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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iF设计新秀奖概览
第一学期
青年设计师的绝佳机会
参与我们全新的2019年iF设计新秀奖_第一学期，邀请您为四个主题提供想法。
我们每六个月更新四个主题，让您有机会聚焦当前重要的社会议题。
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将选出最佳概念，并颁发给每个主题5,000欧元奖金。

一般信息
我们欢迎设计相关科系与课程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交其概念参赛。毕业未满两年之毕业生亦可参赛，
概念作品之创作时间不得超过两年。

参赛办法
参赛者提交之作品数量没有限制，惟每件作品在竞赛中仅能注册一次，单一作品不得针对不同主题
重复提交。您可提交产品、应用程序、计划、传达或服务概念作品参赛，参赛者可提交个人作品，
团队报名人数以四人为上限。
请以英文提交参赛资料以利评委审阅
参与2019年iF设计新秀奖_第一学期竞赛无须缴交费用。
本竞赛仅接受在线报名，请于2019年1月31日前完成报名。

获奖者福利
我们提供全体获奖者以下宣传工具：
获奖标志和证书
■ 在线下载获奖标志
■ 获奖证书之PDF檔

iF汉堡设计展
您的作品将以海报与数字的方式在iF汉堡设计展中展出。

iF 世界设计指南
您的获奖作品将在iF世界设计指南 (卓越设计主题世界) 无
限期展示。

iF公关宣传
我们的新闻和公关团队将协助获奖者广为宣传其获奖成就。

iF design app
所有获奖作品将刊登在iF design app。此应用程序可免费
下载，目前 iF design app 下载次数已达 108,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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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主题
您可针对以下四个主题提交相关概念：
1. 2019年明门设计奖 by iF – 请发想如何改良现有幼儿照护产品以符合未来育儿需求的设计。
当提到幼儿照护，21世纪的父母不再依循前世代的习惯与价值观。他们需要新颖且不同以往的幼儿
照护方案：例如更具永续性、灵活性，且与过去大多数产品不同的设计，以符合当今人们的养育方
式。

您的课题：开发一个经过良好测试与融合创新设计的幼儿照护用品。

2. 2019年海尔设计奖by iF –新世代的生活管家 : 新形式的生活助手设计。
当今社会，繁忙与紧凑的生活节奏，减少了现代人的休息时间，同时降低了处理家务的动机与精
神。人们开始追求促进生活便捷的生活用品，将省下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丰富个人的兴趣爱好，
或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您的课题：请设计一款适合在家庭中使用的生活助手产品，能够彻底地改善生活中的不便，将传统
的使用方式优化或创新，为使用者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

3. 请发想一套创新的共享服务。
过去比较少有的共享与交换对象已渐成为普遍的趋势。共享经济虽然仍旧新颖，但它已经提供了大
量的租借、借用与分享的机会。您认为下一个可从共享模式获益的商业是如何? 您的构想能够吸引
现有商业模式中的更多的人们加入共享经济吗?

您的课题：请为目前市场上现有或新启的共享服务，提供一套新的商业模式、沟通策略或设计解决
方案。

4.请发想一款虚拟现实来帮助人们对于危险的情况做好准备。
当人们增加对各种情况的经历与体验时，将得到更好的准备与理性的反应。例如: 飞行员藉由飞行仿
真器的训练，在真正飞行之前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学习，而获得对于紧急情况的常规反应能力。你
能提出在不同学习情境的虚拟现实应用吗?

您的课题：设计一个虚拟现实模拟，用于潜在危险或紧张的情况，让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训练他们的
应急反应。

打印前请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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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标准
您的参赛作品必须在多项评选标准中皆有平均以上的表现，并展现出较其他参赛作品杰出的特质，才能获得iF设计
新秀奖的肯定。
创新与精致
■ 创新程度
■ 精致程度
■ 独特性
功能
■ 使用价值与使用性
■ 人体工学
■ 实用性
■ 安全性

