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雕琢美好生活，創新聚合兩岸青年，第三屆中華設計獎以「生活美學」為主題。生活美學

是一種求好的精神，是在一個有限的條件下，尋求該條件最好的風格與方式。 

設計不僅僅是滿足日常生活的滿足之物，還是提升我們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的必須之物， 當設計

的美在日常生活中為我們提供了情感的愉悅和滿足，就成為了生活美學的重要內容。大賽旨在

通過設計讓美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來，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美，從而提高對美的認識、體

驗到美的價值。臺灣地區由台灣設計聯盟主辦，鼓勵設計同好者依照地區性共襄參與！ 

中華設計獎「生活美學」產品設計大賽（臺灣地區） 

競賽獎金： 

產品組 

金獎         1 項獎金     20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銀獎         2 項獎金     5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銅獎         3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組織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創新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入圍獎若干證書                 

概念組 

金獎        1 項獎金    10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銀獎        2 項獎金     5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銅獎        3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組織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創新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入圍獎若干證書 

特設獎項 

品牌人氣獎        2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網友人氣獎        2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新銳獎           10 項獎金    3,000 元(人民幣)、證書             

------------------------------------------------------------------------------ 

設計大賽簡章： 

一、組織架構 

（一）指導單位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交流局 

（二）主辦單位 

        中國台灣網 

        中華職業教育社 

        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政府 

寧波文博會組委會 

        台灣設計聯盟 

（三）承辦單位 

        上海宜拓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知產中國） 

（四）合作 

        阿里巴巴原創保護計劃將為參賽作品創意保護及商業變現提供支持 

 二、評審機構 

成立大賽評審委員會 

大賽評審委員會由海峽兩岸暨港澳台資深專家組成，負責制定大賽的評審規則及評審辦法、遴

選本屆大賽評委成員、審核最終獲獎名單等。大賽組委會邀請來自設計、文化、投資、創意產

業等不同領域人士擔任大賽年度評委，評委在大賽評審委員會指導下開展評審工作。 

 



大賽評審委員會組成： 

主任：魯曉波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院長、長江學者        

副主任： 

林磐聳 台灣設計聯盟理事長      

李淳寅 亞太設計師聯盟聯合主席、國際工業設計協會聯合會前主席 

餘隋懷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副會長、西北工業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所長 

范聖璽 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教授、博導 

鄧 嶸 江南大學工業設計系主任 

郝凝輝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導 

王俠軍 台灣藝術家、中國現代玻璃之父、「八方新氣」白瓷品牌創始人 

三、大賽主題：生活美學 

第三屆中華設計獎主題為「生活美學」。大賽面向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各類兼具創新性、文

化性、實用性的生活用品，旨在為消費者發掘更多彰顯生活品質、提升幸福感的優質設計，大

賽關注外觀設計和功能設計的創新的同時，也關注產品對個人、社會和環境的責任感，並促進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獎項設置 

產品組 

○金獎         1 項獎金     20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銀獎         2 項獎金     5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銅獎         3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最佳組織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最佳創新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入圍獎若干證書                 

 

 



概念組 

○金獎        1 項獎金    10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銀獎        2 項獎金     5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銅獎        3 項獎金     2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最佳組織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最佳創新獎        1 項獎金    1 萬元(人民幣)、獎杯、證書        

○入圍獎若干證書                    

 特設獎項 

○品牌人氣獎  2 項  獎金 2 萬元、獎杯、證書 

○網友人氣獎  2 項  獎金 2 萬元、獎杯、證書 

○新 銳 獎  10 項 獎金 3,000 元、證書 

（三）徵集對象 

院校在校師生、專業設計機構、設計公司、獨立設計師等。可以個人或團隊為單位報名。 

五、大賽時間安排 

（一）2019 年 6 月 20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品徵集      

（二）2020 年 1 月 大賽初評        

（三）2020 年 1 月 大賽終評          

（四）2020 年 1 月 「特設獎」獲獎線上公布  

（五）時間待定 頒獎典禮暨海峽兩岸青年設計論壇 

六、報名方式  

 

