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 設計獎是全球最令人夢寐以求的設計競賽，自1953年在德國成立以來，iF 標
誌便成為全球公認表彰優良設計的標誌，在世界各地均受到消費者和設計界的
認可。

獎項匯集國際設計專家，根據嚴格且公平的評選機制與標準，選出獲獎設計。

參賽的理由？

參賽的好處

iF 簡介 真正獨立：由非營利性機構 iF 設計基金會所有，旨在推動設計及其社會價
值。  

最高誠信: 件參賽作品都有相同平等的獲獎機會。獨立設計專家評委將確保
評選流程的透明化和公平性。

國際化與多樣化: iF 遍佈全球的網絡將為您提供支持。獎項共分為 9 大參賽
項目與 81 個類別，涵蓋了所有重要的設計領域

2022 年 iF 設計獎 | 參賽資訊

認可: 對您、對團隊和作品來說，都是您出色的表現和優良設計品質的最佳證明。

差異化: 以最接近的競爭對手為基準與目標，並自國際知名設計專家獲得反饋。

公關機會: 因為出色的成就而得到宣傳。iF DESIGN 將在廣大的設計群體中散播獲獎
消息。

產品保護: 讓設計群體知道您是最先的開發者，並用以保護你的產品。



基本資訊

2 分鐘即可完成報名 依照您的步調，完成詳細作品資訊提交。

評選標準作品圖片 公司地址資料作品敘述 數位媒體

線上提交作品資料參加 
2022 年 iF 設計獎，步驟簡
易迅速。

線上報名 - 參賽步驟簡易迅速！

2.
1. 若您還未申請帳號，請先建立

個人 my iF 帳號。

填入作品基本資訊、完成繳交參賽，以確保您的
參賽為有效報名 。 

依照您的步調，提供作品資料，隨時暫停或持續填入資料。確保您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以前，確實按下「REGISTER NOW  (即刻遞交)」
按鈕，以完成報名 。

此為國際賽事，請務必以全英文填入作品資料（請勿填
入中文）！

作品圖片
上傳 7 張作品圖  

（需至少上傳 4 張）

檔案格式: JBG格式，不超過5MB
圖片比例: 4:3 橫式

撰文風格：  
簡扼的統整說明
至多 650 字元

作品說明 

基本資訊
填入作品名稱、選取參賽項目與類別

為設計師/設計團隊與製造商/客戶 
提供公司資料或團隊資訊

公司地址資料

針對五項評選標準的簡短說明：理念、
外觀、功能、差異化與影響力

每項評選標準至多 280 字元

評選標準

媒體
多媒體材料：  
依個別參賽項目/類別的要求提交

重要資訊！

在參賽指南中尋求協助。

https://my.ifdesign.de/auth/login?redirect=aHR0cHM6Ly9teS5pZmRlc2lnbi5kZS9hd2FyZF9vdmVydmlldw%3D%3D
https://ifdesign.cloud/assets/images/our-awards/professional-awards/if-design-award-2022/downloads/210617_chn_traditional_detailed-registration-guide.pdf


前 50% 將入圍決選 獲獎者
iF Online Preselection 

線上初選

1. 第一階段評選 2.  第二階段評選
iF Final Jury 決選

所有參賽作品

iF Winners 獲獎者: 50  位以上的設計專家評委將齊聚於柏林並選出 iF 設計獎的獲
獎者。 iF Final Jruy 決選日期： 2022 年 3 月 29 - 31 日。 獲獎者將在 2022 年 4 月收
到個別通知。 

iF Winners 獲獎者將獲得多重獲獎者福利，並受邀參加 2022 年 5 月 16 日在柏林舉
行的頒獎典禮盛宴，慶祝您的獲獎成就。

評審流程為何？

4.

3. 參賽者: 所有參賽作品將分別獲得一份 iF jury feedback chart 評委反饋表，表中
將涵蓋評分卡，評分卡將顯示各項評選標準的得分。此反饋表為參賽者提供洞悉評
審決策原因。

iF Finalists 決選入圍者: 在初選結果揭曉後，決選入圍者可參考第一階段的反饋
表進行作品資料更新與調整。視類別需求並決定是否寄送作品實品參加 iF Final 
Jury 決選。 
 
請注意: 決選名單揭曉後，決選入圍者在 2022 年 1 月 21 - 31 期間，需決定以實體或數位資料參與決
選，並在指定時間內將作品寄送至德國決選地點！

完善作品資訊

線上報名 - 參賽步驟簡單迅速！

提交實體作品者: 寄件資訊將於 2022 年 1 月 20 日與 iF Online Preselection 線上初選
結果一併公佈。

寄送期限       2022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11 日 
請注意: 切勿於 2022 年 1 月 21 日前寄達任何物品。

寄件資訊 
僅適用 
決選入圍者



決選入圍者需繳交審查費 每件作品 200 歐元

獲獎者服務費 
以下參賽項目的獲獎者 
產品設計 / 包裝設計

每件作品 2,700 歐元

獲獎者服務費  
其他參賽項目的獲獎者

每件作品 1,800 歐元

參賽費

審查費

獲獎者收費
• 無限期使用 2022 年 iF 設計獎獲獎標誌   
• iF 獲獎證書與鋁製獎牌
• 詳細的 iF jury feedback chart 評委反饋表  
• 刊登於 iF WORLD DESIGN GUIDE 世界設計指南與  
     iF design 應用程式中
• 在 iF WORLD DESIGN INDEX 世界設計指標中獲得排行 
     分，iF 金質 獎獲獎者將獲得額外的積分
• 參與 iF 設計之夜  
• 在特定的國際展出地點與展會中進行展示

• iF Online Preselection 線上初選的審查作業
• 詳細的 iF jury feeback chart 評委反饋表

早鳥報名期限 每件作品 250 歐元

一般報名期限 每件作品 350 歐元

最後報名期限 每件作品 450 歐元

決選入圍者

• iF Final Jury 決選的評選作業
• 決選入圍者可參考第一階段的 iF 反饋表更新作品資料
• 視類別需求並決定以實體作品或數位資料參與決選
• 在 iF Final Jury 決選後獲得更新的 iF jury feedback 
     chart 評委反饋表
• 

 

獲得 iF top labels 頂尖設計排行榜積分

日期 

聯絡我們

早鳥報名期限 

2021 年6 月 30 日

一般報名期限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最後報名期限 

2021 年 11 月 19 日

iF 台北

Phone +886.2.27667007

award@ifdesign.tw

寄送實體作品至決選地點 

2022 年 1 月 21 日‒ 3 月 11 日

iF Final Jury 決選 

）行舉林柏國德於（ 日 13  ‒  92 月 3 年 2202

2022 年 4 月獲獎作品發表:  iF 世界設計指南、新聞稿發佈、社群媒
體、新聞時事通訊與 iF design 應用程式

頒獎典禮 iF 設計之夜  
2022 年 5 月 16 日在德國柏林弗里德里希皇宮劇院舉行

iF Online Preselection 線上初
選 

2022 年 1 月 10 ‒14 日

線上初選結果通知

2022 年 1 月 20 日

參賽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我們聯絡

報名期限與 iF Online Preselection 線上初選

日期 寄件、 iF 決選與頒獎典禮

上述費用適用於每一件參賽作品。


