎？這次不參
與，更待何時？快來與兩岸設計好手一同角逐高額獎金吧！



台灣參賽窗口：台灣優良設計協會 謝執行秘書
聯繫電話：02-26533100
Email：gooddesign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768 巷 1 弄 18 號 1 樓

壹、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參展辦法
一、 參展作品類別：
本次展會將集中展出 2016 年海峽兩岸優秀大學生設計作品，主要類別包括：
1. 工業產品設計

2. 服裝服飾設計

3. 文創禮品設計

二、 參展對象：台灣各大專院校系之在學學生或應屆畢業生所設計之工業設計類作品，
並透過台灣優良設計協會統一組團參與。將與下列院校共同展出：廈門大學、福州
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廈門理工學院、華僑大學、集美大學、廈門城市職業學
院、廈門大學嘉庚學院、廈門技師學院、廈門海洋職業技術學院、廈門軟體職業技
術學院、廈門市集美職業技術學校、廈門華廈學院、集美輕工業學校。
三、 參展報名方式：
在活動報名時間內，提交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參展報名表
（附件一）
、作品展板版面設計電子檔（PDF 格式）及作品展示影片。歡迎各大專院
校組團報名，以校系單位報名多件作品請另填寫附件二＜統一參展作品清單＞。
1.

展板要求：統一規格為 1200*900（單位：mm）
，限直式。內容必須包含：

(1)

作品的展示效果圖

(3)

產品尺寸（請於報名表中填寫參展作品的尺寸，以便主辦方設立展臺展櫃。
）

2.

影片要求：時間不超過 3 分鐘，影片內容應輔助說明設計構思和展示作品。

(2)

設計說明（要求按點陳述，簡潔清晰有條理）

四、 活動地點：廈門火炬高新技術園區
五、 評審組成：在確保評獎公正性、權威性和社會影響力的前提下，主辦方將邀請海峽
兩岸高校知名教授、業界專家和冠捷科技公司等著名設計機構精英組成評審團隊，
通過高校推薦、專家評審等環節，確定最終獲獎者。
六、 頒發獎項：
1.

評出獲獎作品 30 件，向設計者頒發「未來設計之星」獎，獎金人民幣 3,000
元（約新台幣 15,000 元）。＊獲獎者如未參與參展團協助將作品送至廈門，稅
後獎金將扣除 NT2,000 元作為本會舉辦活動之費用（含協助報名、參展...
等）
，若獲獎者有隨行協助參展團事務則免扣。

2.

評出優秀指導教師 10 名，頒發「優秀指導教師」證書，獎金人民幣 1,000 元
（約新台幣 5,000 元）
。

3.

表現優秀之參展者更有機會晉級「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決選，爭取高
額獎金與培訓！

七、 參展團：
1.

向本會報名之參展者，可享優惠價一同前往廈門參展，行程為 6/2 至 6/7 共六
天五夜。食宿交通全包！在廈期間更將入住四星級湖裡頤豪酒店！

2.

參展團費：原價 17,000 元，早鳥報名可享減免 3 千與補助 3 千的優惠：
11,000 元。限額 15 名！請盡早報名！超過名額單人團費為 14,000 元。

3.

為掌握團員安全性，參團者須配合本會安排之在廈行程。報名參團三天內請預
繳 5,000 元訂金，恕不退款。逾期繳納者名額將自動釋出給下一位參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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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展時程：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參展時程
日期

時程

2016 年 4 月

受理報名

至 5 月 4 日下

＜網路＞

事項
1.

參展辦法：請繳交附件一＜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
計作品展－參展報名表＞、作品展板版面設計電子檔（PDF 格

午 5 點整

式）及作品展示影片，並於時間內寄送至 Email：
gooddesigna@gmail.com
2.

歡迎各大專院校組團報名，以校系單位報名多件作品請另填寫
附件二＜統一參展作品清單＞。

台灣參展窗口：台灣優良設計協會 謝執行秘書
聯繫電話：02-26533100
Email：gooddesign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768 巷 1 弄 18 號 1 樓
廈門參展窗口：楊先生
郵箱：748033696@qq.com
聯繫電話(市話撥打方式)：00286-592-5052673, 13459246093
聯繫電話(手機撥打方式)：+86-592-5052673, 13459246093
活動官網：http://www.xida.org.cn/zxzx/tzgg/201604/t20160405_2368.htm
5月6日
5 月 17 日

參展通知

台灣優良設計協會將於 2016 年 5 月 6 日通知優秀作品參展，並與各

＜網路＞

參展單位聯繫相關事宜。

參展作品繳交

獲得參展資格的作品必須於 2016 年 5 月 17 日（新一代展結束隔天）

＜世貿一館＞

將作品模型送至世貿一館一樓信義路大門口，台灣優良設計協會將協
助運至廈門。

5 月 30 日至

參展作品布展

向本會報名之參展者，可享優惠價一同前往廈門參展，行程共六天五

6月3日

＜廈門＞

夜。各設計者可自行決定是否配合一同前往展場。食宿交通全包！在
廈期間更將入住四星級湖裡頤豪酒店！

6 月 2 日至

參展團在廈活

參展團費：原價 17,000 元，早鳥報名可享減免 3 千與補助 3 千的優

6月7日

動

惠：11,000 元。限額 15 名！請盡早報名！超過名額單人團費為
14,000 元。

6 月 4 日至 6

1. 展期

1.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開幕式

月6日

2. 現場活動

2.