1. 臺灣地區報名步驟如下：  

Step 1：郵件報名。請參賽者下載『報名表』、『參賽承諾書』（活動附件）。 



Step 2：下載參賽報名表與承諾書。 

報名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vsJTI8bil5pVTl01W7j7TXiwNi1xKNN/view?usp=sharin

g 

承諾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H91S1AUTUhZyJgOMIHbGLxLMH6oA47k/view?usp=

sharing 

完成填寫後掃描成電子檔。  

Step 3：備妥作品裱板電子檔（詳情請見下頁：設計提交形式要求） 

1. 作品圖檔：A3  

2. 檔案格式：JPEG 格式   

3. 檔案大小：5MB 以下 

4. 檔案像素：300dpi 

Step 4： 作品寄送。提供資料：『報名表』、『參賽承諾書』、『作品裱板電子檔』   

信件主旨：2019 中華設計獎「生活美學」- 台灣參賽報名   

信件內容：作品名稱、參賽者姓名（或團體各別姓名）、代表人電話   

＊請競賽截止前 E-mail 到台灣設計聯盟信箱（taiwandesignalliance@gmail.com）  

窗口：周先生 電話：02-2756-5536   

郵件：taiwandesignalliance@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共創合作社 S2 

2. 中國地區報名步驟如下：  

登陸大賽指定報名通道：“知產中國”官網 www.cidip.cn 訪問“大賽”專區，根據頁面提示

和相關說明完成報名和作品提交流程。 

如提交實物作品，請採用郵寄方式；但如出現作品送達延遲、丟失或損壞，由本人承擔相關責

任。 



本大賽不收取報名、參評、參展等費用。 

參評產品寄送費和領獎交通食宿費，由參評者自行承擔。 

七、報名要求 

（一）設計內容要求 

適應市場的、兼具文化性、創新性、實用性的創意作品，彰顯品質生活。設計方案需充分考慮

並表現出作品設計人文關懷、功能創新、材料環保、用戶體驗等方面。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

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或其它任何權利；若有其他不誠信行為，大賽組委會將取消其獲獎資