美感
■ 审美要求
■ 情感要求
■ 空间概念
■ 氛围
定位
■ 目标族群适用性
■ 差异化

责任
■ 人性尊严
■ 尊重个人
■ 公平性
■ 考虑环保标准与碳足迹
■ 社会责任
■ 社会价值

重要时程
报名期限

2019年1月31日

评选会议

2019年2月20日至3月15日

获奖通知

2019年3月底

作品发布

2019年4月底

iF世界设计指南 (卓越设计主题世界)、
iF design app和新闻稿。

2019年iF设计新秀奖 (第一学期) 报名五步骤
1. 登入my iF

现在登录或注册账号
您必须填写完成所有参赛必填的数据，才能按下 „ Register now „ 正式报名参
赛。

2. 基本数据

■ 作品名称
■ 作品类型
■ 选择主题
■ 储存您的基本数据

3. 图像

每件作品请上传1–2张图

4. 地址信息

若您就读过的大学院校超过一个以上，请以设计参赛作品时所就读的学校名义
来报名。请于设计团队参与成员字段增加团队成员信息。

5. 媒体信息

■ 作品叙述
■ 展示海报
■ 学生证明 (每位设计成员均需提供学习证明含学校名称与学习年份，将其合并
成一个档案后上传。)
■ 指导老师 / 教授 (选择性)
■ 影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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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海报之规定
A1大小横式海报 (840 x 594 mm)， 格式分配如下：

海报编排细节

区域一 (840 x 430 mm)
可自由安排，但须以图文并陈的方式简要地展示您的设计。

■ 海报尺寸和格式：A1大小，横式海报 (840 x 594 mm)
■ 说明文字与文案字体大小：20pt
■ 字型：Frutiger或其他无衬线字体 (sans serif fonts)，如

区域二 (840 x 64 mm)
■ 字体大小为20pt

Arial, Franklin Gothic, Futura, Helvetica, Univers等字体

■ Your entry：Entry-ID、参赛主题

■ 图像分辨率：300 dpi (需符合图片大小需求)

■ Concept：作品名称

■ 海报需以单独的PDF-X3档案来上传

■ Student / s：名／姓

■ 档案大小限制为5MB

■ University：学校名称、学校所在城市／国家、就读系所

■ 色彩格式：RGB

区域三 (840 x 50 mm)
上下请保留空白，用于印刷和装订。

区域三
840 x 50 mm

MINUS
New scale system

Total Gram

PICK

The - 4’s Gram

The concept of MINUS is literally unraveled with a scale which involves the concept of minus.
"How much gram is this tomato and so how much is it?" Many people have concerned about
purchasing a fixed price of vegetables per gram which is displayed in the Mart. The scale which
is below the box will be subtracted from the total weight as soon as hand-picked vegetables are taken
out from the box. Furthermore, the price after subtraction will show up on the balance. If the price
provided is suitable, the price tag will be attached on a pack for further payment.
This new concept of scale will reduce unnecessary actions to the users.

1Pick up 1 broccoli

The price

2 You can Know The Price

Total Gram - 1 broccoli’s Gram

PROBLEM

KNOW

Up

The - 1 broccoli’s gram’s Price is displayed.

TAKE
Out

3 Touch The button
You can get The price sticker.

区域一
840 x 430 mm

SOLUTION

I don’t know
How much it is.
!

?

?

In one place & At a time

Most of vegetable in vegetable corner cost
by scale. Customer have no idea how much
is it going to be before customer actually scale
them. So inconvinence situations happen such
as put vegetable more in or take some out.

YourYour
entryentry
301-1-164198
Entry-ID
1.0 product
Topics
1.17 Industry / Skilled Trades

Project
MINUS

MINUS will show you how much weight you picked
out of the box. And the scale will calculate how much
it is going to be.

Concept
Name of entry

Designer
Youngsub/Song
Hyunsub/Shin
JaeHyuk/Lim
Il-Hyun/Kwon

Student/s
First name / Last name

University
Hansu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Product Design

University
Name of university

Emall
sys910420@naver.com

hyunsud@naver.com
City / Country of university
hyuk8915@gmail.com
Department
kih0501@naver.com

区域二
840 x 64 m
区域三
840 x 50 mm

2019年赞助商
更多信息
即刻报名

联络方式
Kimberly Liu 刘芝均
phone +886.2.27667007
talent@ifdesign.de
www.ifworlddesignguide.com

Aurora Wei 魏朝霞
Phone +86.755.22662312 #802
aurora.wei@ifdesign.asia
www.ifworlddesigngui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