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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太陽神鳥杯”天府·寶島工業設計

大賽作品徵集通知

“Sunbirds Cup ”Sichuan-Taiwan Industrial Design Awards

一、組織機構

指導單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主辦單位

臺灣工業總會

四川省工業經濟聯合會

支持單位

四川省宣傳部

四川省委臺灣工作辦公室

四川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四川省教育廳

四川省科學技術廳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四川省知識產權局

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

國際設計協會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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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協辦單位

臺灣工業設計協會

四川省工業設計協會

成都市博覽局

承辦單位

四川省工業經濟聯合會

海內外機構及媒體

四川省人民政府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臺灣工業總會

四川省工業經濟聯合會 四川省宣傳部 四川省委臺灣工

作辦公室

四川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四川省教育廳 四川省科學

技術廳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四川省知識產權局

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 臺灣工業設計

協會

四川省工業設計協會 成都市博覽局 成都市經信委

成都廣播電視臺 四川線上 天府 TV 夜問 CDRTV

川臺設計與品牌 西華大學 西南交通大學

四川音樂學院美術學院 成都理工大學 西南石油大學

四川城市職業學院 四川師範大學 四川大學錦江學院

西南科技大學 四川文化藝術學院 成都工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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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 矮凳網

二、大賽流程

流程 時間

啟動儀式 3 月 24 日

作品徵集期 3 月 24 日-7月 31 日

參賽作品初評 8月 15-20 日

參賽作品終評 9 月 24 日

2017 工業設計與品牌國際會議 9 月 26 日全天

2017 大賽頒獎典禮 9 月 27 日上午

2017 創新作品展示會 9 月 27-29 日

三、獎項設置

13 個類別獎項設置，即：自動化與交通、商用與工業產品、

通訊工具與電腦設備、數字設計、休閒娛樂與文創用品、環

境、居家、衛浴與廚房、醫療與科學設備、辦公設備與用品、

包裝與標識、個人裝備服飾、工藝美術旅遊品。

特等獎 1 名，獎金 10 萬元現金+90 萬元落地配套資金。

由大賽組委會組織總評委，由總評委從 13 個類別中的金獎

作品中評出。

每類金獎 1名、獎金 10000 元/名

每類銀獎 3名、獎金 5000 元/名

每類銅獎 5名、獎金 3000 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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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獎項設置

“未來之星”金獎 3 名，獎金：5000 元/名

“未來之星”銀獎 6 名，獎金：3000 元/名

“未來之星”銅獎 11 名，獎金：1000 元/名

四、參賽要求

為合格參賽 2017 年 STIDA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須滿足如

下標準：

面向全球的設計作品和設計師

凡是學生參賽，皆須把作品遞交於“未來之星”類別之下。

去年參賽但未獲獎之作品，如仍滿足今年參賽要求，則仍

可遞交參賽。

為確保參賽者利益，評委或組織方有權改變參賽作品所投

報的類別。

原創作品

作品創作主體須獨立。同一件作品只能由一個主體或單位

申報。

之前在本大賽中獲獎的作品不得再次參賽。

合作創作的作品署名不得超過 5人。

產品類作品須在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之間上市銷售。

概念類作品須在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7月之間完成或提

交給用戶。

五、作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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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動化與交通

工業工藝設計及工藝流程設計/積體電路設計/汽車與機車內

外部/船舶與飛機內外部/摩托車/娛樂消遣用交通工具/自行

車/概念與模型

2、商用與工業產品

工業裝備、設備/工業工具、模具/工業產品功能設計和外觀

設計/建築裝備與系統/重型機械/建築與工業用車輛/其他設

備或工具/概念與原型

3、通訊工具與電腦設備

電話和網路電話/移動電話、智能電話、個人輔助用具/導航

裝備/聽筒與耳機/配件配飾/臺式電腦/可攜式電腦、筆記本

電腦、移動機具/伺服器與機箱/可攜式器具/顯示器、監視器

與投影儀/輸入裝置/週邊設備/概念與原型

4、數字設計

交互/用戶介面/網路與應用/概念與原型

5、休閒娛樂與文創用品

立體音響、揚聲器/電視、數位化視頻光碟驅動器/耳機/照相

機與攝像機/個人音頻播放器/配件與電纜組織/家庭影院/音

樂樂器/多媒體與遊戲設備/多功能設備/移動娛樂裝備/玩具

和遊戲/體育、健身和野營器具/體育和健身配飾/概念與模型

6、環境

建築設計/企業、公共與私人空間/環境圖形和標識系統/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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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展陳與佈局設計/陳列室與零售廣告推銷/貿易展/街燈和