海峽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

＜廈門＞

3.

項目路演、設計沙龍、專家講座

4.

「未來設計之星」評審與頒獎儀式

7 月 10 日

參展作品歸還

參展作品將於展期結束後，統一於 7 月 10 日前寄出歸還予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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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參賽辦法
一、 大賽主題：新視屏、新感受、新視界。
二、 大賽目的：期許設計工作者，透過對各種顯示裝置使用場景的發想，創造新的使用
體驗，從新視屏開始，帶給使用者新感受、新視界。
三、 參賽對象：
1.

兩岸高校（大專院校）學生個人或團體（可包含指導老師）。

2.

從兩岸大學生優秀工業設計作品展中，挑選符合“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
賽要求的設計人員。

四、 參賽作品類別：
1.

硬體作品：廣義的顯示裝置及周邊配件，如電視、顯示器、手機、平板電腦等
的外觀或功能性設計。

2.

軟體作品：與顯示裝置搭配的智慧功能或場景，如多屏互動技術、人機交互介
面、雲端應用、增強現實、虛擬實境等應用場景或功能。

五、 設計範圍：
1.

以廣義的顯示裝置為中心；可包括電視、顯示器、手機、平板電腦等。

2.

可以是產品功能；應用場景；週邊配件等創新。

3.

技術範圍可環繞物聯網、智慧功能、多屏互動技術、人機交互介面、雲端應
用、增強現實、虛擬實境等廣泛發想。

4.

最終比賽成果可以展示樣機；概念設計展版等各種形式呈現；並將挑選合適作
品進行產品化。

六、 評選標準：
1.

設計品質：原創性、美感、工藝、材料運用。

2.

創新程度、獨特性。功能性、實用性。環保價值。商業價值。

七、 參賽報名方式：
有意報名之參賽者請填寫繳交《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申報表》（附件 3），並請
附上 6-15 頁圖文並茂的 PPT 簡報檔。請將報名資料 email 至台灣參賽窗口：
gooddesigna@gmail.com 與廈門參賽窗口：408818514@qq.com，提醒您，繳
交完《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申報表》及 PPT 簡報檔才算是報名成功唷！
八、 活動地點：廈門火炬高新技術園區
九、 評審組成：
在確保評獎公正性、權威性和社會影響力的前提下，主辦方將邀請海峽兩岸高校知
名教授、業界專家和冠捷科技公司等著名設計機構精英組成評審團隊，通過高校推
薦、專家評審等環節，確定最終獲獎者。
十、 頒發獎項：
1.

入圍參賽者將進入冠捷國家級工業設計中心進行專項培訓，培訓及食宿費用由
企業全額贊助。

2.

決選時將對 30 件入圍作品進行終評，並向設計者及指導老師頒發獲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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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設置如下：
獎項名稱

名額

換算新台幣（大約）

鑽石獎

1

¥ 120,000

NT 600,000

金獎

1

¥ 60,000

NT 300,000

銀獎

3

¥ 30,000

NT 150,000

銅獎

5

¥ 15,000

NT 75,000

20

¥ 3,000

NT 15,000

入圍獎
十一、

獎金（人民幣）

參賽時程：

「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參賽時程
日期

時程

事項

2016 年 4 月

受理報名

請填寫繳交《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申報表》
（附件 3）
，並請

至 5 月 20 日

＜網路＞

附上 6-15 頁圖文並茂的 PPT 簡報檔。請將報名資料 email 至台灣

下午 5 點整

參賽窗口：gooddesigna@gmail.com 與廈門參賽窗口：
408818514@qq.com，提醒您，繳交完《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
大賽申報表》及 PPT 簡報檔才算是報名成功唷！
台灣參賽窗口：台灣優良設計協會 謝執行秘書
聯繫電話：02-26533100
Email：gooddesign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768 巷 1 弄 18 號 1 樓
廈門參賽窗口：黃小姐
郵箱：408818514@qq.com
聯繫電話(市話撥打方式)：00286-592-5052671, 13656021982
聯繫電話(手機撥打方式)：+86-592-5052671, 13656021982
活動官網：http://www.xida.org.cn/zxzx/tzgg/201604/t20160405_2368.htm

6 月 4 日至

1. 初選

6月6日

2. 入圍公佈

6 月 15 日前

參賽協定

大賽入圍參賽者簽署參賽協定。

7 月至 9 月

入圍培訓

入圍參賽者將進入冠捷國家級工業設計中心進行專項培訓，培訓及食

1. 初選

2. 冠捷杯新視界工業設計大賽 30 件入圍作品名單公佈

宿費用由企業全額贊助。
1.

體驗與瞭解冠捷產品的設計與產品生產流程。(2-3 天)。

2.

企業設計師與專家對項目進行專項指導，深化和完善作品。(23 天)。

3.
10 月

參賽團隊在企業做出實際樣機。(4-6 周)

1. 展示

獲獎作品名單將在頒獎儀式上公佈，並在廈門市工業設計協會官網發

2. 評審

佈（網址：www.xida.org.cn）
。

3.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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