格。 

大賽組委會優先考慮貼近生活、具備一定創新引導的、能有效進行商品孵化的設計。包括但不

僅限於：日常使用中的剛需程度大、智能生活設計、孵化成本與週期小、有自主知識產權等。 

例： 

      1、品類維度 

        1.1 日常使用頻率高的。例如：每天使用多次>每天使用一次>每週使用一次…… 

        1.2 用戶使用需求強的，例如：用戶在多個場景中有使用需求的，用戶在多個時間段 

有使用需求的等。 

      2、孵化便捷性維度 

        2.1 產品孵化成本小的，例如：創意文具、生活用品、批量化擺件等產品類別。 

        2.2 生產週期短或者生產難度低的產品。 

        注：孵化產品必須有擁自主知識產權。 

（二）設計提交形式要求  

1 、網上參賽：本次大賽採用網上報名方式。所有參賽者請依據地區性（中國或台灣）將其作

品依照公告指定的報名通道提交作品，並認真填寫相關內容和說明。 

填報設計概念論述（300 字左右）和設計圖紙。 

設計圖紙要求： 



A3 豎版設計排版圖 1 張，不同角度渲染圖、設計效果圖或實物圖片不超過 12 張。分辨率不低

於 300dpi ，jpg 格式，單張圖片大小不超過 5M 。 

設計圖紙必須包含以下內容：本次參賽作品名稱、作品主題、彩色效果圖、基本外觀尺寸圖，

產品設計說明。 

設計圖紙不得出現以下內容：參賽者所在單位、姓名（包括英文或拼音縮寫）或與參賽者身份

有關的任何圖標、圖形等。 

2 、設計作品實物 

2.1  產品組 

參賽作品必須為產品實物，台灣參賽者作品入圍後需寄出產品實物參與終審。 

2.2 概念組 

概念組無需寄送實物。 

八、作品寄送 

（一）寄送時間、地址 

 1 、產品組參賽者收到入圍通知後即可寄送樣品/ 模型，截止收件日期另作通知。 

 2、收件地址：                    

       2.1 臺灣地區           

        110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共創合作社南二           

        收件人：中華設計獎小組 （周先生） 電話：02-2756-5536   

        2.2 中國地區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夢棲小鎮設計中心南區 4 號樓 302          

        收件人：中華設計獎大賽組委會（祝捷老師）聯繫方式：157 0008 1896 

（二）郵寄費用及作品退回 

  1、所有因作品寄送與退回所產生的費用，均由參賽者自行承擔。    

  2、為進一步推廣優秀參賽作品，組委會將在賽後進行作品展覽活動。原則上，獲獎作品需永

久留存大賽組委會，用於中華設計獎展覽館展品陳列，其他參賽作品將在展覽結束後統一

寄回。 



（三）作品損壞處理 

  1、作品如在運輸過程中破損，組委會將在收到貨物的第一時間拍照聯繫參賽者，參賽者可根

據作品簽收和破損情況，自行向快遞/ 物流公司索賠。如作品的破損程度超出了可評審範

圍，為避免影響評審結果，建議參賽者立即重新寄送新的產品參加評審。    

  2、組委會將保證作品在評審過程中不被人為損壞，但因評審需要，將會對產品造成不可 

避免的使用及操作痕跡，組委會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九、大賽服務 

活動支持媒體和網站及其相關平台將對大賽進行全面深入報導，相關內容將覆蓋 PC 端、移動

端和社交媒體。 

大賽組委會將對具有良好產業化和市場前景的優秀設計作品，組織評估並推薦有關部門、機構

以各種形式開展產品化和商品化孵化；幫助已產品化的優秀設計作品需求對接商業資源，加速

其商品化過程；連接製造、品牌和商業資源，為有意向出讓或合作的優秀設計作品牽線搭橋；

同時對大賽獲獎作品提供推廣增值服務，對大賽活動對接成功的設計作品，優先推廣市場渠

道。 

十、獎項召回 

當遇到以下情況時，中華設計獎組委會有權收回獎項標誌的使用權和已頒發的獎杯和獲獎證

書： 

獲獎作品造成重大社會危害或負面影響； 

正式確認獲獎作品侵犯了其他產品的設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設計者或生產者在未通知主辦者的情況下對獲獎作品進行明顯修改，並繼續在該作品上使用獲

獎標誌或利用其進行宣傳。 

十一、知識產權  

1、獲獎作品的知識產權歸作者本人所有，大賽組委會有權對參賽作品進行文化藝術傳播、推

廣和知識產權交易轉讓。大賽主辦方和協辦方享有優先受讓權。如需知識產權轉讓將與作者另

簽訂轉讓合同書。 

2、對於所有參賽作品，在參賽者知情的情況下，大賽組委會有權在宣傳和推廣中使用其相關

材料，包括作者信息、設計效果圖等。 



3、參賽者嚴禁抄襲或仿冒他人的產品或設計作品。一旦發現參賽者存在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或

與他人就參賽作品存在知識產權爭議問題，大賽組委會有權取消參賽者資格；因參賽作品的知

識產權侵權導致的法律責任全部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並賠償因此給大賽組委會造成的所有損

失。 

4、所有獲獎作品和參評作品，主辦和承辦單位有權出版作品集。大賽主辦和承辦單位對參賽

作品進行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協助申請註冊專利。 

5、未盡事宜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 

十二、生效與解釋權 

本規則的解釋權及修改權歸大賽組委會。 

中華設計獎大賽組委會 

2018 年 6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