公共傢俱/概念與原型

7、居家、衛浴與廚房

傢俱/飾品/地板/地毯/裝飾/床具/燈具/窗戶/材料/盥洗室、

衛生潔具與傢俱/配飾/保健房和設備/操控器件與系統/廚房

傢俱/設備與器具/燈具/桌上用品/器皿/炊具/刀具/配飾/概

念與模型

8、醫療與科學設備

臨床與診斷產品/工業與科技產品/外科與治療產品/家庭護

理與個人護理產品/概念與模型

9、辦公設備與用品

辦公供應與組合/設備與固定器件/書寫用具/辦公傢俱和照

明/概念與模型

10、包裝與標識

包裝平面/包裝結構/概念與模型

11、可穿戴裝備服飾

服裝/箱包/眼睛/鞋子/帽子/手錶/概念與模型

12、未來之星

大學本科生作品/研究生作品

13、工藝美術旅遊品

報獎前，請仔細閱讀類別及分類別說明，以選擇最適合的作

品參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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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審標準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的評審基於如下標準。獲獎作

品，不管是哪個類別，一般都滿足如下多個標準：

創新性：從設計、體驗和製造三方面來評判。

用戶受益程度：考慮角度包括性能、舒適度、安全性、使用

方便性、可用性、用戶介面、人機工程學、普適性、大眾獲

取便捷性、生活品質、是否讓人買得起。

企業客戶受益程度：評判的幾個方面包含盈利性、對銷售額

的增長、對品牌美譽度的影響、對員工士氣的鼓舞程度等。

責任：1 有益於社會、環境、文化和經濟，2 方便更多人獲

取，3 改善教育，4 滿足低收入人群最基本需求，5 減少疾病，

6 提高競爭力，7 增加財富，8 提高生活品質，9 支持文化多

元化發展，10 提高能源效率和產品耐用性，11 減少產品生

命週期對環境的影響，12 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都使用對環境

影響小的材料和工藝，13 方便修理/再使用/可迴圈利用，14

解決排毒問題，15 節約用材，16 考慮到廢物利用等。

視覺吸引力和適當的審美。

七、報名程式

2017年 3月 24日起在矮凳網：www.iden.cn上接受作品遞交，

以供首輪評審。

1、請登陸 www.iden.cn，填寫完整的中文報名表。

2、參賽者下載參賽承諾書，簽字後掃描上傳。



8

3、作品設計說明，包含產品規格尺寸、主要材質、技術規

格或生產手段、設計時應用的所有軟體，並闡明作品功能、

實現可能性（理論或技術前提）、關鍵製作工藝說明、市場

前景及商業分析，500 字以內。

4、多至五張美圖，清晰、品質上乘、專業，並能從各個角

度顯示產品在使用中的不同情景。這些美圖背景與主題顏色

須有反差，白色為最佳。圖片須具吸引力與視覺衝擊力。每

個檔大小不得超過 2MB。

5、產品類作品進入決賽者，須提交其實際設計樣品以供總

評評審。如作品太大或太重，則須遞送該作品 1 分鐘內效果

視頻，或按比例縮略或放大之模型或原型、更多圖像、產品

參數列表、或其他材料。若不能提供，則就不納入總評。請

注意，任何材料在運輸過程中若有損壞，STIDA 天府寶島工

業設計大賽組織方將不負責。

6、四川市州分賽區參賽作品必須為產品類作品參賽。作品

的分類設置、獎項設置須按照大賽總評標準設置，分賽獲獎

作品將進入總評。

作品實物或模型請郵寄至組委會秘書處：

李藍女士

四川省成都市鼓樓北三街 82 號德盛大廈 13 樓 610017

四川省工業經濟聯合會

郵件：secretariat@stid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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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8-8671 0137

八、評選過程與獎項

1、公證機構將一如既往現場監督評審過程，及時公開信息，

接受公眾監督，並回復參賽者和公眾的諮詢。

2、大賽組織方、工作人員及直系親屬不得參加本屆大賽。

3、任何人都不得惡意披露參賽作品或參賽者資訊。

4、設計師、設計師姓名及設計單位名稱，都不准在圖樣或

文檔 任何地方出現。未遵循此規則者，將立即被取消參賽

資格。若製造商或客戶之品牌名稱或標識為產品不可分割之

部分，則例外。

5、首輪評選，評委對作品按種類，線上評分。在這第一階

段評審中，評委將評估所有參賽作品的合格性、完整性、徹

底性、適合度，以及是否滿足獎項標準。經過首輪評選進入

決賽者，須提交樣品，或補充其他材料。一份完整說明，將

通知到所有決賽者。

6、在第二、即末輪評選階段，整個評委將現場實地評判，

同時決定 13 個類別的金、銀、銅，及特等獎得主。此外，

評委還可以根據各方面需要，綜合評估後，啟動任何其他獎

項。

九、截止日期及聯繫方式

2017 年 7 月 30 日停止接收作品提交申請，有關 STIDA 天府

寶島工業設計大賽任何問題，請聯繫：



10

四川省工業經濟聯合會李藍女士

電話：028-86710137

郵件：secretariat@stida.cn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鼓樓北三街 82 號德盛大廈 13 樓 610017

十、免責說明

1、評委與贊助商之所有決定為最終決定。STIDA天府寶島工

業設計大賽組委會對每年授予之 STIDA 獎項數量與種類不做

任何保證。隨獎項申請遞交之所有數據，都自然成為 STIDA

川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之財產，或其檔案之組成。決賽者遞

送之補充評選材料及產品樣品，暫為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

計大賽組委會保存。您遞交參賽作品時，將自動同意，允許

STIDA 川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及其授予之任何其他方，出版

任何遞交之材料的權利。申請參賽之材料則進入公眾視線，

對任何內容都無法保密。

2、參加此設計競賽者須保證，參賽作品不侵犯他人之知識

產權。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組委會主辦方不介入任

何糾紛，並須免除一切涉及知識產權之爭端。

3、任何參賽物品或材料在運輸過程中若有損壞，STIDA天府

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組織方將不負責。為此，請參賽者確保為

參評作品購買相應保險，特別是針對盜竊、火災、破損或損

壞等風險的保險。

十一、授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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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賽、參展作品，授予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組

委會、其贊助商、第三方銷售商和代理，無限權力，在不予

另外獲准或回報的前提下，在任何媒體上出版、展示和使用

遞交參賽、參展的設計作品的名稱、音頻、照片、標識，或

其他標誌，或類似之物，以及設計師之類似東西，為宣傳和

推廣此設計競賽和其他相關目的之用。

十二、注意

所有提交參賽的設計作品資料，將不予退還，請參賽者自留

底稿。本屆評獎免受報名費或評審費，但作品運輸及參展的

特殊裝修費用須參賽者自行擔負，標準展位免費。獲獎作品

將在頒獎典禮中揭曉之後在 www.stida.cn 上長期展示。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組委會享有有關此設計大賽所

有活動的最終解釋權。

警告：一切蓄意搗毀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或任何主

辦方或設計競賽相關網站之行為，一切蓄意破壞此設計競賽

之合法運營之行為，都將視為犯罪及違法，都將導致取消參

賽資格之後果。此類事一經發生，主辦方將有權要求法律允

許之最大限度之損失賠償，包括律師訴訟費和刑事訴訟費。

十三、隱私

STIDA 天府寶島工業設計大賽組委會與各主辦方所收集之一

切個人資訊，都將用於此設計競賽活動。任何涉及隱私的問

題，都將轉交與競賽秘書處。請按照 www.stida.cn 網站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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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辦方隱私政策的聲明，瞭解主辦方對收集、使用及公開

個人資訊之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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